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1 全国人大环资委 张人为 副主任

2 国家工信部原材料司 吕桂新 副司长

3 中国建材工业规划院 刘长发 院长 13501278151

4 上海科学院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钮晓鸣 院长
院长 021-64703918

5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邱  平 董事长 021-63217238

6 上海市经信委重工处 蒋  玮 处长

7 中国水泥网 邵  俊 董事长 0571-85871538

8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汪  澜 教授、博士生导师 13552299116

9 上海科学院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曹阿民 副院长 021-63012423

10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赵  健 总裁 021-63217238

11 中国水泥网 高长明 高级顾问

12 中国水泥网 周平安 高级顾问 13801031518

13 豪瑞集团 Bruno Fux 全球AFR总监

14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杉原 隆 东京总部副部长 

15
中国水泥网理事会
世纪新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诸葛文达
理事长
董事长

16
中国水泥网理事会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

吕永忠
理事长
总经理

17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张遇海 副总裁 021-63217238

18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匡  鸿 副总裁 021-63217238

19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王焕忠 总经理 13901029860

20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熊云贵 首席专家 13681290917

21 山东省费县国土资源局 王  硕 主  任 13864955673

22 艾法史密斯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孙大卫 水泥项目销售总监 13911381670

23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郝晓波 发展部副总 18857182288

24 湖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王  真 总  工 13665720109

25 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蒋旺明 物资供应部经理 13885908138

26 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梁  蘅 行政经理 18685005666

27 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张  峰 生产技术经理 139847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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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宿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殷学兵 总经理助理 18155767588

29 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张  彦 工业工程师 18795602252

30 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董建锋 副总经理 15061878016

31 丽水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李青蓼 生产技术科科长 18952036768

32 溧阳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魏晓燕 经  理 13921058602

33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唐盛伟 安全环保部助理总监 18677190388

34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薛朝辉 18677921617

35 华润水泥（陆川）有限公司 黄  坚 助理总经理 18677554588

36 华润水泥（罗定）有限公司 陈  昶 副总经理

37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田  光 战略发展副总

38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高先仕 技术管理部长 13006581216

39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石海川 工程技术部长 18735369122

40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毛玉麒 技质环资部部长 13910562096

41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侯光胜 技质环资部 13811148418

42 天津振兴水泥厂 唐建平 书  记 022-26882288

43 鹿泉鼎鑫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谌玉双 总工程师 18633057056

44 浙江红狮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宋航军 制作管理处处长 13305896600

45 亚洲水泥（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王玉田 设计处经理 18970296650

46 亚洲水泥（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郑康佑 工程师 15972081957

47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礼 副总经理 18591755557

48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兵 装备部经理 13868927068

49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长亮 运营部经理 13967905950

50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陆小黑 总工程师 13971830602

51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彭明亮 总经理助理

52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蔡  正 主  任 13597990820

53 江西省建材集团 潘维西 资产管理部部长 13970851995

54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程三发 技术中心主任 13667090328

55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林全义 副总经理 13970728185

56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欧阳常崙 副总经理 0797-6249889

57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丘增海 副总经理 135025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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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日下直人 总经理助理 13911451469

59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勤立 副总经理 13701178773

60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李莉莉 经理助理 18299381726

61 山东山铝水泥有限公司 赵新华 政工办主任 13964300860

62 山东山铝水泥有限公司 汤  辉 生产科副科长 13655334698

63 浙江诸暨八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陈自桥 总  工 0575-871978340

64 大连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郑明吉 资源循环处处长助理 13614285000

65 大连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张文爽 资源循环处辅助管理 18642838389

66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胡学健 生产部主管 15380983268

67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钟志苗 副总经理 13505780647

68 北京水泥厂 曾文飞 助理总经理

69 北京水泥厂 尹逊兵 工程师 15801010213

70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叶积东 18097320001

71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白玉文 13997265110

72 山东重山集团有限公司 李  学 董事长 13853335666

73 山东重山集团有限公司 陈晓娜 经  理 13953362008

74 豪瑞集团 John Jones

75 宁夏胜金水泥 胡晓方 总经理 13519235086

76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刘险峰 行政总监 13501796942

77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马  勇 总  工 13501830820

78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中国建材报

朱宏才
宣传部
站  长

13818883358

79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陈  瑜 经济运行部 13621813857

80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方  伟 环境服务产业筹备组

81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金勇方 环境服务产业筹备组

82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李盛林 白龙港项目组

83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项朝壁 白龙港项目组

84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马秋新 白龙港项目组

85 上海联合水泥有限公司 黄清海 董事总经理

86 上海联合水泥有限公司 郁伟华 总  工 021-6879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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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安阳临化水泥有限公司 徐金良 18637219378

