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资深专家名单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单位 职务或职称 

王凯明 男 1950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第一届技标委副主任委员/高

级工程师 

李怡民 男 196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吴东风 男 1958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协会高级顾问/研究员 

罗少泽 男 1951 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检测分会 会长/高级工程师 

陶巍 男 1955 

上海幼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维修行业协会 

总经理/协会副会长/工程师/

大国工匠 

渠桦 男 1952 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检测维修专委会 主任/高级工程师 

蔡格平 男 1950 北京格平律师事务所 主任/高级经济师 

魏俊强 男 1958 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原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附件 2：高级专家名单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单位 职务或职称 

王云鹏 男 1963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助理/正高级经济师 

王占国 男 1970 北京交通大学电池实验室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教授 

王兵 男 1993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新能源测评高级工程师 

王征 男 1961 天津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会长/正高级工程师 

王建忠 男 1967 南通市交通公共事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王蓓黎 女 1969 北京大陆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蔚 男 1972 沈阳市汽车工程学校 教科研处主任/教授 

方集明 男 1980 广西三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高级工程师 

邓新源 男 1964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主办/高级工程师 

左付山 男 1969 南京林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副教授 

仝晓平 男 1962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机动车检验检测和

污染防治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研究员 

邢忠义 男 1974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吉武俊 男 1979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 院长/博士/教授 



毕欣 男 196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理赔部总经理/硕士 

吕海波 男 1976 北京步甲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硕士/高级工程师 

朱汉楼 男 1980 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工程部部长/高级讲师 

朱列 男 1979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汽车服务系主任/副教授 

朱红岩 男 1977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客车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部长助理/高级工程师 

刘元鹏 男 1963 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正高级工程师 

刘玉梅 女 1966 吉林大学交通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建农 男 1970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

研究中心 

标准化工作部部长/研究员 

衣龙飞 男 1968 上海天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江建 男 1977 麦特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博士/工程师 

江锋 男 1965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培训主管/硕士/高级工程师 

许书权 男 1974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

研究中心 

副主任/硕士/高级工程师 

许平 男 1965 柳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硕士/正高级讲师 

许行宇 男 1968 国家开放大学汽车学院 院长助理/高级工程师 

许建忠 男 1971 北京汇智慧众汽车技术研究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孙海鹏 男 1981 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苏庆列 男 198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学院 院长/副教授 



李云 男 1967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程师 

李刚 男 1972 上海英齐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李波 男 1971 济宁润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正高级工程师 

李春 男 1974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正高级讲师 

李宪民 男 1962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处长/教授 

李翔晟 男 196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教授 

李耀平 男 1966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原交通运输系主任/高级工程

师 

杨连源 男 1965 万高（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 

杨兵 男 1979 德勤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总监/硕士 

杨忠颇 男 1952 南京锐众汽车（平行进口）有限服务公司 技术顾问/教授/高级工程师 

杨柏青 男 1963 

黑龙江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黑龙江

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汽车分院 

副会长/院长/教授 

杨胜兵 男 1973 

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学院/云课堂新能源汽车

公司 

经理/博士/副教授 

连樟文 男 1968 深圳市永兴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硕士/高级工程师 

佘镜怀 男 1969 国家开放大学汽车学院 副院长/博士/教授 

张文涛 男 1960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退休/高级工程师 

张金瑞 男 1987 河南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处长/硕士/工程师 

张润哲 女 1976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正高级工程师 



陆开颜 男 1978 上海花都全球汽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惠堂 男 1963 深圳绿茵汽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美国注册工程师 

赵建有 男 1963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智能与物联网科技研究

院 

副院长/博士/教授 

赵锦鹏 男 1982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硕士/高级工程师 

郗瑞杰 男 1965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营销公司 高级工程师 

袁翔 男 1957 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协会 专家组长/副研究员 

耿炎 女 1978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博士/研究员 

郭栋 男 1961 南京奥吉智能汽车研究院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曹卫杰 男 1966 上海东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硕士/副教授 

龚明 男 1973 因为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硕士/高级工程师 

崔立堃 男 1976 陕西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系主任/博士/副教授 

康宏卓 男 1962 

辽宁省道路运输协会维修与检测分会/辽宁

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汽车应用技术研究所 

会长/所长 

教授/高级工程师 

康野 男 1985 浙江浙大鸣泉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中心经理/高级工程师 

梁华 女 1983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副教授 

董德刚 男 1972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蒋金波 男 1976 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硕士/高级工程师 

