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9 年第 4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批准全国电王电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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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等 13 个技术委员会换届，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1.第七届全国电工电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SAC/TC34 )组成方案

2. 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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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第六届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委员会

( SAC/TC27 /SC3) 组成方案

3. 第七届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63 )组

成方案

4. 第六届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161 )组成方案

5. 第六届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SAC/TC168 )组成方案

6. 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灯具分技术

委员会( SAC/TC224/SC2 )组成方案

7. 第五届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2 31 )组成方案

8. 第三届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84 ) 

组成方案

9. 第二届全国电工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412 )组成方案

10.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摩擦型带传

动分技术委员会( SAC/TC428/SC3 )组成方案

11.第二届全国批发与零售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4 38 )组成方案

12. 第二届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 30 ) 

组成方案

13. 第二届全国船舶电气及电子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5 31 )组成方案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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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七届全国电王电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SAC厅C34) 组成方案

第 七 届全 国电工 电 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斤C34 )由 43 名委员组成(委 员 名 单见下表 )，秘书处 由机

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 木晓东 主任委员 万控智造浙江电气有限公司

2 崔瑜 副主任委员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郭振岩 副主任委员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4 朱立军 副主任委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 李锋 委员兼秘书长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6 王志勇 委员兼副秘书长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王景阳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煤电气有限公司

8 李剑侠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9 潘正东 委员 温州市中意锁具电器有限公司

10 叶钧 委员 江苏天翔电气有限公司

11 陈森泽 委员 兴机电器有限公司

12 胡校 委员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3 王亚智 委员 中煤电气有限公司

14 林永清 委员 江苏和网源电气有限公司

15 徐飞雷 委员 乐清飞雷柜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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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包安群 委员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7 石建 委员 江苏瑞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18 王礼新 委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 张建国 委员 温州市国通电器有限公司

20 巫丑 委员 江苏天港箱柜有限公司

21 游汉涛 委员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陆湖 委员 张家港市天越电气有限公司

23 朱亚斌 委员 张家港市天翼电气成套结构件有限公司

24 王自玲 委员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25 尹东海 委员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26 袁丰华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27 李进新 委员 江西恒珠电气柜锁有限公司

28 那宏为 委员 烟台东润电气有限公司

29 姜士梅 支二;s;. 贝汇2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30 江国庆 委员 慈溪奇国电器有限公司

31 马超群 委员 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32 朱云霄 委员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I 33 毛建华 委员 宁波生久散热科技有限公司

34 王艳华 委员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35 王 蔚 委员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36 申随章 委员 天津正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7 蔡恒才 委员 万控智造浙江电气有限公司

38 廖小文 委员 武汉光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9 金大元 安;;s;.. 贝口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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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40 吴迪 委员 宁波生久柜锁有限公司

41 姚志宁 委员 福州先行机柜制造有限公司

42 李正清 委员 南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3 韩造林 委员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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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第六届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

委员会 (SAC厅C27/SC3 )组成方案

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六届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7/SC3 )由 44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

术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l 方晓燕 主任委员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2 李群 副主任委员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 张苹 副主任委员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4 徐元风 委员兼秘书长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5 孙蓉 委员兼副秘书长 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6 谭泳 委员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7 孙梅 委员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8 顾菁 委员 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9 栗惠 委员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10 张显忠 委员 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1 李锋 委员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12 富立新 安二吾贝口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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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3 梁素芬 委员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郭银杏 委员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15 李锋 委员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16 刘云鹤 委员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17 张荣 委员 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8 胡晓静 委员 许昌开普电气研究院

19 肖莹 委员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刘庭 委员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1 张亮 委员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2 金晓石 委员 广东开放大学经济管理与标准化学院

23 刘洋 委员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莹 委员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25 杨勇 委员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6 温定绚 委员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7 李义仓 委员 国网汉中供电公司

28 鲁扬 委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十三所

29 梁文军 委员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30 施广宇 委员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1 周建华 委员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2 刘会斌 委员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3 王y$ 委员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4 魏彩霞 委员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5 梁经宛 委员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36 霍登辉 委员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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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37 刘军 委员 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豆河伟 委员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39 陈朋 委员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0 张宏建 委员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1 崔凯 委员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罗金 山 委员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3 肖冰 委员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4 蒋正威 委员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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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七届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63) 组成方案

