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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绵应急〔2019〕103 号

绵阳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聘请王永强等 122 名同志为应急管理

专家库成员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管局，经

开区、科创区、仙海区管委会安委办：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应急管理专业化水平，全面构建“大应急”

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我市应急管理工作领域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和

管理人员的群体优势，为应急管理工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为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经本人申报、单

位推荐、组织审核，并经绵阳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6 月 27 日局

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决定聘请王永强等 122 名同志为绵阳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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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专家库成员（详见附件）。

应急管理专家成员实行聘任制，聘期 3 年。请各地、各部门

对应急管理专家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附件：绵阳市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名单

绵阳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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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市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名单

序
号

行 业
分 类

姓 名 专 业 领 域 单 位 专 业 资 质 联系方式

1

危化化学品

王永强 危化品、应急管理 绵阳市职业安全健康学会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二级，矿业工程副教授
13320888056

2 李 纲 危化品、应急救援 久远环保安全咨询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4 年，一级安全评价师，

高级工程师
13340906060

3 陈 勇 危化品、应急救援 利尔化学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三级安全评价师
13350002876

4 杨 攀 危化品、应急救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4 年，高级工程师，二级

安全评价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3568433410

5 何建国 烟花爆竹、应急救援 四川省烟花爆竹安全监督质量检测站
从事专业年限 26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二级，安全工程高级工程师
13980313758

6 李德钊 烟花爆竹 四川省烟花爆竹安全监督质量检测站
从事专业年限 26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一级，安全工程高级工程师
18011693033

7 许秦坤 危化品、烟花爆竹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矿业工程副教授
18990152951

8 王小勇 危化品、烟花爆竹 绵阳市欧滤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化工中级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18144267468

9 庞承锐 烟花爆竹 四川省烟花爆竹安全监督质量检测站
从事专业年限 36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应用化学高级工程师
1350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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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危化化学品

陈海燕 危化品 四川久远环保安全咨询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2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二级，分析化学高级工程师
13890128150

11 张廷迅 炼油化工 川西北气矿江油轻烃厂
从事专业年限 29 年，炼油化工高级工程

师
13808112803

12 廖辉伟 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9 年，西科大教授 18990193937

13 李志敏 石油天然气 原川西北气矿（已退休） 从事专业年限 35 年，高级工程师 13980142697

14

工矿商贸

王兴崇 冶金工贸（机械） 绵阳市安康职业安全教育中心
从事专业年限 28 年，高级工程师，四川

省安全培训教师
13378161387

15 吴爱军 冶金工贸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安全技术与工程副

教授
18030944609

16 谭汝媚 冶金工贸、应急救援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讲师，安全评价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13699628630

17 王 栋
火力发电、生活垃圾发电、

固体和危险废弃物处置
中科院绵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7 年，中级工程师 13980136716

18 罗耀均
火力发电、生活垃圾发电、

固体和危险废弃物处置
中科院绵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3 年，高级工程师 13925203132

19 朱 冰
火力发电、生活垃圾发电、

固体和危险废弃物处置
中科院绵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3685835120

20 陈 勇 冶金工贸 攀长钢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级职称
13568274623

21 王 伟 冶金工贸（电气） 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中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3508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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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矿商贸

蒋 忠 冶金工贸 九洲集团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中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3909017994

23 黄利芳 电子 电子九所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高级工程师 13881150236

24 李明辉 机械制造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6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13990117938

25

非煤矿山

谭钦文
非煤矿山、工矿商贸、应

急救援、职业健康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大环资院安全工程系主任，副教授，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评价师

13795770699

26 陈星明 非煤矿山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1 年，西科大环资院系主

任、教授，国家一级安全评价师，爆破

工程技术人员，四川省安全生产专家

13990188693

27 刘建平
矿产勘探、冶金工贸、应

急救援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西南科技大学安全

科学与工程讲师，安全评价师
13990137962

28 王大国
非煤矿山、建筑消防、交

通运输、冶金工贸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西南科技大学环资

院教授，高级工程师
13730717308

29 刘年平

非煤矿山、建筑消防、交

通运输冶金工贸、应急救

援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1 年，西南科技大学环资

院副教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

师，爆破工程师

15008157373

30 肖鹏程 非煤矿山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6 年，西科大环资院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安全生产专家
13890122060

