
附件 1：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压力管道检验工作委员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  名 拟任职务 工作单位 

1 黄维和 顾问 中国工程院 

2 孟  涛 主任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 汤晓英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4 杨树斌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 冯庆善 副主任委员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6 姚  钦 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 吴小阳 副主任委员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 陈秋雄 副主任委员 深圳燃气集团 

9 马长城 副主任委员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10 李志宏 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1 赵  勇 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2 王泉生 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 孙中仁 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4 刘保余 副主任委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15 王剑波 副主任委员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16 彭家立 副主任委员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应急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17 宋高峰 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8 陈朋超 委员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19 王新华 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 

20 杨大慎 委员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21 许好好 委员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2 刘  勤 委员 上海天然气管网公司 

23 沈建锋 委员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24 谢  成 委员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25 戴联双 委员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26 单洪翔 委员 大庆油田质量安全环保监督评价中心 



27 韩昌柴 委员 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科技信息中心 

28 王建国 委员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应急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29 王维斌 委员 国家管网集团管道科技研究中心 

30 梁  航 委员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31 吴胜平 委员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32 吉建立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 

33 周  军 委员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4 李宏雷 委员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35 陈金忠 委员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油气管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6 杨锋平 委员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37 张克政 委员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 武文辉 委员 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质量监督站 

39 叶宇峰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40 李振庆 委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41 邵理云 委员 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42 左延田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43 李安军 委员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44 肖劲光 委员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5 陈定岳 委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6 席  丹 委员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47 王  晨 委员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输配分公司 

48 张海营 委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测研究院 

49 潘金平 委员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0 钱耀洲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51 于少平 委员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何  勇 委员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53 邱华伟 委员 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54 安成名 委员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陈玉宝 委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6 姚国平 委员 绍兴市能源检测院 

57 李  沧 委员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8 原  星 委员 河南省锅检院焦作分院 

59 陈  娟 委员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60 程  飞 委员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61 司永宏 委员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62 郑连学 委员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63 高  辉 委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64 郭全海 委员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65 付春辉 委员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6 陈  智 委员 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 

67 王  玉 委员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68 蔡建平 委员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分站上海分公司 

69 顾素兰 委员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0 李伟忠 委员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1 李国政 委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焦作分院 

72 梅兆池 委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张家口分院 

73 刘红星 委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74 谢小强 委员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75 罗  扬 委员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6 肖  勇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7 贺  亮 委员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8 杨继伟 委员 辽源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9 杨宏钰 委员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80 付  文 委员 盘锦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1 常万成 委员 大庆油田公司质量安全环保监督评价中心 

82 王志平 委员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83 王小迎 委员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84 徐维普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85 刘国余 委员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检验中心 

86 姜晖琼 委员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87 刘  明 委员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8 李隆骏 委员 台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89 徐  勇 委员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90 刘长征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91 张晓明 委员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92 薛正林 委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93 韦新华 委员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94 高  健 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研究院 

95 张宝华 委员 盘锦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6 种玉宝 委员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97 张鸿博 委员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98 张  魁 委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张家口分院 

99 黄焕东 委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00 马琳杰 委员 辽源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01 林红伟 委员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02 杨  勇 委员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103 贺小刚 委员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04 陈文杰 委员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05 丁顺利 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06 秦  成 委员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107 马小强 委员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08 王  珍 委员 哈尔滨泰斯特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09 宫奎源 委员 山东正诺检测有限公司 

110 周衍荣 委员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111 崔  强 委员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12 徐火力 委员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13 杨绪运 秘书长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14 刘景新 副秘书长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115 李仕力 副秘书长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16 王  飞 组员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17 孙伟栋 组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118 张俊泰 组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19 徐洪涛 组员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应急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120 王继锋 组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21 赵海光 组员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2 柳  强 组员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123 陈仲波 组员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24 刘延雷 组员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25 吴  为 组员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26 刘清泉 组员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127 徐忠成 组员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128 毛富杰 组员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29 刘  琰 组员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130 张  生 组员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31 景奇东 组员 中石油昆仑燃气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132 李  俊 组员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3 冯利刚 组员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34 王  涛 组员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5 赵向南 组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测研究院 

136 聂向晖 组员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137 张海涛 组员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38 李  丰 组员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139 王  川 组员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0 刘  增 组员 河北华建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141 李旭生 组员 中国石油管道局廊坊北检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142 伏喜斌 组员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43 宋士林 组员 河南豫电安装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44 牛晶明 组员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45 张宏亮 组员 中国石油管道局廊坊北检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146 陈  剑 组员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147 兰中祥 组员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8 金世贵 组员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49 李  明 组员 烟台通瑞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烟台分公司） 

150 刘子杨 组员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151 刘永振 组员 郑州华龙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