第七届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斤C63 )由 54 名委员

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承担O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周竹叶 主任委员 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 张明森 副主任委员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3 杨为民 副主任委员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4 陈会明 副主任委员 中检科健(天津)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5 方路 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6 魏静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7 全灿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8 秦士珍 委员 中国石化科技部

9 王川 委员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10 王琪 委员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韩宝英 委员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12 朱传俊 委员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3 邱爱玲 委员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崔广洪 委员 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

15 王连福 委员 天津渤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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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杨一 委员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

17 李家锋 委员 广东三水大鸿制袖有限公司

18 陈如 委员 泰州市检验检测协会

19 邬蓓蕾 安= 贝口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20 林雨军 委员 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

21 杜娟 安4ι 贝口 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工监督检验研究院

22 应志耀 委员 江苏强盛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3 钟亚莉 委员 秦皇岛海关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24 黄坦 委员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25 黄铃 委员
中国石化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国家石化有机原料合

成树脂质检中心

26 高瑞峰 委员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7 叶伊兵 委员 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28 杜翠荣 委员 沈阳食品检验所

29 高旭东 委员 锦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宋兰英 委员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1 张娟 安= 贝口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32 李向梅 委员 北京理工大学

33 闰玉乐 委员 国家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徽)

34 任旭帆 委员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

35 侯晋 委员 南通海关

36 刘兀岩 安4岳贝口 河北大学

37 林振兴 委员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38 郑波 委员 北京麦斯达夫科技有限公司

39 马宏园 委员 广东省茂名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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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40 马冲先 委员 上海材料研究所

41 孙永跃 委员
天津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天津先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42 李青梅 委员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 王岩 委员 山东检疫处理有限公司

44 李晓东 委员 南通珠海昆明醋酸纤维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5 陈忻 委员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46 欧阳广娜 委员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47 周立成 委员 国正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48 丁冉 委员 苏州、|艾驰博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49 王华 委员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检测中心

50 赵智科 委员 中国工业清洗协会

--一-
51 1劳丽飞 委员 天津海关 ( 原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化矿金中心

52 庄永斌 委员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吴涛 委员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杨建海 委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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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六届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161 )组成方案

第六届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161 )由

54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苏州电加工机床研

究所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吴强 主任委员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2 冯建国 副主任委员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林峰 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4 委晓钟 副主任委员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5 赵万生 副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 动力工程学院

6 王应 委员兼秘书长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7 陈远龙 委员兼副秘书长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8 伏金娟 委员兼副秘书长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9 周志凯 委员兼副秘书长 苏州|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曹毅 委员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1 陈勃生 委员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 陈华 委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13 程明 委员 国营成都无线电专用设备厂

14 戴立强 委员 海宁市新艺机电有限公司

15 丁成才 委员 泰州市江洲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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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郭超 委员 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公司

17 何赐文 委员 北京东兴润滑剂有限公司

18 桓恒 委员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19 黄明涛 委员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20 纪仁杰 委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1 贾云海 委员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22 金朝龙 委员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3 tß锦祥 委员 东莞台一盈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李浩洲 委员 江苏冬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5 李克君 委员 自贡市嘉特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6 刘晓 委员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27 卢飞星 委员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 吕新峰 委员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9 马国龙 安二在二F 贝1:1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30 梅建恩 委员 苏州市宝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1 聂福龙 委员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32 潘贝 委员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石世宏 委员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34 唐霖 委员 西安工业大学

35 陶明元 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6 王迪 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7 王培德 委员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38 王少武 委员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

39 王志国 委员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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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40 肖荣诗 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

41 谢合瑞 委员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42 徐明 委员 机械工业特种加工机床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

43 杨晓冬 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44 姚建华 委员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45 俞辉 委员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46 余剑武 委员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47 张宝华 委员 北京安德建奇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8 张昆 委员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49 张旭东 委员 杭州|华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50 赵华龙 委员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周异明 委员 北京阿奇夏米尔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52 朱栋 委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3 朱红钢 委员 陕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54 朱红敏 委员 苏州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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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六届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SAC厅C168 )组成方案

第六届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fC168 )由 51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中

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王世刚 主任委员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2 白潜洋 副主任委员 新乡巴山航空材料有限公司

李兆军 副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谢洪勇 副主任委员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5 张福根 副主任委员 珠海真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 闰向阳 副主任委员 河北英凯模金属网有限公司

7 侯长革 委员兼秘书长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8 黄朝强 委员兼副秘书长 福建强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 女IJ 旭峰 委员兼副秘书长 河北省丝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安平)

