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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认证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2021）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职务 认证委职务 备  注 

1 吴  卫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 处长 委员 有关主管部门 

2 丁兆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司 处长 委员 有关主管部门 

3 王  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行业协会 

4 方少轩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副主任委员 行业协会 

5 龙育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工程师 副主任委员 业主单位 

6 王生华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副主任委员 业主单位 

7 朱旻昊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安全技术研究院 院长 副主任委员 科研院校 

8 方  鸣 原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咨询公司 副总工程师 副主任委员 科研院校 

9 唐飞龙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城轨事业部副总经理 副主任委员 制造企业 

10 付德莹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认证委 秘书长 秘书长 行业协会 

11 仲建华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员会 执行副主任 委员 行业协会 

12 李中浩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委员 行业协会 

13 王建芝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部 副主任 委员 标准化技术组织 

14 史  扬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委员 行业协会 

15 贾  薇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委员 行业协会 

16 黎国清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 行业协会 

17 姚世峰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委员 行业协会 

18 刘书浩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 委员 行业协会 



2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职务 认证委职务 备  注 

19 吴萌岭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制动技术研究所 所长 委员 科研院校 

20 董海荣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行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 委员 科研院校 

21 赵曦滨 清华大学信息系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委员 科研院校 

22 孙  超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公司标准计量研究所 副所长 委员 科研院校 

23 杨建国 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科研院校 

24 王道敏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 

25 代  伟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地铁资产维护部部长 委员 业主单位 

26 何  晔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二级专家 委员 业主单位 

27 朱士友 广东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委员 业主单位（城际方向） 

28 王路萍 天津市地下铁道运营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 

29 张  军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单轨方向） 

30 裴顺鑫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 

31 向清河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车辆专家 委员 业主单位 

32 陈  辉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 

33 陈爱丽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委员 业主单位 

34 钱曙杰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 

35 仲晓晨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业主单位（有轨电车方向） 

36 李亚军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 委员 业主单位 

37 罗情平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委员 业主单位 

38 杨树松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委员 业主单位 

39 孙吉良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委员 
业主单位/制造企业 

（磁浮方向） 



3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职务 认证委职务 备  注 

40 郑生全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处副总工程师 委员 设计建设单位 

41 宋  毅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委员 设计建设单位 

42 郭春雷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部一级助理 委员 设计建设单位 

43 杨  浩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城轨事业部技术处副处长 委员 制造企业 

44 王贵久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45 邓小军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46 王旭东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专家 委员 制造企业 

47 刘玉民 北京京投轨道交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专家 委员 制造企业 

48 邓红元 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委员 制造企业 

49 徐  锋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信号公司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50 梅文庆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51 姚小强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52 薛  江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委员 制造企业 

53 王  伟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轮值 CEO 委员 制造企业 

54 傅青喜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委员 认证机构 

55 秦海岩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主任 委员 认证机构 

56 付  饶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产品认证副总监 委员 认证机构 

57 施风华 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质量总监 委员 认证机构 

58 柴  俭 交铁检验认证中心（成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委员 认证机构 

59 邵  凯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中心主任 委员 认证机构 

60 黄银霞 特邀专家 —— 委员 特邀专家 

61 陈  凯 特邀专家 —— 委员 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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