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储  罐  组 

序 

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职务/职称 

1 丁晓滢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高工 

2 于永亮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部门主任/高工 

3 万欣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部长/工程师 

4 马小强 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副主任/高工 

5 王文彬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王家沟油气储运中

心 
正科级/工程师 

6 王宁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安全监管部 部门高级专家/高工 

7 王志强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高工 

8 王芙庆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完整性岗位经

理/高工 

9 王金龙 中国石油商业储备油分公司 高级主管/工程师 

10 王学增 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正高工 

11 申孝民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研究员 

12 田利 国家石油钻采炼化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副主任/高工 

13 史何秋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机动部副经理/高工 

14 曲建军 中化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部总经理/

高工 

15 伏喜斌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正高工 

16 向海陵 连云港三人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17 刘小川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技术监督部助

理/高工 



18 刘世民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部门主任/高工 

19 刘伟成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副总工兼部长/高工 

20 刘金生 天科泰瑞检测(天津)有限公司 总工/高工 

21 刘峰育 陕西省石化压力容器检验站 站长/高工 

22 齐玉纯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高工 

23 闫 波 哈尔滨翔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4 祁国成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公司生产部 副总经理/正高工 

25 孙 伟 国家管网集团华中公司资产完整性管理部 副经理/高工 

26 孙庆国 东营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设备主任 

27 孙学亮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室主任/工程师 

28 牟 林 华东管道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高工 

29 杜亮坡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天然气储运技术中心 科级正职/高工 

30 李志远 中国石化石油销售公司/商储公司 经理/高工 

31 李 沧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副院长/高工 

32 李宏斌 中石化广州(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监/正高工 

33 李 鹤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

分公司 
副处长/高工 

34 杨玉锋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管道

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高工 

35 杨学东 中石油燃料油湛江仓储分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36 杨继民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工、总经理/ 

正高工 

37 吴 昊 青岛维康中油检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38 何 毅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油田开发事业部 科长/高工 

39 沈建民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部长/高工 

40 完卫平 天津大港油田宇信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经理/工程师 



41 宋 盼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部门副主任/高工 

42 张 生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部长/高工 

43 张延兵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

分院 
部门主任/高工 

44 张宇尘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高工 

45 张步继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芳烃厂 设备厂长/高工 

46 张利军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赤峰分院 
实验中心主任/高工 

47 张伯莹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副总工/髙工 

48 张 杰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部门主任/正高工 

49 张 岩 南京普瑞泰格安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50 张维顺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

设备监督检测中心 
科长/高工 

51 陈红新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主管/高工 

52 陈贤洮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站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53 邵 京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技术监督部总

经理/高工 

54 武玉双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 高工 

55 林 然 浙江石化公司芳烃二部 机动部经理/高工 

56 罗 平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港务储运部 副经理/高工 

57 季 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高工 

58 周文祥 镇海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59 周会萍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 高工 

60 孟庆鹏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天然气储运技术中心 部门副主任/高工 

61 赵彦修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危化品装备部副主

任/高工 

62 种玉宝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有限公司 
部长/高工 

63 姜岳宏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部门副主任/高工 



 

 

罐  车  组 

序 

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职务/职称 

1 丁国栋 浙江海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于晓阳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部长/高工 

64 费伟宏 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65 袁建明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66 柴军辉 宁波市劳动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67 徐 平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8 高晞光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副科长/高工 

69 郭亚红 长庆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高工 

70 唐百富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高工 

71 韩 庆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技术检测中心 首席专家/高工 

72 程万洲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 高级专员/高工 

73 程绍武 孚宝(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和维修经理 

74 傅伟庆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正高工 

75 舒 远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76 潘正荣 大港油田检测监督评价中心 所长/高工 

77 潘吉龙 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储运工程分公司 部门经理/高工 

78 王 十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工程师 

79 张永红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高工 

80 毕晓蕾 
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有限公司/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高工 

81 吴 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直属分院 
高工 



3 马涛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经理/高工 

4 马歆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承压技术中心主任/

正高工 

5 王士涛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工程师 

6 王川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部长/高工 

7 王明晰 河北昌骅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总工/工程师 

8 王金涛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部门主任/研究员 

9 王建业 陕汽淮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10 王勇智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副院长/高工 