31 赵周能 非煤矿山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西科大环资院专业

教师，中级职称，安全评价师
1588463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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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非煤矿山

雷俊学 非煤矿山 江油拉豪双马水泥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5 年，中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3628117650

33 戢 琛 非煤矿山 四川省宏博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师
13808022016

34 冯德润 非煤矿山 四川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9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3981106672

35 刘智权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评价师
13060019770

36 刘 泉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12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8030568344

37 余业清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8908004652

38 杨士俊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中级工程师 18108277965

39 杜 虎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9 年，中级工程师 18683570405

40 段峻峰 非煤矿山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8 年，中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3881723250

41 钟 敏 非煤矿山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西科大环资院讲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3699622867

42 陈兴长 地质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西科大环资院教授 13881169780

43 陈 慧 地质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59339

44 谭 诚 非煤矿山 绵阳市应急管理局（已退休）
从事专业年限 35 年，采矿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劳动经济师
1388113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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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职业卫生

谭 刚 职业健康 绵阳市疾控中心
职防所所长，从事专业年限 27 年，高级

职称
13990150145

46 米 斌 职业健康 绵阳市疾控中心职业病医院
职业病医院副院长，中级职称，从事卫

生防疫相关工作 32 年
18981140563

47 谢立强 职业卫生 绵阳市疾控中心 从事专业年限 26 年，中级职称 13608121873

48 李 雪
职业卫生、危化、应急救

援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 9 年，讲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二级安全评价师
15928201870

49

综合监管

孙 毅 建筑安全、消防安全 维谛技术（绵阳）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1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级职称，注册一级消防工程师
13658119897

50 毛肖宁 建筑安全、消防安全 四川禹焜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1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监理工程师
13890160302

51 林龙沅 建筑消防、交通运输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1 年，西南科技大学环资

院副教授，注册安全工程师
15908209674

52 邓昭德 水利、应急 武引管理局（已退休）
从事专业年限 36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总监理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13881159197

53 徐中慧 应急救援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西科大环资院安全

工程系副教授
18780565871

54 文 臣 应急救援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1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级职称
13881139166

55 缪元虎 电力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高级工程师（副高） 13981111142

56 付志中 电力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2 年，高级工程师（副高） 13890119107

57 左都林 电力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中级工程师 1360811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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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综合监管

赵 勇 电力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4 年，中级工程师 13547119599

59 曹优平 电力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中级工程师 13881127671

60 魏厚勤 水利水电 武引管理局（已退休） 从事专业年限 35 年，高级工程师 13608119909

61 陈 斐 水利水电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高级工程师 13881143798

62 刘伟明 水利水电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35 年，高级工程师 13881109172

63 陈 艳 交通运输 绵阳川交公路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中级职称，公路二

级建造师
13778151068

64 杜 刚 交通运输 绵阳川交公路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1 年，中级职称，一级建

造师
15181682898

65 罗 勇 通信工程 四川兴联通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9 年，高级通信机务员 18608090507

66 谢 铭 通信工程 四川兴联通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通信监理工程师 13035678777

67 秦 建 建筑安全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0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5883783338

68 杨德清 建筑安全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7 年，高级工程师 13508101578

69 樊娟莹 建筑安全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16 年，高级工程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
18081258061

70

火灾防治

赵崇金 消防监督 绵阳市消防支队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工程师 15228399597

71 刘 刚 消防救援 绵阳市消防支队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助理工程师，专业

技术十一级
15182333119

72 黄 黎 消防救援 绵阳市消防支队 从事专业年限 13 年，助理工程师 1355083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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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防治

73 王 明 防火监督 绵阳市涪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从事专业年限 11 年，助理工程师，专业

技术十级
15281661227

74 杜 辉 消防监督 绵阳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从事专业年限 17 年，助理工程师 15908243799