10 张文阁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1 朱培武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计量学院

12 傅晓伟 委员兼副秘书长 珠海欧美克仪器有限公司

13 盖国胜 委员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14 蔡小舒 委员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5 吴立敏 委员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一 16 一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杨毅 委员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7 吴建明 委员 昆 山市密友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8 余绍火 委员 浙江丰利粉碎设备有限公司

19 杨延安 委员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20 姚向东 委 员 贝卡尔特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21 李松岭 委员 新乡正源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22 吕宏楠 委员 航空工业过滤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 ( 新乡 )

23 包华 委员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24 常超强 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三零二工厂 ( 河北前进机械厂)

25 宋国健 委员 河南新乡新航丝网滤器有限公司

26 陈兴 安ζι 贝口 湖南省乌江机筛有限公司

27 王 凡 委员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孙涛 委员 河北华瑞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9 赵计龙 委员 安平县恒祥铁艺金属护栏有限公司

30 侯志云 委员 上海思百吉仪器系统有限公司(英国马尔文仪器公司)

31 王建道 委员 安平安华五金网类制品有限公司

32 女JJ 伟 委员 山东理工大学

33 王亚开 委员 安平盛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4 女Jj彦辉 委员 安平县瑞申网业有限公司

35 朱华旭 委员 南京中医药大学

36 许人良 委员 麦克默瑞提克(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37 王亚黑 委员 安平县富润精密滤材有限公司

38 高原 货二吾贝口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39 杨正红 委员 仪思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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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40 温 原 委 员 浙江瑞堂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41 孙晓明 委员 北京化工大学

42 邓世宁 委员 罗姆 ( 常州 ) 仪器有限公司

43 杨文 委员 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44 郑跃宁 委 员 河北鹤煌网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曹枫 委员 湖州、l 师 范学院

46 董亮 委员 弗尔德 (上海 ) 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47 窦晓亮 委员 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48 李强 委员 安平县顺强丝网制 品有限公司

49 刘立怀 委员 上海方菱筛网制造有限公司

50 李波 委员 深圳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51 李华 委员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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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

灯具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224/SC2 )组成方案

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灯具分技术委员会

( SAC斤C224/SC2 )由 39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

由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陈超中 主任委员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2 侯 莎 副主任委员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3 窦林平 副主任委员 中国照明学会

4 施晓红 委员兼秘书长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5 吕伯君 委员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陈松 委员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 赵震宇 委员 松下电气机器(北京 ) 有限公司

8 李敏 委员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I~'

9 彭振坚 委员 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10 沈家钦 委员 上海航安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11 吴启震 委员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12 施朝阳 委员 常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13 钱群 委员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

14 吕蔚辰 委员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5 桑高元 委员 飞利浦灯具( 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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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杨才越 委员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17 倪济宇 货石在L 贝口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 王建平 委员 杭州浙大三色仪器有限公司

19 李锦 委员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20 艾劫 委员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1 李保军 委员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22 宋树文 食4ι 贝口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3 印文清 委员 铜陵三极照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 杨加碧 委员 晨辉光宝科技有限公司

25 朱华荣 委员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26 周鼎 委员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7 张俊斌 委员 欧司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 陈松波 委员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29 黄建明 委员 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0 许礼 安二ι 贝口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31 王伟 委员 必维欧亚电气技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2 李本亮 委员 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33 许建兴 委员 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

34 宋立 委员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5 张德保 委员 北京电光源研究所

36 吕天刚 委员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曹小兵 委员 旭宇光电(深圳I )股份有限公司

38 沈庆跃 委员 浙江晶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9 斯俊出 货二，;，. 贝口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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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第五届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231 )组成方案

第五届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斤C231 ) 

由 87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北京机床研究所

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王晓林 主任委员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2 李冬茹 副主任委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3 徐殿国 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赵钦志 副主任委员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5 于东 副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6 吴宏 副主任委员 固高科技(深圳I )有限公司

7 黄祖广 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8 赵关红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9 曾杨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0 陈载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11 尹震宇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12 薛瑞娟 委员兼副秘书长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3 张承瑞 委员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4 冯冬芹 委员 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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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5 陶飞 委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 来宝 ζ安ι 贝口 华中科技大学数控技术中心

17 刘志峰 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

18 郑君民 委员 大连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9 严义 委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 刘阔 委员 大连理工大学

