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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

关于市政行业各专业专家库专家名单公示

各单位：

协会在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得到了广大会员单位的大力支

持，建立了市政行业各专业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专家库专家在工程创优、

安全检查、技术指导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

积极作用。

为充分发挥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主动服务政府和会员单位,优质高效地开

展工程技术专项方案论证、评审、服务，工程评优、科技创新等活动，促进市

政行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经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协会审核，对符合入库条件的 186 名人员予以公

示，公示期从发文之日起公示七天止。若存在异议的，公示期内请书面向我会

秘书处反映。以单位名义反映的，要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实

姓名和联系电话。协会邮箱：zsszxh@126.com

联系人：李淑銮 15089978026

联系电话：88883778





附件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1）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 陈乐 中电建筑工程（中山）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2 胡瑞平 中电建筑工程（中山）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

3 彭友训 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工程师

4
郭智才 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

5 徐富军 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

6 张国平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管理

7 曾浩城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市政路桥施工高工

8 冯鼎华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给排水高工

9 陈志东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水工建筑高工

10 刘兵兵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水工施工高工

11 赵汝森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市政路桥高工

12 王绍德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水工建筑高工

13 刘祺平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市政路桥高工

14 莫毅舟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水工施工高工

15 钱敏 广东水电三局中山公司 水土建筑工程师

16 赵 跃 中山市市政维护管理处 水利水电高工

17 李伟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副高

18 柯善友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给排水高工

19 付爱华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工建筑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2）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20 李秋平 广东中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21 陈钦 广东中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22 闫林祥 广东中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民建高工

23 罗灿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工程质量监督高工

24 王广华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路桥高工

25 张少平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水利高工

26 郭坤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给水排水设计高工

27 邓永华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给排水高工

28 何琦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燃气设计工程师

29 吴景成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路桥设计工程师

30 王丹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路桥设计工程师

31 冯靖辉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路桥设计工程师

32 王贺飞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园林室副主任） 风景园林高工

33 李秋平 广东中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34 黄志刚 中山市市政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施工工程师

35 李玉春 中山市市政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道路与桥梁高工

36 曾汉荣 广东盈通检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检测高工

37 何政秀 广东盈通检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检测高工

38 李雪艳 中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工民建高工

39 张会昌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3）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40 李福生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给排水高工

41 邝文雄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施工高工

42 刘建辉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43 宋敦清 广东青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44 周金珍 中山市民盛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造价高工

45 杨凤梅 中山市民盛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46 刘渐成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47 罗超文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与桥梁高工

48 陈蕲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49 谭瑜瑜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高工

50 孙玉石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51 吴友伯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52 周成彦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53 李钦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工程师

54 吴颖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高工

55 陈增杰 中山中建设计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56 张天凯 信宜广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57 丁长龙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管理高工

58 张洪亮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59 张树磊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工程师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4）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60 刘国宇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道桥工程师

61 胡启云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道桥工程师

62 陈立新 中山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63 谭明献 中山市工程建设技术事务中心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64 古国敬 中山市翠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65 刘仁辉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施工管理高工

66 陈东 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67 于铁苟 中山市燃气协会 燃气高工

68 吴兴舜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高工

69 胡晓焜 中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70 何延涛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71 曾慧云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工程师

72 赵政梅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73 胡子元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74 唐习龙 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结构设计高工

75 刘辉 广东省建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高工经济师

76 龙求宝 中山市天泉水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工民建高工.路桥高工

77 张涛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市政工程副教授

78 何凤芹 中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所 高级农艺师

79 陈展金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施工管理工程师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5）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80 旷振华 中山市交通项目建设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81 陈琳 中山市交通项目建设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82 赵吉元 中山市东部外环高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83 刘相泉 中山市东部外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84 梁晓翀 中山市东部外环高速公司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85 刘维民 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86 杨郁桓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87 彭琨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88 阮彦宁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道路与桥梁工程师

89 毛志权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90 何江毅 中山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工程师

91 谷小男 广东建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工程师

92 谷小玉 中山市宏信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师

93 刘运兰 中山翠亨新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岩土高工

94 陈生汉 中山市永益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95 廖云华 中山市永益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96 欧忠 广东大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给排水高工

97 卢雄强 广东大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道桥高工

98 刘维俊 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副高

99 谢林贝 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6）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00 孙兵 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路桥副高

101 李鹏 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102 寇小健 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103 吴雁斌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

104 林济南 广东中山地质工程勘察院 教授级高工

105 王令粮 广东中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

106 石向阳 中山市大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

107 张向阳 中安瑞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08 杨玉双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工程高工

109 温县权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给水排水设计高工

110 丁春燕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造价高工

111 叶亚平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112 周增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113 蔡宇飞 中山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高工

114 刘光寿 中山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高工

115 李进才 中山市大成建筑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高工

116 栾长月 中山怡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建筑工程高工

117 李海青 中山坦洲快线公司 路桥教授级高工

118 杨绍祺 退休 工民建教授级高工

119 郑志坚 退休 市政道桥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7）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20 何化忠 退休 城市规划高工

121 张学明 中山市南朗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22 张键军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师

123 何飞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道路与桥梁高工

124 郭海波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给水排水设计高级工程师

125 刘克坚 广东均程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126 周浩恩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路桥高工

127 吴汉全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路桥高工

128 黄勇 广东鸿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29 黎达庆 江西省新大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高工

130 江鉴均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高工

131 陆志雄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高工

132 王成宪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工程高工

133 侯永楚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34 莫坚华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民建高工

135 杨仕安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36 廖明荣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与民用高工

137 周润堂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38 莫柳谦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土木工程高工

139 何泽波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8）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40 林楚涛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工程师

141 叶剑铭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高工

142 何战辉 广州市房实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高工

143 李孟秋 广东中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民建高工

144 徐立强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分院/中山水

环境项目部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145 荆涛 广东中宏达建设有限公司 隧道与桥梁工程高工

146 付福银 广东中宏达建设有限公司 高工

147 甘承忠 广东中宏达建设有限公司 高工

148 朱天金 中外天利（北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工

149 陆振业 广东信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50 郭莉 珠海市鑫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路桥工程高工

151 郑国灿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52 何中青 华夏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民建高工

153 李欣欣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焊接技师

154 尚林义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土建工程高工

155 高轩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高工

156 张宇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工

157 李全林 深圳高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道路与桥梁高工

158 孙卓 广州大学 土木工程副教授

159 周忠兴 广东建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9）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60 唐清宽 中交一公局集团/中交隧道局 路桥工程教授级高工

161 王荣辉 华南理工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教授

162 李新平 华南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教授

163 王楠 宁波宇丰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64 杜官民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桥梁工程教授级高工

165 钟建锋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路桥教授级高工

166 邓伟祥 广东潮奕诚建设有限公司 测量工程师

167 李磊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工程师

168 钟伟志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工程工程师

169 张东兴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建筑施工管理工程师

170 王伟 广州市芳村市政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师

171 李海滨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路桥设计高工

172 赖元友 广东致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管理高工

173 朱志卫 珠海聚科源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设计高工

174 陈国东 华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75 陆路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与民用建筑高工

176 陈超群 东北林业大学工程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道路桥梁与隧道

177 吴传清 深圳市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高工

178 邹泽佳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79 倪代俊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教授级高工



中山市市政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10）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180 张光军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高工

181 段晚儿 中山市新中科安全科学研究所 城市燃气设计高工

182 王军祥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 市政高工

183 詹汉荣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84 旷启德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高工

185 陈宝太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高工

186 金志祥 中山市东凤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工民建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