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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62 岁。东华大学与早稻田大学专家组中方首席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设

计学全国评审专家，东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全国项目管理标委会委员；多次获得中国建筑

学会、全国人居经典方案竞赛组委会金奖，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才奖；拥有授权专利 84 项。积极开展和

推动城市家具标准化理论研究和示范实践建设，并在江苏连云港、浙江台州、重庆市江津，山东枣庄

等地市取得良好应用和推广；主编、制定中国城市家具产业联盟标准，涉及 6 大系统 32 类的系统设计

与实施管理标准。主编《中国环境设计 •城市街道家具》论文集、《中国环境艺术设计 6- 城市家具专辑》

等专著 4 部。

个人简介：

男，43 岁， ISO/TC21/SC6/WG5( 泡沫比例混合设备工作组 ) 及 WG6（泡沫释放设备工作组）

组长和召集人，主持制定 4 项泡沫灭火系统国际标准；主持完成联合国全球哈龙淘汰计划项目（消防

行业） “细水雾灭火系统及部件通用技术条件”标准研究项目，主持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制定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 9 项，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 21 项，标准样品研制项目 2 项，涉及消防新产品 25 种，

大力推动了我国消防产品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主持或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5 项、部级项目 8 项，

获专利授权 7 项，曾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荣立三等功 1 次，

2016 年获公安部部级津贴。编写著作 5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姓名：鲍诗度

单位：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

姓名：李  毅

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个 人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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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46 岁，从事通信光纤光缆研究开发及质量检验分析 21 年，长期参加国际标准会，曾担任

ITU-T SG6 中国专家组和国内对口组组长；共编制标准 103 项（不含企业标准），其中 IEC 62807-3

等国际标准 5 项、国标 22 项、行标 76 项；牵头 16 项、参加 87 项，制订大量的标准，对通信光纤光

缆行业的产品技术进步、质量提升与控制、产业健康发展等起到引导与规范作用。因标准化及国际标

准化工作，先后获省部级表彰奖励 7 次，所标准化的产品及试验装置获发明专利 7 项。发表标准化方

面论文 13 篇。

个人简介：

男，41 岁，国家科技部信息中心、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鉴定指导中心海水利用国家职业鉴定专家；荣获国家、省部级奖 10 项，其中“海水循环冷却技术研究

与工程示范”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海水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23248-2009”荣

获 2012 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二等奖。拥有授权专利 6 项。参加完成国家重点项目 10 项；主持完成

省部级及技术开发项目 10 余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完成海水循环冷却技术标准体系构建，主持

完成国家、行业标准 5 项，参加或组织完成国家、行业标准 10 多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

姓名：薛梦驰

单位：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王维珍

单位：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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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37 岁，高级工程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专家。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二等奖（2016

年），主持或参与了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专项、国家 863 计划、国家发改委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及产

业化专项等多项国家科技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获国家重点新产品 2 项。主导、参与制

定 ISO16855《船舶和海洋技术 船用起重设备可拆卸零部件 一般要求》、ISO19357《船舶和海洋技术 

船用起重机 冰区环境的设计要求》等多项国际标准。获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称号。获得授权专利 17 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1 项。

个人简介：

男，42 岁，浙江省标准化协会秘书长。参与浙江省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构建科学、

有效的“最多跑一次”标准体系，作为第一起草人负责国家及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多

项系列标准编制工作。将浙江省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的经验、成果进行标准转化和推广，确保“最

多跑一次”改革落地生根；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养老服务地方标准研究、养老服务标准宣贯和养老机

构质量评价等工作；承担、参与各级标准编制项目 23 项。其中国家标准 2 项，省级地方标准 6 项，市

级地方标准规范 11 项，县（区）级地方标准规范 4 项。出版著作 5 部，发表论文 9 篇。

姓名：霍小剑

单位：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张  欢

单位：浙江省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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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49 岁，博士，防伪技术专家、高级经济师；中国标准化协会金融设备技术委员会主任；全

国防伪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荣获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温州市十大杰出专利发

明人、温州市优秀企业家、2015 年度温州经济十大年度人物、2016 年度“光彩”事业先进个人、明星

企业家、2016 科技创新创业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申请或授权专利 500 多项（其中申报发明专利 150 项，

软件著作权 29 项）。参与及组织《人民币鉴别仪通用技术条件》、《防伪溯源编码技术条件》和《人

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等 20 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制定。通过积极主导和参

与标准制定工作，带动了行业、产业链的发展，对金融设备行业，特别是对点验钞机、清分机行业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发表论文近 10 篇。

个人简介：

男，54 岁，教授级高工、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级百千万人才。长期从事建筑节能、建筑绿

