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杰出人物 

（共 118 位）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 吴奕良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一届、第二届副理事长， 

第三、四届理事长， 

第五届名誉理事长 

2 吴凤池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一届副理事长 

3 杨启后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二届副理事长 

4 何立山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届副理事长 

5 郑春源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三、四届副理事长 

6 赵俊林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三、四、五届副理事长 

7 王  玉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三届副理事长 

8 孟祥恩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三届副理事长 

9 曲际水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五届副理事长 

10 白丽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第五届副理事长 

11 吕伟业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 
党组书记、院长（总经理） 

12 姚  强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13 李爱民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14 黄锡璆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总建筑师 

15 申昌明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院长 

16 李孝振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7 朱闻博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18 张喜刚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 

19 胡建华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院长 

20 汪双杰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袁  纽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 

第三届副理事长 

第三、四、五届理事会理事

长 

22 周光耀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23 肖学文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24 冯冠学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原执行董事、总工程师 

25 周少雷 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肖明清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27 董  勇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院长 

28 张海波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29 杨志海 中国轻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理事长 

30 徐平佳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 

31 韩景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 院长 

32 宋少光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33 黄经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总工程师 

34 严大洲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35 唐尊球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36 张  建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副总工程师 

37 何醒民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38 张栋材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顾问总工程师 

39 何小龙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40 张传武 河南省纺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1 蔡小平 山东省纺织设计院 党委书记、院长 

42 邢  继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43 秦  敏 河北中核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44 景  益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级专家 

45 徐承恩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院院士 

46 陈俊武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

委员、经理、技术委员会名

誉主任 

47 张庆燧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48 化建新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副总经理 

49 张亚秋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副院长） 

50 高  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总工程师 

51 沈顺高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52 周  凯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院长 

53 唐芳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院长 

54 金  敏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工程设计协会 

原副总经理 

会长 

55 秦学礼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56 王毅勃 
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副院长 

57 朱  明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原院长、二级研究员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58 崔  愷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59 施仲衡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 

60 邵韦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61 沈小克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62 顾宝和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顾问总工程师 

63 刘景樑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名誉院长 

64 朱兆芳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原院副总工 

65 周  恺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66 彭一刚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名誉院长 

67 梁金国 河北省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会长 

68 孙兆杰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首席总建筑师 

69 赵友亭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70 于  泽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专业总工（原总工程师） 

71 任炳文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72 王凯峰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人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73 王玉芝 吉林省嘉源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74 王  欣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75 魏洪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76 陈剑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77 唐玉恩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78 黄向明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79 王  云 
上海亦境建筑景观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   

董事长、首席设计师、系主

任 

80 王延华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81 杜  勤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82 郭  嘉 上海民防建筑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83 冯正功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建筑师 

84 符冠华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5 益德清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顾问总工程师 

86 程泰宁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87 李  彪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8 徐  勤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原总工程师 

89 黄汉民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问总建筑师 

90 陈汉民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问总工程师 

91 车宇琳 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原院长、党委书记 

92 张建华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93 李天世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94 申作伟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95 杨  彬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96 关  罡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97 钮新强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98 盛  晖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99 杨  瑛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100 魏春雨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席总建筑师 

101 何镜堂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2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103 郭明卓 广州市设计院 
原副院长、总建筑师，现任

顾问总建筑师 

104 陈  雄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总建筑师 

105 王金华 海南泓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6 顾  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副院长 

107 张  中 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副院长 

108 杨  弘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院长 

109 龙卫国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10 陈中义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经理、原党委书记 

111 漆贵荣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 

112 徐张建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113 赵元超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总建筑师 

114 宁崇瑞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建筑师 

115 王亚峰 青海东亚工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6 哈岸英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7 孙国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总工程师、名誉总工程师 

118 郭梦莹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分院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