88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陈晓东 水泥环保所副所长 13910237569

89 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孙晓放 副院长 13006217962

90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马宇秋 副总经理 13911583650

91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李  超 市场发展经理 15871215687

92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付  珂 战略规划经理

93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张  江

94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詹永利 副总经理 13601315351

95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姜雨生 副总工程师 13718664397

96 中材国际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吴德厚 总经理 13811825806

97 中材国际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杨学权 副总经理

98 中材国际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赵  宇

99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赵峰娃 设计部部长 13645538850

100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裴  莹 设计管理 15855988268

101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王虎山 设计管理 18949599292

102 中建材（北京）环保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泥卫东 副董事长、总经理 13701091032

103 杭州万得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周国清 常务副总 18858296486

104 北京恩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贾敬师 销售部经理 13141080749

105 北京恩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单  锋 销售副经理 18618204769

106 碎得机械（北京）有限公司 曹保卫 副总经理 15321056911

107 碎得机械（北京）有限公司 蒋林军 经  理 15201515818

108 上海开元清洁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  伟 总经理 021-58738670

109 上海开元清洁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海鸣

110 上海城脉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吴  刚 总  裁 021-60477618

111 上海城脉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唐金泉

112 上海城脉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蒋雪玲 技术总监

113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周  伟 技术研究部副经理 13810000105

114 法孚皮拉德（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邸  志 销售总监 15801235558

115 法孚皮拉德（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哲明

116 法孚皮拉德（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黎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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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老城堡管理咨询公司 徐文亮 高级运行工程师 18910063956

118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郭建伟 营销总监 13903793003

119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朱同存 销售总公司工程成套部 13903793003

120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树宝 高级工程师 13526928749

121 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 王武雄 发展科工程师 13544145302

122 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 薛志强 研究生工程师 15019286660

123 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 文三林 废管部工程师 13590196675

124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杨红彩  总工办 13522091776

125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王  涛 13801771736

126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27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任晓雪

128 江苏绿威环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隋恒睿 董  事 13681866705

129 江苏绿威环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  卉 市场总监 15262626958

130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朱翔斌 气体应用部经理 18651868792

131 无锡金园污泥处置新型燃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国清 13806179761

132 艾法史密斯机械（青岛）有限公司 范  超 销售项目工程师 13917858768

133 莱歇碾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刘  华 销售总监 13911556652

134 伯利休斯（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  剑 销售经理 15601720055

135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郑孟龙  项目经理 13584030211

136 平顶山市新洁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刘光奇 总  工 13383756559

137 江苏鹏飞集团有限公司 韩朝晖 销售经理 15151316480

138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朱  军 高级行业经理 13810019441

139 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 张  蓓 政策研究部部长 13816042574

140 上海建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熊  威 常务副总经理 13971758408

141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李安平 技术总监 13952049362

142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冯建华 董事长

143 安徽珍珠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张学成 部  长 13956327855

144 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 刘敏

145 通山县粤通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郑桂祥 执行总经理 13189895152

146 浙江中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毅军 总经理 13336199681

William Kobay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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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浙江中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李春江 副总经理 13588186677

148 浙江中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沈伟群 销售副总 18958090561

149 中国水泥网 江  勋 品牌中心总监 18958055665

150 中国水泥网 邹  航 品牌中心一部经理 18958055685

151 中国水泥网 张哲瑜 记  者

152 中国水泥网 唐潇奕 项目经理 18969091091

153 中国水泥网 李永梅 项目经理 18969091093

154 中国水泥网 王  晟 项目经理 18958090196

155 杭州云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姜群涛 ERP销售工程师 18969091785

156 花旗集团 袁  杰 研究部分析师 15921335895

157 中国环境报 张  蕊 产业市场部 13693338159

158 东方早报 郭唯玮 记  者 13917295270

159 第一财经日报 金慧瑜 13482420717

160 长江证券 王文文 研究员 1522167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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