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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鲁机科协〔2021〕13 号

关于成立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有关单位：

为适应新形势下标准化工作发展需要，在山东省机械行业优

势领域对标先进，制定、推广市场创新急需的团体标准，为我省

机械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进一步推动山东省

机械行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

体标准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成立“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

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现将名单予以印发。

附件：

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名单

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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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名单

（同等级别，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 标委会职务

1 王守仁 济南大学 主任委员

2 任彦领 山东交通学院 副主任委员

3 陈明传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4 管延华 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副主任委员

5 周 靖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6 王桂东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7 张志明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8 董阔军 山东晨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9 李 峰 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0 马立强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1 黄亚军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2 白玉庆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3 汪建成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4 丰正茂 山东泰开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5 尹建国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6 解永辉 潍坊职业学院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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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潘茂龙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18 徐海港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任委员

19 姜殿昌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

20 丁 宁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副主任委员

21 王艾泉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秘书长

22 李松涛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 委员

23 张 江 山东省铸造协会 委员

24 刘恩超 齐鲁理工学院 委员

25 李建勇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委员

26 孙守民 潍坊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委员

27 靳宣强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委员

28 宋吉昌 山东齐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委员

29 李 震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委员

30 刘玉峰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济南）有限公司 委员

31 李正训 山东塔高矿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委员

32 宫玉敏 淄博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委员

33 张义胜 淄博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委员

34 王 芳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委员

35 宁玲玲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委员

36 戴汝泉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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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辛海明 潍坊职业学院 委员

38 李 宣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委员

39 刘凯凯 滨州市农业科学院 委员

40 孟维云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委员

41 陈启升 山东高密高锻机械有限公司 委员

42 刘海东 济南西电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委员

43 陈汝昌 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 委员

44 苗金钟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45 梁杰辉 淄博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委员

46 李洪全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委员

47 何 宏 临沂金正阳管业有限公司 委员

48 张 伟 山东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委员

49 刘永军 临沂美联重工有限公司 委员

50 李红喜 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51 郑淑铃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委员

52 崇 峻 济南华庆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委员

53 焦培刚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54 王保平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55 王龙奉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56 张东升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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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亓爱林 济南天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58 魏秋东 菏泽京九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委员

59 庞福芹 菏泽京九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委员

60 张静静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委员

61 隋焱霞 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委员

62 宋 玮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 委员

63 杨春艳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64 梁忠举 济南力支测试系统有限公司 委员

65 邵英浒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66 旷永端 青岛九合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委员

67 吕春厚 龙口市亨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委员

68 杜德龙 龙口市亨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委员

69 綦 钧 临沂亚圣机电有限公司 委员

70 隋秀华 山东科技大学 委员

71 王振南 淄博威世能净油设备有限公司 委员

72 姜 雪 山东科大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

73 赵玉信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