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理事会特邀常务理事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 于宁楼 北京中森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2 尹志国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 田 丰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4 王 毓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5 王 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兼党委书记

6 牛艺光 济南市工程咨询院 院长

7 王明荣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副院长

8 王宏毅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裁

9 王建清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长

10 白振志 河南省工程咨询公司（河南省工程咨询中心） 主任

11 张煜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 院长

12 黄郁馨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



13 汤友富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 朱建忠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评审中心 主任

15 朱建刚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16 孙富文
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云南省工程咨
询中心）

中心主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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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刘道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 副院长

19 刘 健 宏诚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 杨卫东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1 张 涌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2 张姝妍 长春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3 韩松岩 哈尔滨市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4 陈永红 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

25 杨卫东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宋晓杰 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27 张来勇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8 张海东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9 吴昊达 中元国际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30 余土红 杭州市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中心主任

31 李小彦 安徽省工程咨询研究院 院长

32 贺巍 江西省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33 陈燕波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院副总工程师

34 张 维 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5 李小飞 重庆江河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

36 杨立岭 兰州市项目投资评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37 俞文元 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38 李明春 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陈云华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40 李 放 定宇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1 李 刚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企业策划部部长

42 曹 鹏 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3 待定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44 崔洪星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45 张 亮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46 郑建飞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7 庞 汉 广西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48 岳云才 成都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9 胡 晨 新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0 赵有明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51 赵新利 山西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 院长兼党组书记

52 胡芝春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3 胡 明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
长（执行董事）

54 徐 潜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兼书记

55 殷 鹏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56 柴恩海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57 耿玉杰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58 顾凌波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9 黄先俊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60 崔 薇 北京国宏英杰国际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61 韩景宽 北京中陆咨询有限公司 院长

62 韩国瑞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63 谢伟民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64 廉大为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65 母  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66 汪桃义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7 谈建文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副院长

68 胡国建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
院）

党委副书记

69 刘 尚 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

70 徐小元 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71 程 磊 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与规划院 院长

72 高 思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3 田正良 东方经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