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宁  龙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地质队

2 张  亮 广西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 李学锋 广西大学

4 李志军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 郑继有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 陈志成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7 黄朝喜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 熊小军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9 雷在政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何  松 广西安全生产检验检测中心 

11 姚广军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2 卢明辉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3 罗的光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4 蒙育成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5 杨德州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6 刘仁兵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17 周洪范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矿山部

18 何 原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

19 谢庆龙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0 达权昌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1 严乃绪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2 廖行全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3 陆 锋 广西桂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第三届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名单

一、矿山组 （58人）



24 周祥云 广西桂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 

25 郑启山 广西桂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 

26 黎为中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27 穆 刚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8 易志平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韦志东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韦 成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1 覃元华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陈义旷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3 淦千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4 潘新荣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5 梁均超 广西中兴检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6 黄建佳 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

37 张渡军 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

38 罗定祥 百色双田矿业有限公司

39 刘雯婷 广西桂林睿隆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40 刘著界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 党子建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 韩卫关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 石康敏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 李新星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 刘哲 广西中兴检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6 蒋安合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47 廖重贵 广西煤炭地质局

48 蒙 益 广西煤炭地质局

49 彭志龙 广西煤炭地质局

50 覃保锏 广西煤炭地质局

51 唐景忠 广西煤炭地质局



52 叶建进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53 阮东稔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54 李宏展 广西安协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55 梁杰芝 广西安协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56 唐干成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广西总队

57 陆远炎 广西注安师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8 任 云 广西北山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石小伟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胡 敏 广西亿言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 翟翠云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 王  平 广西安全生产检验检测中心 

5 杨名磊 广西安全生产检验检测中心 

6 周永辉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7 桂兹宜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8 俸超勇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9 郭拥军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10 何日柳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许杰强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2 吴建威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 谭光成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4 杨凌鑫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 

15 尤 翔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16 文云锋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17 罗克逊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18 向家斌 广西百色东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危险化学品组（55人）



19 潘秀谦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0 施林宏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1 邓焕俊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2 李  宁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3 韦松云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 雷有德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王建喜 广西本质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6 左香平 钦州天恒石化有限公司

27 黄宏全 钦州天恒石化有限公司

28 曾文元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钟名波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30 王 敏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1 陆 叶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兰伟兴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3 王燕华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4 张梦宇 广西方元安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 罗素娟 广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邹异林 安厦系统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37 郝革红 广西中兴检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8 李俭扶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39 韩玉璐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40 李春峰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41 廖智锋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42 黄 健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43 冯巧嫦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44 卢安栋 广西吉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5 黄志丰 深圳市中瑞智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46 万方敏 深圳市中瑞智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47 修 俊 深圳市中瑞智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48 兰仙灵 广西安康注册安 全工程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49 梁媛萍  广西琛航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0 黄 晓 灵川应急管理协会

51 尹 郡 灵川应急管理协会

52 吴元元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3 陈义华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唐胜群 广西煤炭地质局

55 杨文芳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黄 颖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弄庆安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 宋德声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 陈朝章 广西桂物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5 宋英武 广西桂物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6 蒋建平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 肖焕新 南宁海关技术中心危险品检验研究所

8 李汉梁 灵川应急管理协会 

9 陆 艺 广西堤蓝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黄 静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梁演创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 农光师 南宁市致协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 李春玲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三、烟花爆竹组 （9人）

                         四、冶金组（32人）



5 黄少小 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6 李超新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7 覃英忠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8 陈 铭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9 李明海 广西本质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0 程学朝 广西东门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11 黄 海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谢柳生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3 王海波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邓以凯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徐石鉴 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

16 李茗茗 玉林市应急管理协会

17 庞 文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8 林文伟 广西中兴检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9 杨 凯 广西亿言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 赵善敏 平果城投昌盛商贸有限公司

21 姚 圆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2 林光朝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3 邹 军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卷烟厂

24 周伯雄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25 沈 磊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6 唐 舟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7 阎 峰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8 周 延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9 赖茂业 广西安协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30 李凯波 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31 张娅琳 广西鱼峰集团有限公司

32 胡占文 广西磊大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覃瑞荣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 唐文林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钟发文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 田 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公司广西分公司

5 吴镇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公司广西分公司

6 张文信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公司广西分公司

7 黎力韬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8 唐 驰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 雷 韬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孙庆柳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 权龙福 广西裕达工程有限公司

