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2019-06-21 按单位名称排序

序号 姓名 理事会职务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1 姚 军 副理事长 二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2 景世晖 理事 二十一冶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3 杜少华 副理事长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

4 刘克文 理事 十四冶建设云南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5 张劲松 副理事长 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

6 刘跃辉 副理事长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7 张全万 理事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8 万 军 理事 大冶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9 翟保金 副理事长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厂矿单位

10 冯 婕 理事 山东乾舜矿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1 王俊虎 理事 山西中条山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2 史冠卿 理事 山西铝厂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3 吴国南 理事 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4 张卫民 理事 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5 王世彪 理事 广东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勘察单位

16 罗依珍 理事 广东金东建设工程公司 施工单位

17 解 冰 理事 广东省冶金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8 周希哲 理事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9 谢常茂 理事 广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勘察单位

20 闫清武 理事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勘察单位

21 覃振华 理事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22 莫孙庆 理事 广西基础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单位

23 曹 斌 理事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24 宁和球 副理事长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25 韦俊毅 理事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26 刘瑞平 副理事长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27 罗爱华 副理事长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28 许新强 理事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厂矿单位

29 彭 涛 理事 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30 肖 剑 理事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31 张 明 理事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32 郭继舟 理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33 喻振贤 副理事长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34 张洪国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协会

35 许蓁蓁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36 赵志锐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37 李劲松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 施工单位

38 王伟峰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39 金义元 副理事长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40 李 炜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协会

41 刘玉军 理事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42 伍绍辉 理事长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43 林铁生 理事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

44 吴润华 副理事长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45 陈战强 理事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46 王 建 理事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47 姜增彬 理事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48 杨秀海 理事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49 王 志 理事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50 苏晓鹏 理事 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51 王彦成 理事 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52 宗小平 副理事长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53 刘智飞 理事 中铝国际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54 廖江南 副理事长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55 潘 冬 理事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56 郑建军 理事 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57 周继强 理事 甘肃有色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勘察单位

58 任晓东 理事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兰州矿产勘查院 勘察单位

59 杨再明 理事 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60 李 宏 理事 北京东方燕京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61 熊代余 副理事长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62 孔 辉 理事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63 赵满堂 理事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64 窦旭东 理事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65 张京武 理事 辽宁有色大连勘察院 勘察单位

66 赵 丰 副理事长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单位

67 赵刘会 理事 西北有色勘测工程公司 勘察单位

68 张怡昶 理事 西安岩土工程新技术开发公司 勘察单位

69 吴建国 理事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

70 周新武 理事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

71 徐国民 理事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72 蔡胜利 副理事长 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协会

73 袁胜超 理事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74 马引代 理事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个人

75 黄明金 理事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厂矿单位

76 颜庭成 理事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77 赵 超 理事 江苏华东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78 赵善禄 理事 江苏华都建设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79 杨晋炜 理事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

地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勘察单位

80 李云军 理事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81 戴学瑜 理事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82 马 宁 副理事长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83 李战军 理事 宏大爆破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84 万多稳 理事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设计单位

85 孙申基 理事 金川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86 李尚勇 理事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厂矿单位

87 李 娟 理事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88 王青海 副理事长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89 王 健 理事 河北中色华冠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90 衡少亭 理事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91 张献军 理事 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92 李天才 理事 河南省中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93 赵全胜 理事 河南省有色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94 李永胜 理事 河南泉舜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95 亓兆伟 理事 承德华勘五一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96 阮建国 理事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97 胡 虎 理事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98 卢晓岚 理事 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99 孟 坚 副理事长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00 曲一鸣 理事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个人

101 刘 诚 理事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个人

102 侯建兴 理事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个人

103 郭 雷 理事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个人

104 黄祥华 理事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个人

105 刘 峰 理事 南京勘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106 杨奕旗 理事 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107 刘 君 理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

108 沈志平 理事 贵州正业国际工程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09 张 新 理事 贵州有色地质工程勘察公司 勘察单位

110 刘 迅 副理事长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11 杨 健 理事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个人

112 张玉池 理事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113 张大中 理事 浙江山川有色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114 邬宇平 理事 浙江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115 丁文湘 理事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设计单位

116 方志甫 理事 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 设计单位

117 胡彦华 理事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18 黄 红 理事 铜陵鑫铜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

119 董云龙 理事 鸿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20 周瑞基 理事 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21 王 锋 理事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122 许石亮 理事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123 丁孟军 理事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124 赵冬琴 理事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125 黄粮成 理事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

126 李喜忠 理事 葫芦岛有色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27 杨 松 理事 紫金矿业建设有限公司厦门设计分公司 设计单位

128 张家生 理事 湖南中大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29 张正义 理事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30 于锡胜 理事 新疆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131 张国明 副理事长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