21 张颖伟 委员 东北大学

22 胡瑞琳 安ζ导贝口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乙勺J勺 刘铁 委员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4 陈虎 委员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5 汪玉平 委员 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一--

26 孙克己 委员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27 王红旭 委员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8 刘广杰 委员 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29 任壮喜 委员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30 何宇军 委员 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31 欧阳渺安 委员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32 阮志斌 委员 乐清市智能装备与制造研究院

33 郑小年 委员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34 李浙鲁 委员 南京华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35 王 健 委员 北京易能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36 邵国安 委员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7 杨洪丽 委员 北京凯恩帝数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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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38 杜瑞芳 委员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39 陶益民 委员 上海电气自动化集团

40 潘再生 委员 浙江杰芯科技有限公司

41 何方 安二岳 贝口 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 伍凌川 委员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

43 陈忠 委员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44 李良军 委员 成都卡诺普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45 单亮 委员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46 耿匍云 委员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7 胡文海 货二ι 贝口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48 天口 卢人」呢11.>. 吉二"'- 贝'" 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

49 潘 磊 委员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李杰 委员 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51 刘峙飞 委员 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2 王漫江 委员 东莞市名凌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3 岳文~~中 安.:l二贝'"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谢长宇 委员 湖南中联重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55 倪建军 委员 长沙海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6 张大庆 委员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7 朱长建 委员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8 于晓颖 货~ 贝口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59 李天笑 货二吾贝口 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 )有限公司

60 王海涛 委员 上海欣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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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61 刘忠武 委员 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

62 李运锋 安二ι 贝口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 阎伟 委员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64 范守苏 委员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郭昭辉 委员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秦川塑料机械厂

66 于俊贤 委员 济宁科力光电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67 胡进芳 委员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王江东 安4ι 只口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69 李志宏 委员 国家机械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70 裴晓波 委员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电气安全实

验室

71 文IJ 攀超 委员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侯涛 委员 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73 李大伟 委员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74 杨青 委员 通用电气检测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75 秦培均 委员
四川铸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安全技术中心四川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技术研究院)

76 陈漾萍 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软件评测中心)

77 张华良 委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78 李小兵 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79 刘荣兴 委员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80 马立新 委员 欧德神思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81 姚坚 委员 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

82 黄之炯 委员 皮尔磁工业自 动化( 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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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83 王旭光 委员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84 金葵娟 委员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85 折小荣 委员 贵州省标准化院

86 陈卓贤 委员 苏州安高智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87 高其敏 委员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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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第三届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384) 组成方案

第三届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rrC384 )由 40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金征宇 主任委员 江南大学

2 王东 副主任委员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 孙宇 副主任委员 南京理工大学

4 孙旭清 委员兼秘书长 江苏牧羊集团限公司

5 李永祥 委员 河南工业大学

6 王红英 委员 中国农业大学

7 谭鹤群 安4ι 贝口 华中农业大学

8 牛智有 委员 华中农业大学

9 徐学明 委员 江南大学

10 王卫国 委员 河南工业大学

11 王德福 安4导贝口 东北农业大学

12 李建文 委员 武汉轻工大学

13 胡志超 委员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14 李军国 委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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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5 李杰 委员 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6 谢健 委员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7 张福幸IJ 委员 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8 沈美雄 委员 福建省机械科学研究院

19 陈军成 安= 贝口 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20 王逸清 货ζ，;:. 贝口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质检中心

21 邵来民 委员 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2 姜作奎 委员 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23 赖景发 委员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陈兴伟 安二ι 贝口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5 伍松 委员 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26 李永强 委员 广州海大集团

27 刘杨 委员 广州|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黄华栋 委员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刘俊伟 委员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顾如海 货二ι 贝口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范文海 委员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2 李东 委员 广州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33 李忠 安二"'- 贝t:J 无锡市太湖粮机有限公司

34 李芝银 委员 北京现代洋工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 祁春清 安二4 贝口 北京燕北华牧科技有限公司

36 史玉萍 委员 布勒 ( 常州 ) 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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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37 周育东 委员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38 华青地 委员 江西红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9 李金成 委员 武汉明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0 肖俊洁 委员 湖北三江航天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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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第三届全国电王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412 )组成方案

第三届全国电工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412 )由

36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由机械工业北京电工

技术经济研究所承担c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岳光明 主任委员 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副主任委员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许树森 副主任委员 中节能西安启源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4 庄 家 副主任委员 德阳东佳港智能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全红 副主任委员 无锡西玛梅达电工有限公司

