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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TC〔2021〕56号 

 

各有关单位、专家： 

为推动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架空输电线路电力金具专业

技术工作组（以下简称“金具工作组”）的发展，促进电力金具技

术进步，根据《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电力金具专业技术工作

组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工作组定于2021年6月10日在江

苏省南京市召开"第二届架空输电线路电力金具专业技术工作组换

届会"，敬请各相关单位、委员及企业代表参加会议。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总结第一届金具工作组的工作，表彰优秀企业及委员代

表； 

（二）组织第一届金具工作组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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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2021年6月09日  14:00-20:00 

（二）会议时间：2021年6月10日  09:00-12:00 

（三）会议地点：南京青龙山庄酒店（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神

凤路1129号） 

三、参会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议费，仅限架空输电线路电力金具专业技术

工作组候选委员参加，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廖嘉欣  020-38762349  15920955665 

吴  琼  020-38762349  18818909018 

邮    箱：liaojiaxin@eptc.org.cn 

 

附件：1.第二届架空输电线路电力金具专业技术工作组候选 

人员名单 

      2.参会回执表 

      3.会议酒店地理位置图及乘车线路 

 

 

 

EPTC电力技术协作平台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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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届架空输电线路电力金具专业技术工作组候选人员名单 

序号 职务（拟任） 姓  名 单位名称 

1 主任 王景朝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 副主任 曹玉杰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3 副主任 黄成云 安徽送变电工程公司 

4 副主任 王红星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 

5 副主任 张宜生 华中科技大学 

6 副主任 曹懋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京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7 副主任 孔德春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8 顾问 尤传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9 顾问 严行建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10 顾问 郑永平 原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设计院 

11 秘书长 刘胜春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2 副秘书长 吴  琼 EPTC电力技术协作平台 

13 副秘书长 张  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4 副秘书长 陶有奎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 

15 副秘书长   熊维持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16 委员 刘蔚宁 国网交流部 

17 委员 万建成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8 委员 朱宽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9 委员 周立宪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0 委员 刘  彬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1 委员 牛海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2 委员 全姗姗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3 委员 刘建军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4 委员 刘俊博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5 委员 王少华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6 委员 马旭东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7 委员 刘云龙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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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务（拟任） 姓  名 单位名称 

28 委员 冯砚厅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9 委员 刘  亮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0 委员 安  宁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31 委员 金  哲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32 委员 邢  军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 

33 委员 李卫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驻马店供电公司 

34 委员 庄建煌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莆田供电公司 

35 委员 齐道坤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36 委员 胡  鑫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37 委员 康宇斌 国网江苏检修公司 

38 委员 操松元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39 委员 廖兴华 国网衡阳供电公司 

40 委员 宋述波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 

41 委员 郑武略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 

42 委员 韦扬志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柳州局 

43 委员 张国君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 

44 委员 曹家军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 

45 委员 杨跃光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检修试验中心 

46 委员 罗啸宇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7 委员 赵建利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 

48 委员 刘晓明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 

49 委员 赵建坤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 

50 委员 杨迎春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1 委员 程建伟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52 委员 孟晓波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53 委员 段海庭 安徽送变电工程公司 

54 委员 于  龙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 

55 委员 黄修乾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56 委员 周自更 中国南方电网昆明供电局 

57 委员 程述一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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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务（拟任） 姓  名 单位名称 

58 委员 赵  坤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59 委员 薛春林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60 委员 王  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61 委员 劳建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62 委员 熊  非 珠海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 委员 赵晨龙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64 委员 乔庆文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电力器材公司 

65 委员 洪鑫华 中国电建集团四平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66 委员 李  宏 山东光大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67 委员 徐  鹏 南京特瑞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68 委员 马  跃 北京帕尔普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69 委员 吴芳芳 浙江华电器材检测研究所 

70 委员 钱方良 湖州泰仑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71 委员 黄永红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72 委员 陈宏元 凤凰电力有限公司 

73 委员 宋宁宁 江苏易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74 委员 闻名芳 潍坊鑫安金具有限公司 

75 委员 张静华 江苏双汇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 委员 陈  杰 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委员 王恩久 浙江泰昌实业有限公司 

78 委员 程  勇 固力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委员 任玉锁 北京国网富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0 委员 杨  徽 重庆德普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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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职  务  

手  机  E-mail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E-mail 
住宿时间 

（6月9日-11日） 

住宿 

单 

间 

合

住 

    □9 □10 □11   

    □9 □10 □11   

    □9 □10 □11   

会务组 

联系人 

廖嘉欣15920955665    吴琼18818909018 

报名回执请发送邮箱：liaojiaxin@eptc.org.cn 

备注：请各参会代表于 2021年6月4日前将参会回执表传送至会务组以便于会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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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会议酒店：南京青龙山庄酒店 

酒店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神凤路1129号（江苏省人防基地左转1号楼侧） 

酒店联系人：程志花13770996492 

推荐乘车路线： 

（一）抵达南京南站： 

（1）乘坐地铁+出租车，南京南站地铁站乘坐地铁1号线，8个站至龙眠大道2号口，约

需25分钟；再打车至酒店，约8.4公里，约15分钟。约共需45分钟，29元。 

（2）乘坐出租车，打车至酒店，距离酒店17km，约40分钟，约需60元。 

（二）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1）乘坐地铁+出租车，，禄口机场乘坐地铁 S1号线(机场线)至南京南站换乘地铁 1号线，

8个站至龙眠大道 2号口，约需 1小时 15分；再打车至酒店，约 8.4 公里，约 15分钟。约共需

1小时 35分，32元。 

（2）乘坐出租车，打车至酒店，距离酒店39km，约50分钟，约需110元。



 

 

 

 

 

 

 

 

 

 

 

 

 

 

 

 

 

 

 

 

 

 

 

 

 

 

 

 

 

 

 

 

 

 

 

 

 

 EPTC电力技术协作平台                2021年5月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