75 罗世亮 消防救援 绵阳市游仙区消防救援大队
从事专业年限 14 年，助理工程师，专业

技术十级
13881149676

76 邓朝经 森林防火 绵阳市林业局（已退休）
从事专业年限 37 年，高级工程师，原绵

阳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13909010361

77 傅道成 森林防火 绵阳市安州区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16 年，原安州区森林防火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13708111525

78 李绍军 森林防火 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政局
从事专业年限 7 年，原北川县森林防火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18281629311

79 张旭斌 森林防火 平武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原平武县森林防火

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
13458314777

80 杨 斌 消 防 绵阳市金翼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3 年，助理工程师 13990108868

81

水旱灾害

伏 建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工程师 13980121967

82 王付兵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高级工程师 13518316151

83 田瑞峰 水利水电工设计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66060

84 马义镔 水利水电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89725

85 姜俊杰 电 气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27 年，高级工程师 15390262677

86 李贤忠 水旱灾害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5 年，高级工程师 13696290692

87 汪云升 水旱灾害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27 年，高级工程师 1356827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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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地质灾害

贺模红 地质灾害 四川省地矿局 909 水文队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3700963453

89 何政伟 地质灾害 成都理工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7 年，二级教授 13808079446

90 张 波 地质灾害 四川省蜀通岩土工程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3398185176

91 谢 涛 地质灾害 四川省地矿局川西北地质队 从事专业年限 29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38795

92 毛春节 地质灾害防治 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从事专业年限 30 年，高级工程师 13689683087

93 王 宁 岩土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36 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3881194105

94 李必良 水利工程、地质灾害防治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9 年，高级工程师 13558995621

95 刘 迁 地灾勘查、设计、施工 四川省地矿局川西北地质队 从事专业年限 16 年，高级工程师 15182344841

96 霍绍辉 工程测量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高级工程师 13890162470

97 杨宇东 地质灾害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82383

98 何学锋 地质灾害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81811

99 何 宏 地基基础质量检测 四川省地矿局川西北地质队 从事专业年限 30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49646

100

综合减灾

张青艳 突发事件气象应急保障 绵阳市气象局 从事专业年限 28 年，正研级高工 13547447306

101 蔡元刚 气象灾害及气象预测 绵阳市气象局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8081219688

102 谭忠云 交通工程 绵阳市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从事专业年限 31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19109

103 吕 良 交通运输公路 绵阳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处 从事专业年限 29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18386

104 何家荣 公路工程 绵阳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从事专业年限 22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36517

105 廖其财 公路工程 绵阳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从事专业年限 24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99301

106 古 松 桥隧工程、房屋建筑 西南科技大学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教授 13608121800

107 胡进勇 建筑结构 绵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从事专业年限 24 年，高级工程师 13981130102

108 谭明亮 建筑结构 四川绵阳创艺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7 年，高级工程师 1868166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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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减灾

109 朱晓琳 建筑结构 四川新村建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5 年，高级工程师 18009077058

110 黄家驹 建筑结构 中物院建筑设计院 从事专业年限 20 年，高级工程师 18030986503

111 何 鸣 桥梁、隧道工程应急处置绵阳市川交公路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30 年，高级工程师 13909019576

112 李 林 电力设计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从事专业年限 18 年，高级工程师 13458306830

113 廖卫东 灾害倒损房屋鉴定 四川东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3 年，高级工程师 15881655819

114 田玉中 岩土工程 四川正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5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69248

115 许智明 岩土工程 绵阳市华恒建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从事专业年限 28 年，高级工程师 13990199584

116 王小松 农作物灾后受损失鉴定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33 年，高级工程师 13508108016

117 李 波 灾后动物疫病控制 绵阳市动物疫病控制中心 从事专业年限 9 年，高级兽医师 15386617978

118 宋 翔 农业生产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10 年，高级农艺师 18081224343

119 张思林 农产品质量安全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24 年，高级农艺师 13981175060

120 杨全德 畜牧安全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28 年，高级畜牧师 13981139072

121 邓昌国 种植业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30 年，高级农艺师 13699608882

122 陈显友 渔业安全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从事专业年限 38 年，高级工程师 1898111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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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绵阳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