6 徐建峰 副主任委员 昂倍兹(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 邓伟 委员兼秘书长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8 高峰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周章银 委员兼副秘书长 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明剑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11 张银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节能西安启源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12 阳如坤 委员兼副秘书长 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 孙健 委员 芜湖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14 胡湘娥 委员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孙海南 食二ι 贝口 天津市天缆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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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李君 委员 山东中际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7 陈辉殿 委员 南京艺工电工设备有限公司

18 张杰 委员 佛山市广意永雄机械有限公司

19 金哗 委员 瑞安市先锋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20 曹振宇 安4ι 贝口 马鞍山市天力机械有限公司

21 华凌春 委员 上海南洋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2 李群峰 安石吾 贝口 杭州三普机械有限公司

23 赵军民 委员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24 黎智豪 委员 佛山市顺德区和金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5 陈昭明 委员 浙江巨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6 董正康 委员 合肥合宁电工设备有限公司

27 徐锋 委员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28 李尤娜 委员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项泽鸿 委员 广州市鸿辉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30 陈吴 委员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31 关敬党 委员 深圳市善营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32 凌健 委员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3 梁庆宁 委员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

34 杜文龙 委员 广东宏工物料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35 郭凡林 委员 厦门宏发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36 韩但彬 委员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曲靖供电局变电运行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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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第三届摩擦型带传动分技术

委员会 (SAC厅C428/SC3 )组成方案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摩擦型带传动分技术

委员会( SAC厅C428/SC3 ) 由 39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 由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青岛科技大学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孙光明 主任委员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 朱树生 副主任委员 无锡市中惠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3 秦书安 副主任委员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4 冯绍华 副主任委员 青岛科技大学

5 郝永亮 委员兼秘书长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6 王炳昕 委员兼副秘书长 青岛科技大学

7 吴桂卿 委员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所

8 吴国兴 委员 江阴天广科技有限公司

9 王军成 委员 宁波丰茂远东橡胶有限公司

110 王宏钢 委员 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11 王广义 委员 河南省金久龙实业有限公司

12 石水祥 委员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3 马锋 委员 宁波裕江特种胶带有限公司

14 罗洪威 委员 辽阳凯利特橡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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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5 刘志刚 委员 马鞍山锐生工贸有限公司

16 李红莉 委员 开封市宏利橡胶有限公司

17 解德利 委员 浙江凯欧传动带股份有限公司

18 蒋永毅 委员 无锡市格林爱立特三角带有限公司

19 姜洪源 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 黄方铜 货4- 贝口 青岛橡六方腾胶带有限公司

21 胡志洪 委员 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

22 范景云 委员 尉氏县久龙橡塑有限公司
户---

23 ;Xß 樱 委员 宁波伏龙同步带有限公司

24 陈月增 委员 莱芜永驰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25 陈孝斌 委员 浙江三星胶带有限公司

26 郭仕令 委员 青岛双凌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27 周在立 安与岳 贝口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工艺材料研究所

28 何德铭 委员 广州市盖达传动带有限公司

29 李芳 委员 无锡市克拉斯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0 陆国平 委员 宁波贝递同步带有限公司

31 庞长志 委员 浙江保尔力胶带有限公司

32 潘万东 委员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33 熊立军 委员 湖北茂鑫特种胶带有限公司

34 尤建平 委员 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

35 李书国 委员 浙江紫金港胶带有限公司

36 朱六生 委员 芜湖市精准传动系统研究院

37 暴伟 委员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青岛分中心

38 曾军 委员 贵州|精忠橡塑实业有限公司

39 蔡硕 委员 阪东(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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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 

第二届全国批发与零售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438) 组成方案

第二届全国批发与 零售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斤C438 ) 

由 29 名委员组成 ( 委 员 名 单见下表)，秘书处由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担O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尹虹 主任委员 商务部

2 谭兴政 副主任委员 中国商业联合会零售供货商专业委员会

3 李祥波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商业联合会

4 赵萍 委员 贸促会研究院有限公司

5 操卫东 委员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6 夏 琳 委员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7 马增俊 委员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

8 王曦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9 洪涛 委员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10 祷峻 委员 中 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11 杨谨萤 委员 北京五洲天宇认证中心