12 李战春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 何裕爵 崇左市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 葛 华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 刘 敏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陆准灵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王 勇 广西恒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8 王 宁 广西恒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9 黄顶强 广西恒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 宋传裕 广西恒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1 吴广清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 李大纪 广西南宁晟宁投资集团公司责任公司

23 秦 俭 广西建工集团二建公司 

24 罗建全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5 田世宽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五、建筑消防组（85人）



26 庹大美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27 李继业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28 张久林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29 刘继法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0 熊成宇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1 王礼华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2 陈 竹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3 陈建光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4 郭志强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5 岑姿霖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李仕品 诚鑫集团有限公司

37 黄建华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黄 松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吴艳萍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0 万年春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1 玉 润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文 涛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3 杨世金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 凌 秋 广西南宁悦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45 林日升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文琪 广西珩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7 杨刚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8 秦振斌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49 李娜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50 阮一军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51 陈开群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2 蓝日彦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3 苏伟胜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4 赖增伟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5 卓其振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信都至梧州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56 黎卓勤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7 蒋 玮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8 黄传毅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9 杨占峰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0 青志刚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1 罗茂冰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2 江海华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3 袁维安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4 冯学茂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5 刘家庆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6 刘 栋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7 宾 武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8 张绮雯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9 姜 容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70 江俊翔 广西交科集团限公司

71 张 辰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72 熊师远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73 兰天仕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74 周金明 广西煤炭地质局

75 梁棋念 广西煤炭地质局

76 蒋文力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77 刘媛琴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8 吴宁宁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9 戴文广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0 张媛媛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1 韦林文 广西路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办

82 张亮亮 广西路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部 

83 甘 泷 广西路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部 

84 谭 耿 广西路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部 

85 颜 瑞 中交一航局西南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刘永刚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邓宁文 广西中气风云灾防科技有限公司

3 陈远光 南方锰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新锰矿分公司

4 方伟忠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李德伦 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6 许勇波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7 何  参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 王连庆 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屈  青 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石尚峰 广西崇左市汇源水电有限公司左江水电厂

11 陈 旋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南宁局

12 代  娜 国营长虹机械厂

13 陈鼎淇 国营长虹机械厂

14 蒋 忠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蒙 奇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甘雪琼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唐宇光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 谢登禹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卢 锋 广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韦世集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六、其他行业 （43人）



21 隆宇航 广西中鹿安全科学有限公司

22 蓝红日 百色双田矿业有限公司

23 夏柏阳 华润置地（南宁）有限公 司南宁万象城

24 余 平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25 农志敏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26 邓钰明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27 梁德平 合山贵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8 刘景军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

29 李世龙 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龙滩水力发电厂

30 梁志勇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1 文志刚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2 吴在波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3 江俊霖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4 罗功刚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5 惠国辉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6 李擎雯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兴安风电有限公司

37 王晓东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8 蔡珍军 南宁振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39 岳增雷 广西特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0 艾知松 国能南宁发电有限公司

41 莫裕杏 梧州稀有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42 秦 吉 广西电网公司

43 覃保健 广西桂康应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农世文 广西德保百矿铝业有限公司 

2 江  海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七、职业健康 （10人）



3 黄金文 广西吉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 何 焕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5 陈桂鸾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6 何艳华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7 黎海红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8 聂传丽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9 黄 翔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10 罗春花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陈尤添 广西安协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善策 南方锰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刘登升 南宁华润良庆混凝土有限公司

3 义 俊 广西职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黎冕华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5 陆 钟 广西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6 廖兰鹏 桂林技术交流站

7 庞 洋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8 黄健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9 郑中华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10 曾觉发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11 杨颖洁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12 霍祥全 广西吉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 刘巧频 广西吉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八、抢险救灾、事故应急与救援 （1人）

          九、法规、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科技研发与管理（31人）



14 韦建英 广西吉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5 李东 深圳市中瑞恒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16 曹桂荣 广西南宁敏行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7 罗 耐 广西安世科技有限公司

18 黄 浩 广西悦德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9 闭致顺 来宾市安全生产培训中心 

20 雷春爱 来宾市应急管理协会 

21 林国光 桂林技术交流站

22 刘骈红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3 周玉炼 广西钢铁集团

24 刘显坤 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

25 余 艳 广西恒裕煤矿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6 阮小松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27 莫伟忠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28 李梅英 广西应急管理协会

29 侯敬东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30 房 翔 广西安全生产管理科学研究院

31 何开燕 广西安协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