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9 年第 3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批准全国

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12 个

技术委员会换届的公告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12 个技术委员会换届，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1.第二届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40 ) 

组成方案

2. 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电工用热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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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SAC/TC51/SC2 )组成方案

3.第七届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65 )组成方案

4. 第三届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56 ) 

组成方案

5. 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商业信用分

技术委员会 (SAC/TC470/SC2 )组成方案

6. 第三届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255 )组成方案

7.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产品研究

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55/SC2 )组成方案

8.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应用研究

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55/SC3 )组成方案

9. 第三届全国减速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57 ) 

组成方案

10.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车用高压燃料气

瓶分技术委员会( SAC/TC31/SC8 )组成方案

11.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臂架起重机

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2 7 /SC4 )组成方案

12. 第二届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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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340 )组成方案

第二届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4 0 )由 29 名

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承

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季慧玉 主任委员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2 田恩文 副主任委员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 何秀明 副主任委员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4 蔡军 副主任委员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 黄兢业 委员兼秘书长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6 曾靖婿 委员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7 梁冠锐 委员 自力迅遥有限公司

8 杜技伟 委员 东莞华德电器有限公司

9 郑索平 委员 AEM 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10 贾松鹤 委员 苏州燎原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1 王碧云 委员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

12 张勇 委员 中国质量认证中 J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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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3 张熬 委员 库柏西安熔断器有限公司

14 陆秀平 委员 上海金山电器厂有限公司

15 张寅 委员 宁波开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6 刘双库 委员 西安西整熔断器厂

17 李振飞 委员 浙江西熔电气有限公司

18 刘志远 委员 西安交通大学

19 石晓光 委员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 林文渊 委员 好利来(厦门)电路保护科技有限公司

21 陈焉 委员 美尔森电气保护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2 李传上 委员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3 李建国 委员 苏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

24 李全安 委员 温州三实电器有限公司

25 贾炜 委员 广东中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 林中华 委员 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7 孙雅云 委员 上海电瓷厂有限公司

28 何衡平 委员 国家电子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

29 江壮贤 委员 武汉布雷科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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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三届电工用热缩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51/SC2 )组成方案

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电工用热缩材料分技

术委员会( SAC/TC51/SC2 )由 26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马林泉 主任委员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张聪 副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 刘军 副主任委员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康树峰 副主任委员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5 赵成刚 委员兼秘书长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y$ 委员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7 付志波 委员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温芝林 委员 上海先锋辐照制品厂有限公司

9 朱孟兆 委员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0 王睿 委员 大连宏渔科技有限公司

11 张勇 委员 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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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2 夏敏 委员 北京理工大学

13 叶贤忠 委员 上海新芮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 杨洋 委员 大连联合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5 崔建国 委员 东莞三联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16 胡晖 委员 广州凯恒科塑有限公司

17 王志勇 委员 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18 李代双 委员 上海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9 霍永爱 委员 深圳市宏商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张波 委员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1 张贤灵 委员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 刘颖 委员 大连亚泰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 王红学 委员 河南洪特电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24 戚云霞 委员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

25 杨宏玉 委员 扬州辐照中心

26 王宗武 委员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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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七届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65 )组成方案

第七届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65 )由

71 名委员组成 (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西安高压电器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元复兴 主任委员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 贾涛 副主任委员 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王承玉 副主任委员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4 董旭柱 副主任委员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5 田恩文 委员兼秘书长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6 姚斯立 委员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7 张晋波 委员 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 崔博源 委员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 李志兵 委员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吴夕科 委员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孙云生 委员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12 杨韧 委员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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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3 崔文军 委员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盘锦供电公司

14 李喜桂 委员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15 刘兆林 委员 南京弘毅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16 姚明 委员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

17 蔡汉生 委员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8 靖晓平 委员 湖北华中电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9 李端妓 委员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 王红梅 委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1 高山 委员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2 冯英 委员 电力工业电力设备及仪表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23 齐伟强 委员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4 杨为 委员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5 尚涛 委员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6 土~ 目回目 委员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7 李电 委员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

28 陈敏 委员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9 贾志杰 委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0 刘卫东 委员 清华大学

31 耿英三 委员 西安交通大学

32 林莘 委员 沈阳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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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7 胡思玉 委员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8 林岩忠 委员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崔从俊 委员 安徽省中智科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刘东阳 委员 广东中航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21 吴从真 委员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孙大海 委员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秸书伟 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24 张吉吉民 委员 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25 刘起英 委员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26 蒋炜 委员 常熟市发德玻璃有限公司