色发展领域的标准编制及有关研究工作，其中绿色建筑领域的标准成果近 10 年带动了国家 20 亿 m2

绿色建筑的发展。主编及参编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评价标准》等 20 余项国家 / 行业 / 团体标准；主持和承担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既

有城市住区功能提升与改造技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绿色建筑标准体系与不同气候区

不同类型建筑重点标准规范研究”等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主持了欧盟地平线 H2020 项目、全球环

境基金（GEF）项目等多项国际科技 / 标准项目；出版《节能建筑评价标准》等著作 20 余部；发表论

文 150 余篇；荣获各级省部级奖励 13 项。

姓名：魏  伟

单位：维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王清勤

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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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56 岁，大学本科，教授级高工。获得原建材行业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建材集团

等单位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2015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5 次获得国家专利局实用新型专利。

近年来主持完成了 100 多项建筑材料国家标准样品的研、复制工作；主持完成了 GB/T 176《水泥化学

分析方法》等 10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其中作为第一项目负责人，针对资源综合利用

评价技术产业化方面，研制了 15 项国家标准样品，这些标准样品为我国的废渣综合利用发挥了重要作

用。发表标准化论文 21 篇。

个人简介：

男，55 岁，从事标准化技术机构管理工作 13 年，重点主持食品企业标准制修订、审查，完成起草、

制、修订企业标准共计 200 余个，审查企业标准共计 300 余个；参与地方标准制修订 100 余项 ，主持

国家标准制修订 9 项，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 24 项；主持国家级项目研究工作 3 项，参与国家级项目研

究工作 10 项；主持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12 项，参与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4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重大项目研究 4 项，参与省部级项目、重大项目研究工作 12 项；成功策划 6 项国内外重要标准化活动；

成功创建了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成都），筹建了国家南亚标准化（成都）中心。发表论文 1 篇。

姓名：王瑞海

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常 汞

单位：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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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新时代   新作为——标准化事业新发展 •

个人简介：

男，52 岁，IEC/TC51 专家委员，专业从事电子材料与元器件领域标准化工作 26 年，主导了

IEC60424-8：2015 等多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在 2009 年促成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 TC51 年会，

推进了全国磁性元件与铁氧体材料标技委（SAC/TC89）与国际标委的合作；获得“IEC 1906 奖”（2010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 年度）等多项奖；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挂靠单位，组建成

立了浙江省铁氧体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ZJQS/TC25）；由于出色的工作成果，张瑞标同志担任了

IEC/TC51 2017 海参崴会议的代理主席。发表论文 7 篇。

个人简介：

女，41 岁，中国标准化协会电器电子分会副秘书长，国际 IEEE 实验室评审专家，SAC/TC218

专家委员，3C 高级审查员。获得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团体标准平台建设”等多个创新奖。拥有授权

专利 10 项，发表论文 29 篇。参与或牵头 59 项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其中电器智能新技术领

域应用标准 12 项。作为团体标准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近年来重点推动电子电器领域团体标准的制

定、实施和采信推广，做好政府、企事业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桥梁落实工作，集团队力量助力标准化

创新发展。并多次在标准化论坛上发表“团标助力电器电子领域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为团标推广和

采信贡献一份力量。联合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农大等多家国内知名大学以及大中型

龙头企业共同跨行业跨领域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标准链条助推行业发展。

姓名：张瑞标

单位：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亓  新

单位：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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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54 岁，多年来从事冶金标准化工作，承担了 TC183/SC3 全国钢标委盘条与钢丝分技术委员

会秘书长和 TC183/SC12 钢丝绳分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及索具工作组副组长等职。为推进冶金行业标

准化工作，组织制定了盘条与钢丝标准体系、钢丝绳标准体系和索具标准体系；组织、起草了上百项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组织标准宣贯和技术研讨，追踪标准执行情况；与地方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合作，

推动地区和企业的标准化工作；撰写论文，就标准问题进行解释；制修订的标准获得过“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一、二等奖各 1 次，三等奖 4 次；获得过“冶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4 次。

个人简介：

男，42 岁， ISO/TC154 秘书， 2017 年配合国家标准委为中国获得 ISO/TC 154 主席职位；积

极吸纳国内相关专家参与 ISO/TC154 国际标准化工作；推动国内相关单位向 UN/CEFACT 和 ISO/

TC154 提交提案 3 项；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 ISO/TR 18262《开放式数据交换框架》研制工作；负

责科技部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互联网 + 电子商务领域国际标准研究”项目；同时作为课

题五“申请组建 ISO 电子商务质量保障新技术委员会提案研究”负责人，负责申请该国际 TC 提案研

究起草工作。负责或主要参与研制 GB/T 19488《电子政务数据元》等多项标准。多次获得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发表论文 15 篇。

姓名：王玲君

单位：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

姓名：章建方

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