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文件

中耐协发（办）字［2019］29 号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关于征求第八届理事会

候选理事、常务理事名单意见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选举的筹备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现将第八届理事会候选理事、常务理事名单印发给你们，请予以审议。

如有意见，请于 2019年 8月 20日前反馈至协会办公室。

联 系 人：柴俊兰 陈 彤 电话/传真：010-65282090

电子邮件：acri1990@126.com

附件：1.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候选理事名单

2.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候选常务理事名单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2019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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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候选理事名单
（为便于查找，名单按地区排序，同一地区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东北地区 陈建雄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毕胜民 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荣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蔡 鑫 海城镁矿耐火材料总厂 仇金辉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付常浩 辽宁中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国亮 唐山市国亮特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付金永 辽宁富城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高喜怀 阳泉市金土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郭文禹 大连保税区华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高长贺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郝希仁 辽阳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韩玉凤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墨专业委员会

何会敏 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朝晖 中国地质大学

何宪超 海城后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霍 平 山西省耐火材料工业协会

李广达 海城华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刘世宏 山西道尔投资有限公司

李国志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 林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李苏颖 辽宁欣立耐火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李 勇 北京科技大学

李 涛 鞍山市和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道忠 北京首钢耐材炉料有限公司

廉守峰 大石桥临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高平 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刘延旭 鞍山市奥鞍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李庭寿 李庭寿（个人）

刘跃辉 梅河口市跃兴砂轮特耐有限责任公司 李永全 李永全（个人）

刘兆秋 本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刘克维 河北丰能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罗旭东 辽宁科技大学 马 军 马军（个人）

秦书洋 辽宁金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 阮克胜 中国有色集团晋铝耐材有限公司

宋景尧 辽宁科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史通昭 山西圣火炉料有限公司

宋 勇 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史永记 山西阳泉华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孙朝英 嘉晨集团有限公司 王财宝 孝义市铝工业商会

唐殿举 抚顺市北方耐火材料厂 王林俊 王林俊（个人）

田 刚 锦州集信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王兴国 邢台兴国蓝晶石制造有限公司

王 鹏 营口金龙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魏雨宝 唐山银耐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沈鹏 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吴喜民 唐山时创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治洋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本有 山西盂县西小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武仲丹 辽宁群益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武恩琥 山西义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杨 红 营口市瑞福来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武建林 山西省耐火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杨恩良 营口创兴科技有限公司 谢金莉 国家耐火材料产品质监检验中心（北京）

幺晓云 营口永吉麦格新型耐材有限公司 徐殿利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张国栋 辽宁省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闫祖宁 孝义市和中兴矿产有限公司

赵志平 鞍山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姚文博 高邑县北方窑业工程有限公司

周金壮 东北亚镁质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张 平 北京普奥斯博文化传播中心

华北地区 张 昱 山西昊业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柴俊兰 柴俊兰（个人） 章荣会 北京联合荣大工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陈 波 天津秦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曾大凡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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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赵冬莲 河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唐地源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赵继增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 东 江苏嘉耐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华东地区 王 建 安徽金岩高岭土科技有限公司

曹祥军 上海申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王柏成 浙江湖州父子岭耐火集团有限公司

车连房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王立平 淄博裕民基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陈根财 浙江金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王文学 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

陈海山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树全 徐州苏牌高温新材料有限公司

陈立和 江苏华荣达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广平 江苏中磊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林元 江苏昆山思创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徐建成 浙江父子岭特种耐火有限公司

陈艳鸣 淄博八陡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徐叶君 华耐国际（宜兴）高级陶瓷有限公司

方元德 济南镁碳砖厂有限公司 姚令春 浙江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封立杰 淄博市鲁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虞炳泉 浙江红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傅小勇 江西博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张敦新 山东鲁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建立 山东万乔集团有限公司 张国栋 山东耀华特耐科技有限公司

高寿林 浙江立鑫高温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张会友 淄博泰贝利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郭小红 淄博桑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张继明 山东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韩亚伟 江苏恒耐炉料集团有限公司 张 胜 国家陶瓷与耐材产品质监检验中心

胡新堂 无锡宝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张正民 青岛正望钢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黄振球 宜兴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朱国平 浙江锦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蒋才南 宜兴新威利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朱惠良 江苏省陶瓷耐材产品质监检验中心