27 朱雷波 委员 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设备公司

28 金福锦 委员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

29 减曙光 委员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0 李勇 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31 李会 委员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32 黄成德 委员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吴永庆 委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34 袁坚 委员 武汉理工大学

35 陈雪萍 委员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杨建军 委员 信义集团

37 夏卫文 委员 杭州坤瑞格拉威宝科技有限公司

38 李越 委员 上海有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9 高建森 委员 浙江汇杰有机硅股份有限公司

40 刘志付 顾问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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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第二届产品研究分技术委员

(SAC厅C255/SC2 )组成方案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产品研究分技术委

员会( SAC/TC255/SC2 )由 17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

书处由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黄建斌 主任委员 国家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刘成雄 副主任委员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 杨建军 副主任委员 信义玻璃集团

4 刘明 副主任委员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5 贾立丹 委员兼秘书长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马立云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7 藏曙光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玻璃科学研究院

8 赵占庶 委员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于翔 委员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10 周永文 委员 中山市格兰特实业有限公司

11 吴从真 委员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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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2 张坤 委员 蚌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3 孙大海 委员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姜宏 委员 海南中航特玻科技有限公司

15 刘起英 委员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16 刘国东 委员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17 马军 委员 秦皇岛耀华工业技术玻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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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第工届应用研究分技术委员

(SAC.厅C255/SC3 )组成方案

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应用研究分技术委

员会 (SAC/TC255/SC3 )由 17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

书处由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武庆涛 主任委员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2 刘成雄 副主任委员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 黄建斌 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4 贾立丹 委员兼秘书长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 李勇 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袁坚 委员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7 蒋炜 委员 常熟市发德玻璃有限公司

8 秘书伟 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蚌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国家特种玻璃质量监
9 张坤 委员

督检验中心)

10 张吉吉民 委员 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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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1 杨建军 委员 信义集团

12 黄成德 委员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李会 委员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14 李琛 委员 淄博盛达创业玻璃有限公司

15 刘起英 委员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16 王蕾 委员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17 文忠 委员 北京卓越中空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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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第三届全国减速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7 )组成方案

第三届全国减速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57 )由 47 名

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刘志新 主任委员 湖南中机国际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2 赵颖 副主任委员 天津华建天恒传动有限责任公司

3 王林春 副主任委员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4 魏静 副主任委员 重庆大学

5 殷爱国 副主任委员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6 刘忠明 副主任委员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7 孔霞 委员兼秘书长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丁军 委员兼副秘书长 江苏省减速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9 蔡云龙 委员兼副秘书长 江苏万基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10 王铁 委员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1 万名炎 委员 湖北咸宁三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2 孙洪利 委员 沃德传动(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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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3 尚广江 委员 江阴市华方新能源高科设备有限公司

14 吕诗功 委员 国家齿轮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5 刘世军 委员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16 梁彦芳 委员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7 李谦 委员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18 华希俊 委员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9 傅东荔 委员 江苏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 董建峰 委员 江苏省金象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1 刘韶华 委员 宁波市镇海减变速机制造有限公司

22 陈永洪 委员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23 张天翼 委员 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4 蔡军 委员 江苏太兴隆减速机有限公司

25 张敬彩 委员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26 卢云杰 委员 泰兴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27 姜波 委员 诺德(中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28 赵福臣 委员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

29 周世才 委员 江苏万基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30 耿建伟 委员 珠海飞马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31 闵新和 委员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吴清锋 委员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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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33 朱玲 委员 上海如宝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4 芮晓宇 委员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35 王明松 委员 浙江恒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36 丁为民 委员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37 殷平 委员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38 翁秀明 委员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液压件/齿轮传动产品质量检验站

39 辛洪兵 委员 北京工商大学

40 徐琪国 委员 淄博市博山奥博机械有限公司

41 杨勇波 委员 河南承信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42 张元国 委员 郑州高端装备与信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43 罗齐汉 委员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44 马小娟 委员 湖南中机国际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45 张鹏飞 委员 上齿集团有限公司

46 程兆宁 委员 宁夏天地奔牛银起设备有限公司

47 陈明 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一 25 一



附件 10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二届车用高压燃料气瓶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1/SC8 )组成方案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车用高压燃料气瓶分技术