11 王磊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研究院 
高工 

12 云晗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副所长/高工 

13 牛卫飞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正高工 

14 
旦增 

罗杰 
西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科长/工程师 

15 付宁凯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级/高工 

16 朱小勇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部门副主任/高工 

17 任春晓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8 刘岩 内蒙古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室主任/高工 

19 汤志强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部长/高工 

20 孙洪胜 山东省东营市市场监管局 总工/高工 

21 牟彦春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部长/高工 

22 李俊 晋中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技术总监/高工 

23 李琦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随州分院 总工/高工 

24 肖学文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 

高工 

25 吴金中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正高工 



26 何锦坤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副部长/高工 

27 张玉路 黄骅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 副所长/高工 

28 张俊超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部门主任/高工 

29 张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徐州分院 
部门主任/高工 

30 都亮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室副主任/高工 

31 陈涛 新疆克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质量技术负责人/ 

正高工 

32 林红伟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吉林市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服务中心) 
主任助理/高工 

33 赵吉鹏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副院长/高工 

34 胡新安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一公司 副经理 

35 段馨蕊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总工/高工 

36 姜晖琼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总工/研究员 

37 姚小静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门主任/正高工 

38 耿雪峰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部门副主任/高工 

39 徐光 内蒙古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包头分院 副院长/正高工 

40 高万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部门副主任/高工 

41 黄强 南京市油气储运装备技术服务中心 部门主任/高工 

42 曹宁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43 曹志峰 东营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副院长/高工 

44 谢永生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 副总工/高工 

45 楼红军 
国家特种金属结构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浙江） 
部门副主任/高工 

46 赖永才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集装箱检验副运营

总监/高工 

47 魏巍 山东泰阳特种设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48 瞿绘军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部门主任助理/高工 



49 肖超波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高工 

50 丁英仁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员 

51 宋前进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高工 

 

 

综  合  组 

序  

号 
姓名 所  在  单  位 职务/职称 

1 王大成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部长/研究员 

2 王如君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副总工兼所长/正

高工 

3 太文哲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全国安标委化安分标委 

主任、秘书长/高

工 

4 尹长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高工 

5 石秀山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危化品装备部负

责人/高工 

6 龙飞飞 大连民族大学 副院长/教授 

7 卢永雄 
武汉工程大学 

西红柿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正高工 

8 帅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系主任/教授 

9 田亚团 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高工 

10 任清渊 潍坊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部门副主任/高工 

11 刘召东 日照市特种设备检验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高工 

12 刘德平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副处长/高工 

13 许述剑 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专家/正高工 

14 严祯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副院长/正高工 

15 杜彦楠 上海蓝海科创检测有限公司 部门副主任/高工 

16 李文强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有限责任公司 所长/高工 

17 李满顺 鲁峰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研究员 



18 沈书乾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部门主任/正高工 

19 宋文明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20 宋占兵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正高工 

21 张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储运系 副教授 

22 张刘军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正高工 

23 张晓明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副总工/高工 

24 冼国栋 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特聘技术顾问/高

工 

25 孟庆元 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 机动处长/高工 

26 赵建平 南京工业大学 院长/教授 

27 娄旭耀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部门主任/高工 

28 夏于飞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原安全总监/ 

正高工 

29 高鸷 霍尼韦尔控制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工程师 

30 高翌飞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 副总工/高工 

31 高翱 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部门副主任/助研 

32 郭长波 河北华建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高工 

33 康军 大庆油田三维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高工 

34 彭小兰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副总工/正高工 

35 董文利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副院长/正高工 

36 董文辉 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副处长/副研究员 

37 董爱鸿 北京中特航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高工 

38 喻斌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高工 

39 童德明 阿碧艾(上海)机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高工 

40 臧国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油田开发事业部 副科长/高工 



41 缪春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原副院长/正高工 

42 魏玉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副部长/高工 

43 韩烨 管网集团（徐州）管道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经理/正高工 

44 徐曦萌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 

军事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专业技术上校 

（八级） 

45 王庆军 国家管网集团大连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高工 

46 占龙杨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直属分院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