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科技创新带头人 

  （共 168 位）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 谢秋野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 陈仁杰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原总工程师 

3 张宗亮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4 王仁坤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5 梁言桥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副总工程师 

6 杨启贵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总工程师 

7 杜雷功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8 彭  立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9 吴德兴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0 上官甦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1 牟廷敏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2 杨克俭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研发首席技术总监 

13 黄泽茂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开发领导、总工程师 

14 闫少伟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总经理 

15 余维江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工作主管领导 

16 耿建平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7 闫红新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董事长 

18 宫守才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19 李德春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总工程师 

20 朱  丹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21 王争鸣 
轨道交通工程信息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22 许佑顶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23 徐升桥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工程师、桥梁院总工程

师 

24 孙树礼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5 彭  军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26 赵笑萍 山东省轻工业设计院 总工程师 

27 林  卫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总经理 

28 陈荣荣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29 张来勇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公司技术

委员会主任 

30 赵雪峰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总规划师 

31 汤晓勇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总工程师 

32 杜年春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科研中心

主任 

33 刘文连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党委委员 

34 周  伟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总建筑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35 谭荣和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总工程师 

36 邓爱民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 

37 刘海威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首席专家 

38 彭学平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副总工程师 

39 吴  澎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总工程师 

40 李洪求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总工程师 

41 郭书勤 河南省纺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总工程师） 

42 高  峰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副院长 

43 武中地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 

44 杨红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主任 

45 倪玉辉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原） 

46 李  浩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7 朱华兴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48 王金波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工程师 

49 赵术强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50 姜  鑫 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 

51 孔  力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司总工程师 

52 葛家琪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首席专家、总结构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53 王笃礼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 

54 张立峰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执行总工艺师、航空业务部副部

长 

55 张煜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副院长、书记 

56 彭长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院长 

57 娄  宇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党委委员、总经理、总工

程师 

58 齐  飞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59 杨秀仁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60 朱忠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61 周宏磊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62 包琦玮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公司总工程师 

63 赵  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总工程师 

64 贾光军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65 钱嘉宏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副总建筑师 

66 陈  刚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副总工程师 

67 高文新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院长 

68 傅志斌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副总工程师 

69 伍小亭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院总工程师 

70 刘旭锴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院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71 郑兴灿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2 贺维国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隧道设计

分公司 
总工程师 

73 范建国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4 于敬海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75 聂庆科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6 习朝位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77 赵士永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8 杨国红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总工程师 

79 严  平 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 

80 赵学军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监测规划院 副院长 

81 刘  丰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82 张伶伶 沈阳建筑大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 

83 王立长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席总工程师 

84 李庆钢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院长、总工程师 

85 陈  勇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专业总工程师 

86 宋  刚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院长 

87 纪  强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88 姚  飞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 
党委书记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89 王金国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90 张小冬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技术副院长、总工程师 

91 姚天宇 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院总工程师 

92 丁洁民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93 顾国荣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分管技术） 

94 李亚明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95 徐一峰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总工程师 

96 缪俊发   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97 王  洁 上海刘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98 陈众励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气总工程师 

99 汪  杰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0 王维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研发中心主任 

101 张宇峰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02 孙国超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首席专家 

103 程寒飞 中冶华天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首席专家、水环境技术研究

院院长 

104 杨学林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105 单玉川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工程师 

106 蒋建良 浙江省工程勘察院 副院长、首席专家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07 徐一鸣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法人代表 

108 郭晓军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建筑师 

109 曾  伟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总工程师 

110 刘复友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副院长） 

111 吴东彪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经理 

112 戴一鸣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13 许思龙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114 贾益纲 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 院长 

115 陈  国 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 

116 谭现锋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 院长 

117 张志华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院长 

118 陈  峰 山东省城建设计院 
设计院副院长、设计院党总支副

书记 

119 张维汇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20 银永明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121 高  英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数字工程院院长 

122 周同和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 

123 崔国游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24 潘国友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25 高宗余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26 李树苑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27 桂学文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128 郭  健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129 谭广文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首席专家 

130 孙占琦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装配式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总工程师、深圳分公司院

长、设计总监 

131 范跃虹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132 宁平华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33 史海欧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34 张良平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35 孙立德 广东勘设建筑技术服务中心 总工程师 

136 徐其功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37 任学斌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 院长 

138 徐忠胜 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 总工程师 

139 朱惠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副院长 

140 卢玉南 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技术总监 

141 黄展业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

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 

142 钟明全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43 吕  波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城市环境分院院长 

144 向泽君 重庆市勘测院 副院长 

145 丁小猷 重庆市绿色建筑技术促进中心 主任 

146 王福敏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前总工 

147 冯  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48 章一萍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总工程师 

149 湛正刚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 

150 杜  镔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151 申献平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院长 

152 吴  琨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3 杨  琦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4 张  耀 西部建筑抗震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院长 

155 赵治海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156 周  敏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副总工程师 

157 李晓民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8 陈天镭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部部长，副总工程师 

159 胡东祥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160 陈向东 新疆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科技工作主管领导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61 杨文泽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162 杨新龙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163 李文新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院党委委员、技术副院长 

164 郭晓光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分院院长 

165 黄晓家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166 王永超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创作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167 郑建国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68 阮  兵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