蒋晓东 长兴县东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南地区

解岩令 青岛布雷德石墨有限公司 薄 钧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良光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曾宪刚 武汉武钢北湖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李 麒 宝钢技术耐材技术事业部 程水明 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庆林 济南新峨嵋实业有限公司 董 伟 开封市高达炉料有限公司

李咸伦 山东金都大展集团有限公司 樊石头 郑州东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长征 山东莱芜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冯钢军 河南和成无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正坤 江苏晶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冯晓磊 河南春胜集团有限公司

刘丛平 浙江宏丰炉料有限公司 高冲锋 洛阳盛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陆宝根 浙江照山硅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顾华志 武汉科技大学

鹿成滨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侯振东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路济民 无锡市南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黄耀锋 新密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吕祝昌 山东永安达耐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少平 洛阳市谱瑞慷达耐热测试设备有限公司

马列鹰 浙江自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靳亲国 河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马小平 上海黄海耐火机械有限公司 孔德夫 嵩山特材集团有限公司

彭 仁 江苏苏嘉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孔留安 河南科技大学

钱志明 江苏诺明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爱芳 河南华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荣国梁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富朝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

邵长波 山东恒嘉高纯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军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司凤年 浙江铁狮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李起胜 郑州振中电熔锆业有限公司

谭芝峰 济宁辰大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刘百宽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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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刘 星 武汉如星科技有限公司 章兴高 湖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马成良 郑州大学 翟荣灿 伊川县耐火材料商会

毛君君 冷水江市华科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翟胜辉 洛阳市科丰冶金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石 凯 石凯（个人） 赵爱侠 河南长城特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帅汉舟 武汉瑞升特种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郑化轸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锁永刚 三门峡电熔刚玉有限责任公司 周宁生 周宁生（个人）

唐安山 湖南湘钢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朱安龙 洛阳大洋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王守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南地区

王书军 巩义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陈 勇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王小辉 武汉吉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陈忠贵 德阳中耐有限公司

徐跃庆 河南熔金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程鸿博 贵州博通特耐有限公司

杨爱华 河南海格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程念生 贵州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杨学先 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赖学著 贵州达众第七砂轮有限责任公司

杨亚东 河南兴亚能源有限公司 杨 强 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张长喜 河南特耐工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袁志伦 重庆市赛特刚玉有限公司

张 意 武汉善达化工有限公司 郑 杰 贵州省海美斯科技有限公司

张恩甫 郑州玉发磨料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地区

张佳磊 巩义市第五耐火材料总厂 贺国奇 新疆宝安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

张顺庆 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 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青普 巩义市铠源超细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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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候选常务理事名单
（为便于查找，名单按地区排序，同一地区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东北地区 方元德 济南镁碳砖厂有限公司

毕胜民 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封立杰 淄博市鲁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蔡 鑫 海城镁矿耐火材料总厂 李 麒 宝钢技术耐材技术事业部

何宪超 海城后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李正坤 江苏晶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广达 海城华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鹿成滨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国志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路济民 无锡市南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 涛 鞍山市和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马列鹰 浙江自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罗旭东 辽宁科技大学 彭 仁 江苏苏嘉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秦书洋 辽宁金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 唐地源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孙朝英 嘉晨集团有限公司 王 东 江苏嘉耐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王 鹏 营口金龙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王柏成 浙江湖州父子岭耐火集团有限公司

王治洋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姚令春 浙江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武仲丹 辽宁群益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虞炳泉 浙江红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国栋 辽宁省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张敦新 山东鲁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地区 张继明 山东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柴俊兰 柴俊兰（个人） 张正民 青岛正望钢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国亮 唐山市国亮特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南地区

高长贺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薄 钧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霍 平 山西省耐火材料工业协会 樊石头 郑州东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道忠 北京首钢耐材炉料有限公司 冯晓磊 河南春胜集团有限公司

李高平 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顾华志 武汉科技大学

李 林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侯振东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李永全 李永全（个人） 靳亲国 河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吴喜民 唐山时创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富朝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

武本有 山西盂县西小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李 军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徐殿利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刘百宽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荣会 北京联合荣大工程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王守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大凡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跃庆 河南熔金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赵冬莲 河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张长喜 河南特耐工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赵继增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张佳磊 巩义市第五耐火材料总厂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车连房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程念生 贵州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陈根财 浙江金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杨 强 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陈海山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袁志伦 重庆市赛特刚玉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