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名单 
 

主  任： 

赵继红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教授 

副主任： 

柴发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马家轩  河南省科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鲁东霞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委  员（110 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卫东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万洪安  河南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马乐宽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王  东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王  琪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王  群  河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研究员 

王宇新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王玲玲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王复明  郑州大学  院士 

王晓东  河南省开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王晓毅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孔海江  河南省气象台  正高级工程师 

邓小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邓晓颖  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  正高级工程师 

龙  涛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龙志刚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 

        级工程师 

叶永忠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付  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付铭韬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正高级工程师 

务宗伟  洛阳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正高级工程师 

冯  翔  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冯银厂  南开大学  教授 

邢永强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吕书凡  河南省农村能源环境保护总站  研究员 

朱春玉  郑州大学  教授 

任立人  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工程技术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刘  峰  天津市生态环境综合保障中心  高级工程师 

刘  萍  河南省鹤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刘玉忠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副教授 

刘德法  郑州大学  教授 

安国安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孙中党  郑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李  洁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李长看  郑州师范学院  教授 

李永新  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李发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李贤君  河北省辐射环境管理站  正高级工程师 

李学军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李保莲  河南省国土资源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李爱民  南京大学  教授 

李海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教授 

杨明成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 

杨素勤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连  煜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正高 

        级工程师 

吴喜梅  郑州大学  教授 

何宏谋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 

        程师 

何新生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谷中鸣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谷庆宝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宋刚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教授 

张  慧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张古彬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正高级工程师 

张立志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  高 

        级工程师 

张亚涛  郑州大学  教授 

张连胜  河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勘查院  正高级工程师 



张宏忠  郑州轻工业大学  教授 

张建文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张建伟  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 

张春会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张树义  河南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  副主任技师 

张惠远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张瑞芹  郑州大学  教授 

张嵩阳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 

        程师 

陆  磊  河南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心  高级工 

        程师 

陈  扬  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研究员 

陈  刚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陈守民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陈良富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研究员 

陈晓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范宝成  河南鑫豫达律师事务所  教授 

范相阁  河南省郑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林玉锁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周启甫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研究员 

於国兵  安徽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高级工程师 

郑  黎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单国用  郑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郎志中  国家拖拉机质检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赵同谦  河南理工大学  教授 

郝伏勤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正高 

        级工程师 

荣  耀  河南省核工业放射性核素检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查少翔  河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级 

        工程师 

钟崇林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姚德贵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 

        程师 

袁彩凤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贾  涛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钱发军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倪士英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徐连利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  正高级工程师 

徐洪斌  郑州大学  教授 

徐夏楠  河南省工程咨询中心  正高级经济师 

高  军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高健磊  郑州大学  教授 

郭永平  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席黎明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唐有良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一级律师 



曹  霞  郑州轻工业大学  正高级工程师 

曹文志  厦门大学  教授 

曹明德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崔  皓  南京工业大学  副教授 

梁亦欣  郑州大学环境政策规划评价研究中心  正高级工 

        程师 

彭  华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蒋明康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韩燕来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程胜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授 

鲁雪燕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曾  科  郑州大学  教授 

谢绍东  北京大学  教授 

楼狄明  同济大学  教授 

雷  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魏怀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