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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会会议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1  乔龙德 中国水泥协会 会    长 

2  雷前治 中国水泥协会 名誉会长 

3  崔星太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  李建伦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5  姚    燕 中国建筑材料研究总院 院    长 

6  周龙山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7  于九洲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8  张    斌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9  李叶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    裁 

10  肖家祥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姜德义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2  王建超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  徐德复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  章小华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15  薛金华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6  王    伟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总    裁 

17  隋玉民 中国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8  徐贵生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 董事长 

19  张丽荣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20  脱利成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1  张传军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    裁 

22  赵静涧 中建材西南水泥公司 总经理 

23  杨勇正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24  张浩云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25  张继民 陕西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6  刁东庆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7  熊建华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8  杨    义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9  郭成洲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 总经理 

30  宋寿顺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31  冯建华 南京凯盛水泥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32  周云峰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院    长 

33  徐培涛 中材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徐永模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副会长 

35  孔祥忠 中国水泥协会 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36  姚季鑫 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37  吴水英 浙江红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38  俞    锋 浙江上峰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39  金长毅 大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40  于    飞 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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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锁林 盘固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2  汤广宏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3  虞建宏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44  俞枢根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45  姜丰顺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46  肖德虹 福建龙麟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47  江尚文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48  张才雄 江西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49  吕克甫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50  赵伟光 湖北京兰水泥集团 董事长 

51  孙建成 曲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52  张剑群 山东新沂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53  赵    澜 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54  范清荣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55  许毅刚 四川嘉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56  沈忠华 云南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57  甘    军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8  王广林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59  王思中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60  刘埃林 内蒙古蒙西水泥集团 董事长 

61  俞章法 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副总经理 

62  刘怀平 江苏科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63  刘长发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 院长 

64  冯运生 北京通达耐火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65  方岳亮 浙江金圆控股集团 总经理 

66  马明亮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67  段建国 北京水泥行业协会 会长 

68  王友春 辽宁省水泥协会 会长 

69  于灵彦 黑龙江省水泥协会 会长 

70  朱海宏 吉林省建材协会 会长 

71  葛旭东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会长 

72  郭世刚 山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会长 

73  孙美斌 内蒙古自治区水泥协会 秘书长 

74  匡    鸿 上海市水泥行业协会 副会长 

75  聂长兰 江苏省建材工业协会 会    长 

76  崔小明 浙江省水泥协会 秘书长 

77  李江北 安徽省水泥协会 副会长、秘书长 

78  曾幼聪 福建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 

79  王福江 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会    长 

80  王爱贞 河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81  周豫鄂 湖北省水泥工业协会 会    长 

82  冯    刚 湖南省水泥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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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李    黎 广东省水泥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84  马泽民 重庆市水泥协会 会长 

85  成学军 四川省水泥协会 秘书长 

86  刘    号 贵州省水泥工业协会 理事长 

87  师    红 云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秘书长 

88  宋亚朝 陕西省水泥协会 秘书长 

89  张一诚 甘肃省建材工业协会 会长 

90  姚学忠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泥工业协会 会长 

91  吕志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材工业协会 会长 

92  刘明寿 江西省水泥协会 会长 

93  韦亮光 广西水泥协会 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