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优秀企业家（院长） 

(共计 185 位)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 罗必雄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院长 

2 张满平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 侯  磊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4 林一文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5 郭伟华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 丁  建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建筑师 

7 黄  岗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8 杨永林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9 陈有权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 易  凡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11 金正浩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12 张金良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3 冯树荣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4 石小强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5 唐巨山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16 裴岷山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7 徐  君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 吴明先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9 李怀峰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院长 

20 袁学民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 

21 缪大为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院长 

22 程腊春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3 韩国瑞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4 余朝晖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25 杨勇翔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 

26 徐忠和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7 马培忠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 

28 申斌学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29 刘为民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0 朱  颖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31 刘为群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2 李寿兵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3 汤友富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4 徐大同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35 张建新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36 陈志明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37 白晓明 黑龙江省轻工设计院 党委书记、院长 

38 王新革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

经理 

39 夏  政 
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长庆勘察设计研

究院） 
董事长、总经理 

40 刘中民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设计分公司 总经理 

41 陆志方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42 廖江南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43 赵志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 

44 廖从荣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45 宋寿顺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6 彭  寿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47 李伟仪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经理 

48 李  健 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长 

49 高  乐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 

50 刘  巍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51 郑明光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长 

52 上官斌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院长 

53 孙丽丽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54 周成平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55 孟  云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院长） 

56 王长科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57 章向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长 

58 韩志刚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59 余征然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60 薛亥申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61 廉大为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分党组书记、董事长 

62 刘  宁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3 李  磊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4 周昌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院长 

65 周鸿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原院长 

66 吴德荣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67 张  奇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8 赵振元 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9 于文海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70 杨晓文 农业农村部南京设计院 院长 

71 徐全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72 刘桂生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73 高文明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74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长、院总建 

75 沈安东 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总经理 

76 文  兵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77 王汉军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78 李  群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79 李耀刚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80 孙祥恕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1 杨天举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82 刘  军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院长 

83 赵建伟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院长 

84 王明才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院长 

85 徐  强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86 张大力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87 贺  鸿 天津中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88 韩立君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89 李兆生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院长） 

90 何勇海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院长 

91 蒲  净 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 

92 张永胜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93 洪树蒙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院长                         

94 宿威俊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95 杨  晔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96 张世良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97 赵  丰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98 姜凤霞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99 石铁军 吉林土木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0 王纳群 吉林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长 

101 焦为屹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院长 

102 梅洪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院院长、总建筑师 

103 刘远孝 方舟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建筑师 

104 高  飞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院长 

105 张  桦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06 张俊杰  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院长 

107 姚念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院长 

108 王  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109 陈丽蓉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0 朱祥明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111 张大伟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12 叶松青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 

113 葛爱荣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4 杨卫东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5 蔡升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16 卢中强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7 查金荣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首席总建筑师 

118 张金星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 

119 董丹申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首席总建筑师 

120 金国平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 

121 蔡伟忠 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 院长 

122 吕明华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院长 

123 高  松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建筑师 

124 项炳泉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院长 

125 陈  轸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长 

126 张惠莲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7 陈小江 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128 聂复生 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29 曾马荪 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 院长 

130 黄小燕 南昌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31 段  林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132 赵广俊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133 常兴文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4 翟渊军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5 孔  杰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36 徐  辉 徐辉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7 项明武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38 蒋再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39 胡纯清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140 詹建辉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1 吴  凌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院长 

142 陈  忻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院长 

143 邓铁军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44 杨希杰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院长 

145 戴勇军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46 张  柏     长沙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147 欧阳凤鸣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 院长 

148 曾宪川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 

149 唐崇武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50 赵春山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1 盛宇宏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董事长 

152 周鹤龙 广州市设计院 院长 

153 陈日飙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设计总监 

154 叶  青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5 侯百镇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56 郭智伟 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副院长 

157 雷  翔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8 王路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159 周  铮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60 何华斌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设

计研究院 
院长 

161 张  力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院长 

162 钟  芸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院长、党委委员 

163 韩  伟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64 柏疆红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5 徐千里 重庆市设计院 院长 

166 陈翰新 重庆市勘测院 党委书记、院长 

167 李彦春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68 李  纯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69 陶  磊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 

170 周宏文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171 潘继录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72 张  林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73 冯峻林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74 熊中元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75 燕建龙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院长 

176 刘小平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总建筑

师 

177 樊美丽 陕西新鸿业生态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8 史怀昱 陕西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79 窦旭东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80 王力明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81 张建中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2 左  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183 韦虎林 伊犁花城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84 庄新玉 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 

185 马向东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