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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标技字〔2018〕04 号 

 
 

关于“申请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4） 

委员调整”的通知 

标委会委员、通讯委员及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191 号）、《全

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的相关要求，同时由于部分委员单位

的调整变更，本着相关方广泛参与的原则，现向委员、通讯委员和有关单

位征集委员变更信息。在现有委员名单（见附表 1）的基础上，如有意向申

请成为标委会委员的单位，以及现有委员有变更信息的单位，请您在 2018

年 4月 6日前将委员申请表（见附表 2，一式贰份）及电子版（带照片）发

送至标委会秘书处。 

标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钰        

电  话：022-26899825 

E-mail：nes@sactc334.org 

 

2018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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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二届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4）委员名单 
 

序号 本会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1 主任委员 郑尚龙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 副主任委员 陈超 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 

3 副主任委员 徐刚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 副主任委员 李建友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试验场 

5 副主任委员 沈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 副主任委员 俞宏福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7 秘书长 尚海波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 

8 副秘书长 姚建平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 副秘书长 李来平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 副秘书长 王一峰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国家场（厂）内机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1 副秘书长 黄中良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2 副秘书长 杨西川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土方机械分公司 

13 委员 王金星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14 委员 朱广辉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5 委员 陈宝明 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公司 

16 委员 陈世清 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 

17 委员 陈浙金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18 委员 成凯 吉林大学机械学院 

19 委员 程晓青 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委员 邸鹏远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1 委员 段琳 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司 

22 委员 范翠玲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3 委员 花胜利 内蒙古一机集团大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4 委员 季明 鼎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25 委员 王四新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6 委员 李宏宝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 

27 委员 李铁生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8 委员 李蔚苹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9 委员 林浩 戴纳派克(中国)压实摊铺设备有限公司 

30 委员 刘秋宝 湖南三一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31 委员 高鸿 徐州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32 委员 门世宗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3 委员 孟宪三 安徽惊天液压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34 委员 彭敏智 上海永信仪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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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二届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4）委员名单（续） 
 

序号 本会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35 委员 任丽萍 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36 委员 宋斌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委员 孙大刚 太原科技大学 

38 委员 王新香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39 委员 倪栋 国家场(厂)内机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40 委员 王宇宁 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1 委员 吴继霞 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 

42 委员 阎堃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及液压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天津）

43 委员 朱海燕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44 委员 杨永红 小松(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5 委员 余婕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6 委员 张海潮 天津建筑机械厂 

47 委员 张怀亭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8 委员 张云龙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9 委员 赵家宏 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 

50 委员 赵云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56 部队 

51 委员 钟玉柱 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52 委员 蒋永才 杭州宗兴齿轮有限公司 

53 委员 张硕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54 委员 李玉 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青岛研发中心 

55 委员 贾晓雯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程机械配套件分会 

56 委员 王蕾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7 委员 钮红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 

58 委员 朱斌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 委员 邹彬 本溪北方机械重汽有限责任公司 

60 委员 夏万军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装载机分公司 

61 委员 雷明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62 委员 叶海路 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63 委员 陈民忠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64 委员 袁俊洲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5 委员 李澍芩 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66 委员 沈光伟 厦门厦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7 委员 杨正 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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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号：SAC/TC 334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二  寸 

彩  色 

照  片 

民族 
 

本会职务
 

参加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时间 
年   月      

技术职称及聘任时间     年   月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单位

性质

1、国有企业 2、民营企业 3、科研院所 4、大专院

校 5、行业协会 6、政府机构 7、外商独资企业 8、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方控股企业 9、其他 []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毕业院校 
 所学 

专业 

 

毕业时间 年     月     学历
 

学位 
 

会何种外语   1. 英语 □  2. 法语 □  3. 德语 □  4. 日语 □  5. 俄语 □ 

6. 其他（请注明） 

外语熟练程度 (  )英语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俄语 (  )其他   

             1．流利 □  2. 中等 □  3. 入门 □ 

有何专业技术特长 
 

两院院士请填写 
1．□ 科学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2．□ 工程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曾负责组织制修订

标准、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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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发明、著作、

学术论文，发表时

间、发表刊物名称 

 

参 加 何 种 学 术 组

织、担任何种职务 

 

 

 

受过何种奖励 

 

 

 

 

 

备注 

 

 

 

单位意见 

 

 

 

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填报此表需附两张二寸彩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