12 狄同伟 货二岳 贝口 利群集团

13 O二7社T 刁由飞 $ 委员 沃尔玛 (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14 陈超 货二手贝口 锦江麦德龙现购 自 运有限公司

15 赵婷婷 委员 集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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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曹忠伟 委员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

17 李武贤 委员 广州市中标品牌研究院

18 李小兵 委员 贵州上味酒业有限公司

19 骆汉平 委 员 中 国商业联合会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委员会

20 王士岭 委员 山东 兰 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 严立森 委员 天津亿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 何连海 委员 河北省商品交易市场联合会

23 赵文阁 委员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卢成绪 委员 标准联合咨询 中心股份公司

25 王洁 委员 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6 赵萍 委员 山东省商会

27 i射杰 安4ι 贝口 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8 黄婿 委员 京东集团

29 刘扬瑞 委员 泰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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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第二届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530 )组成方案

第二届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斤C530 )由 47 名委

员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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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职务 单位

费维军 主任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2 柳鹏 副主任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3 方怀瑾 副主任委员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王伟 副主任委员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5 刘占山 委员兼秘书长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6 刘晋川 委员兼副秘书长 北京交运安全卫生技术咨询中 I~"

7 梁克 委员兼副秘书长 水科远大(北京)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8 周亮 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9 张蕾 委员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10 李美贞 委员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 方俊 委员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庭、为建 委员 上海海事大学

13 闻君 安二手 贝口 中国港口协会

14 朱 j弘 委员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15 张迈 委员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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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16 张武军 委员 宁波市港航管理局

17 田俊峰 安石在L 贝口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8 陈建华 委员 中国引航协会

19 王沈元 委员 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20 张德文 委员 北京港口机械质量检测中心

21 李欣 委员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2 叶欣梁 安二岳 贝口 上海吴湘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23 戎伟全 委员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24 陈俊峰 委员 北京市越洋航运技术开发公司

25 俞锦康 委员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 路德 委员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 白晶 委员 中交网科技有限公司

28 王秋晨 委员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赵健宇 委员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30 李元贵 委员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31 朱连义 交二;s;- 贝t:l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32 吴彩英 安二ι 贝口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

33 刘健 委员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34 曾庆成 委员 大连海事大学

35 尹润铭 委员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36 张兴根 委员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37 李荣庆 安二ι 贝口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38 刘洋 委员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39 许向阳 委员 中国理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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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40 蒲海波 委员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41 王五月 委员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顾群 委员 水科远大 ( 北京 ) 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43 徐宏伟 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44 石应同 货4导贝口 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

45 曹玉芬 委员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46 麻勇 安4- 贝口 招商局港 口 控股有限公司

47 孙国庆 安4- 贝口 北京交运安全卫生技术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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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3

第二届全国船舶电气及电子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SAC厅C531 )组成方案

第 二 届全国船舶 电 气及电 子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斤C531 ) 由 40 名委 员 组成 ( 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处 由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 四研究所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单位

赵建华 主任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四研究所

2 高宏伟 副主任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七研究所

3 陈汉金 副主任委员 中国船级社南京分设镇江办事处

4 蔡睿眸 副主任委员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5 王硕丰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 四研究所

6 华峰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0八研究所

7 τ冒挂毛「 辰E'l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一研究所

8 肖扬婷 委 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 四研究所

9 张崇猛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七研究所

10 解锦辉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11 宋飞 货= 贝口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12 傅菊英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13 徐正喜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14 王 红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15 林桂道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16 徐才宏 委员 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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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少鹏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研究所

18 黄清清 委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19 李学 委员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20 王卉隽 委员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21 章强 委员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2 李小强 委员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3 朱海波 委员 沪东中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24 倪克俭 委员 江南造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5 立Ij 红霞 委员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26 孙士强 委员 中船重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设计所

27 刘涛 委员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28 邓明英 委员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

29 石艳 委员 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程蜀炜 委员 连云港杰端电子有限公司

31 丁广波 委员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2 杨瑞 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33 徐立丰 委员 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34 沈海鹰 委员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集团 ) 有限公司

35 俞拙非 委员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部能灵 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

37 刁呜 委员 哈尔滨工程大学

38 陈雪峰 委员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工程

设计中心

39 廖贺龙 委员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40 安健 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 中 心

(中国软件评测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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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送: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

国电器工业协会，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电工电子设备结构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船舶

电气及电子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

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

委员会、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灯具分技术委员会、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擦型带传动分技术委员会 O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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