委员会( SAC/TC31/SC8 )由 43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浙江大学/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郑津洋 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2 胡军 副主任委员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3 张保国 副主任委员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4 马夏康 副主任委员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5 花争立 委员兼秘书长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杨明高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7 梁琳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

8 韩武林 委员兼副秘书长 北京海德利森科技有限公司

9 黄钧 委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0 顾超华 委员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11 张存满 委员 同济大学

12 张庆华 委员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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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3 何广利 委员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14 姜将 委员 沈阳斯林达安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15 李亚超 委员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 万晓宁 委员 江苏玉华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17 李琼 委员 上海容华高压容器有限公司

18 袁奕雯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9 刘岩 委员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20 尹谢平 委员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21 刘冬安 委员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22 周继辉 委员 苏创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3 张学鸿 委员 天津天海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24 盛水平 委员 杭1i'l 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5 吴维国 委员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薄柯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7 谢添 委员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孙冬生 委员 北京科泰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缪存坚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30 李辉 委员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31 杨毅 委员 重庆益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2 葛安泉 委员 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

33 王晓东 委员 浙江威能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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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34 郝延平 委员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5 张立芳 委员 北京久安通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36 范志超 委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37 谭伟 委员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38 潘相敏 委员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9 张铜柱 委员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40 刘扬涛 委员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41 刘晗 委员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42 熊茂涛 委员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43 殷劲松 委员 张家港清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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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
臂架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227/SC4 )组成方案

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臂架起重机分技术委

员会( SAC/TC227/SC4 )由 37 名委员、 5 名顾问组成(委员名单

见下表)，秘书处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史世武 主任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2 朱昌彪 副主任委员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陶天华 副主任委员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 肖汉斌 副主任委员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5 张德文 委员兼秘书长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6 胡桂军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上海港口机械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l心

7 文豪 委员兼副秘书长 太原科技大学

8 邹云飞 委员兼副秘书长 水科远大(北京)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9 赵兴平 委员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10 王德连 委员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港机分公司

11 李静原 委员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魏勇超 委员 深圳市测力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3 魏辽生 委员 大连港口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罗鹤飞 委员 江西飞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5 张维友 委员 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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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6 丁方明 委员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17 董志平 委员 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18 高任敏 委员 微特技术有限公司

19 徐志宏 委员 科尼起重机设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

20 顾文溢 委员 常州基腾电气有限公司

21 张卫国 委员 上海海事大学

22 梅彬 委员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3 刘元利 委员 大连博瑞重工有限公司

24 任继新 委员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陈见阳 委员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6 徐林业 委员 武汉港迪电气有限公司

27 滕儒民 委员 大连理工大学

28 朱‘鹏宇 委员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裴天 委员 扬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王磊 委员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l心

31 李美贞 委员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 刘洋 委员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33 方俊 委员 香港海通有限公司

34 高崇金 委员 三一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35 董世民 委员 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36 易应强 委员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37 赵毅 委员 大连港机械有限公司

38 陶德馨 顾问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39 张振雄 顾问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公司

40 包起帆 顾问 华东师范大学

41 应为建 顾问 上海海事大学

42 屈福政 顾问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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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第二届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SAC厅C537 )组成方案

第二届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 37 ) 

由 35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北京市标准化研

究所调整为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l 刘雪涛 主任委员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2 强毅 副主任委员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3 房庆 副主任委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4 田川 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市标准才仨研究院

5 杜传金 委员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吴序一 委员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7 孙均j 委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8 赵霞 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路欢欢 委员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0 杨玉波 委员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11 徐华 委员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柴荣 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13 张永刚 委员 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

14 郑巧英 委员 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

15 余涛 委员 江苏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16 荣浩磊 委员 北京清控人居光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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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7 马哗 委员 北京清城品盛照明研究院有限公司

18 鲍诗度 委员 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

19 刘红 委员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 解如风 委员 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21 王杰 委员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2 黄引达 委员 万达文化旅游规划研究院

23 牟宏毅 委员 央美光环境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24 王颖 委员 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25 曹小兵 委员 深圳市照明学会

26 申景阳 委员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五公司

27 -廖科成 委员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 →郑翔 委员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 马立群 委员 北京市标准化交流服务中心

30 _ .江玉林 委员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31 丁圆 委员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32 詹伟 委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

33 王建明 委员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34 刘欣葵 委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35 温学钧 委员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印送: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

会，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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