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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分会文件 
 

 

核协核电发〔2020〕38 号 

 

关于表彰 2019 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先进

单位和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及个人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2019 年，在分会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核能行

业协会核电运行分会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团结协作、积极进

取，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特别是在行业经验反馈、

行业专题工作组运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充分发挥先

进典型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依照分会工作制度，分会秘书处

对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和专题工作组工作进行了考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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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现对 2019 年度经验反馈

信息报送先进单位、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及优秀个人予以表

彰。 

一、2019 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先进单位（3 家）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二、2019 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优秀个人（12 人） 

上述 3家获得 2019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先进单位的理

事/委员、协调员和信息员，为 2019 年度经验反馈信息报送

优秀个人。分别是： 

单位 委员 协调员 信息员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徐利根 
陈凌飞 

吴海龙 

严颍第 

程榕清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马明泽 
蒋晓华 

鲍振利 
赵忠原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廖伟明 杨  峰 于秋洋 

三、2019 年度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7 个） 

核电厂汽轮机工作组 

核电厂调试启动工作组 

核能行业核级泵工作组 

核风险管理工作组 

核电厂励磁系统工作组 

设备失效根本原因分析工作组 

设备可靠性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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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度行业专题工作组优秀个人（26 人，排名不

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组/职务 单位/职务 

1  王  峰 
核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可靠性分析专

题工作组/执行秘书 

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

公司/调试服务部主任 

2  钟俊涛 
核电厂大型变压器专题工作组/组

长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3  张  涛 设备可靠性工作组/秘书组成员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管理

中心/高级工程师 

4  马回明 
核电厂老化与寿命管理专题工作组/电仪

专业组组长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技

术支持处 /研高 

5  唐  易 
核电厂老化与寿命管理专题工作组/执行

秘书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核设备可靠性与寿命评

定中心/主任工程师  

6  王勤湖 核能行业核级泵专题工作组/组长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专家

委员会/副总工程师 

7  青  晨 
核能行业核级泵专题工作组/工作

组执行秘书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

管理中心/所长 

8  路广遥 
控制棒驱动系统（CRDS）专题工

作组/执行秘书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研

发中心/副所长 

9  柴国旱 核风险管理专题工作组/组长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副主任 

10  郭建兵 
核风险管理专题工作组/副组长兼

执行秘书兼专家组组长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心

总工 

11  禹  阳 核电厂调试启动专题工作组/组长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总师办顾

问 

12  朱洪涌 核能行业质量管理工作组/组长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安

全质量部/主任 

13  姜慧银 核能行业质量管理工作组/副组长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技术部/主任 

14  朱光强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及热交换器工作

组/执行秘书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技术部副主

任 

15  王金众 
核电厂防人因失误专题工作组/执

行秘书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防人

因失误主任工程师 

16  许海伦 核电厂汽轮机专题工作组/副组长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程师 

17  郑华兵 
核电厂汽轮机专题工作组/执行秘

书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高工 

18  车银辉 
核能行业设备失效根本原因分析专

题工作组/执行秘书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RCA

组组长 

19  陈志林 
核电厂腐蚀与防护专题工作组/组

长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电站

寿命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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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组/职务 单位/职务 

20  韩恩厚 
核电厂腐蚀与防护专题工作组/ 

副组长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中科院

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重、主任 

21  张润泽 
核电厂性能试验专题工作组/ 

执行秘书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役

检查与性能试验中心/项目经理 

22  陈先林 
核电厂放射性废物管理专题工作组

/执行秘书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一所/副

主任 

23  章日俊 核电维修专题工作组/副组长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经理 

24  崔建华 
核电厂励磁专题工作组/专家组副组

长 

上海昱章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 

25  刘  元 
核电厂信息安全专题工作组/副组

长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 

26  夏子世 核电厂化学专题工作组/执行秘书 
苏州热工研究院核安全与运行

技术部/化学专家 

2019 年度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组织机构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专题工作组和个人再接再厉，作

好表率，各成员单位和专题工作组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

样，踏实工作，奋发有为，为我国核电事业安全高效健康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专此通知。 

 

附件： 2019 年度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组织机构名单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分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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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优秀行业专题工作组组织机构名单 

序号 工作组名称 
组织机构 

组长 副组长 执行秘书 

1  核电厂汽轮机工作组 
黄祥君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齐  涟（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许海伦（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杨晓辉（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苏志刚（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杨  宇（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 

高志清（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开柳（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王宏伟（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赵正清（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谢永慧（西安交通大学） 

郑华兵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

限公司） 

王苗苗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

有限公司） 

2  核电厂调试启动工作组 
禹  阳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张  勇（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梁振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周兴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立东（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夏亚峰（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段天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薛长江（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刘  非（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曹聪敏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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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组名称 
组织机构 

组长 副组长 执行秘书 

3  核能行业核级泵工作组 
王勤湖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洪昌（沈阳鼓风机集团） 

张云华（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张福海（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董宝泽（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康志彬（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陆金琪（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廖  奇（东方阿海珐核泵有限责任公司） 

青晨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4  核风险管理工作组 

柴国旱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 

依  岩（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赵  博（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张琴芳（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童节娟（清华大学） 

徐霞军（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王文升（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李晓蔚（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郭建兵（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建兵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5  核电厂励磁系统专题工作组 
傅  煜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何凤军（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余前军（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汪大卫（东方电机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杨维镓（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马铁军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

公司) 

6  
核能行业设备失效根本原因分

析（RCA）工作组 

邹先明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  斌（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贺寅彪（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吕群贤（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田新华（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胡建群（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王宏印（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车银辉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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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组名称 
组织机构 

组长 副组长 执行秘书 

魏盛辉（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7  设备可靠性工作组 
卢文跃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  欣（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刘江波（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滕建刚（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史  进（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张朝文（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俞建明（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董国华（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 

陈宇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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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分会理事、委员、协调员、信息员。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分会秘书处      2020年 5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