韩向晨 男 1955 国家开放大学汽车学院 院长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程永红 男 1976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硕士/研究员 



程玉光 男 195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原车身工程系主任/副教授 

傅尧 男 1973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

研究中心 

主任/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谢计红 男 198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学院 院长/副教授 

管恩进 男 1975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营销公司 部长/高级工程师 

樊玉建 男 1970 

潍坊和通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樊玉建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薛庆文 男 1971 北京天元陆兵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高级工程师 

戴晓锋 男 1969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魏世康 男 1959 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主任/高级工程师 

魏超 男 1971 南昌职业大学 

汽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高

级工程师 

濮森华 男 1959 苏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附件 3：行业专家名单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白冰 曹利民 曹卫杰 曹学军 常红梅 陈安庆 陈城 陈典 陈洪胜 陈

建兴 陈龙 陈明余 陈涛 陈湛 陈智伟 程晋娟 程科 程岿然 褚宏路 

崔延华 崔玉清 戴斌 丁爱春 丁国银 段德军 段永山 范振安 方存

锋 冯学萍 冯枝权 冯柱乔 高介兵 高云 高正军 葛标 谷峰 关宇 

郭超 郭东兴 郭继恩 郭晓阳 韩健林 韩玉国 罕岳宇 何清荣 贺玉

兵 侯振芳 胡宁波 胡锐 胡志涛 花明敏 华广勇 黄宏燕 黄键 黄巨 

黄晓坤 黄艳玲 黄永革 黄云 黄振威 黄志勇 姜楠 姜雪茹 蒋笑成 

居治国 康雪峰 康永利 李斌 李兵 李蓯 李德进 李佳 李俊波 李零 

李禄新 李蒨 李世勇 李威 李维年 李伟 李绪进 李学涛 李永耀 李

游 李源 李赟 李志雨 李子洋 梁燕 林贵苗 林涛 刘百平 刘才伟 

刘昌利 刘春华 刘大勇 刘丹丹 刘东民 刘富佳 刘鸿基 刘钧 刘凯

之 刘立山 刘莉春 刘少亮 刘少林 刘双琪 刘万鹏 刘啸尘 刘义清 

刘宇晓 刘玉国 卢航 卢京民 鲁建华 鲁建秋 陆松波 陆雪平 陆艳

宝 路明辉 罗帝焚 罗辉 罗奎 吕忠心 麻建林 马程 马锋 马俊路 

马志勇 毛建军 孟华霞 牟庆伟 那崇伶 蒲宝利 普永才 钱雪伟 秦

华荣 秦敬 邱文彪 屈伟 屈祥龙 全宝强 任贺新 任红安 邵铁军 沈

季明 石千灯 宋立国 孙世霖 孙秀田 覃春海 唐海波 陶春雨 陶腾

杰 陶亚川 田洪杰 田庆伟 田兴政 汪胜国 王春生 王光宏 王桂成 

王海燕 王宏鑫 王建东 王磊 王丽萍 王利国 王亮 王赛 王喜林 王



晓文 王新旗 王彦福 王轶苏 王昱 卫云贵 魏晋文 吴复宇 吴盛林 

吴翔 武艺 夏林 夏仁兵 向平 谢俊淋 谢元 熊星 徐辉 徐学维 徐

争 薛峰 薛颖炳 鄢忠明 闫凌涛 闫小安 严汉刚 阳方贵 杨国红 杨

国凯 杨建生 杨建文 杨磊 杨林 杨明久 杨永志 杨岳 杨忠强 姚耿

馨 叶建华 叶展成 尹振京 应鸥飞 于平川 余继波 余邵镔 袁光辉 

原阔 臧联防 张彬 张春方 张锋 张俊停 张平 张胜伟 张朔崧 张涛 

张文磊 张险峰 张小鹏 张学海 张营 张永（郑州） 张永（辽宁） 张

玉武 张早根 张志平 张祖承 赵安春 赵德亮 赵建国 赵林 赵莹 赵

勇建 赵友伟 赵元星 郑冲 郑情 郑晓锋 郑玉宇 钟君 钟彦雄 周伟

兵 周卫平 周武 朱浩 朱明礼 朱伟东 朱贻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