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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绿色建造专家委员会特邀专家委员和

专家委员成员名单 

 

一、特邀专家委员（38 人） 

（一）国内院士（17 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烈云  华中科技大学              工程院院士、教授 

王建国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王耀南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任南琪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江  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肖绪文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院院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岳清瑞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工程院院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政清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陈晓红  湖南工商大学                工程院院士、教授 

陈湘生  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有限公司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周绪红  重庆大学             工程院院士、教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5%B7%A5%E5%95%86%E5%A4%A7%E5%AD%A6/235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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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健龙  长沙理工大学              工程院院士、教授 

徐  建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工程院院士、教授 

聂建国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工程院院士、教授 

（二）境外专家（21 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Mohamed Al-Hussein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教授 

Ahmed Elghazouli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教授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Kamiel S. Gabriel   加拿大安大略理工大学   教授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Paul W Chan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教

授 

高伟俊       日本北九州大学     教授 

日本工程院院士 

Fariborz Haghighat   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    教授  

黄国和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    教授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Per Heiselberg     丹麦奥尔堡大学     教授  

Kwang Woo Kim      韩国首尔大学      教

授 

Maria Koloktroni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    教授  

李纯清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教授 

Florence L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  副校长、教授  

潘  巍       香港大学       教授  

汤友志       加拿大中加科技联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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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卫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Henk Visscher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教授 

杨洪兴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Hiroshi Yoshino     日本东北大学      教授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教授 

周意诚       日本早稻田大学     教授  

邹经宇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二、专家委员（72 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荣全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授 

王  超  湖南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王  磊  长沙理工大学科研部     部长、教授 

王广斌  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   院长、教授 

研究院 

王四清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王汉青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党委书记、教授 

王兆有  湖南机场建设指挥部      副指挥长 

王建民  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工程管理中心 

王清勤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研究员 

文林峰  建筑杂志社        社长、研究员 

邓  露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邓铁军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石  磊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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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灿琪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站长、研究员级 

监督管理总站       高级工程师 

史才军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刘  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长 

刘飞香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刘东斌  中铁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刘泽华  南华大学教务部      部长、教授 

朱晓鸣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副总工程师 

责任公司 

吕海峰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   秘书长 

孙一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教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汪  芳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教授 

任福民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冷嘉伟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吴建国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余志武  中南大学高速铁路建造技术  主任、教授 

国家工程实验室 

何人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教授 

何益斌  湖南中规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81%E5%BB%BA%E9%87%8D%E5%B7%A5%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13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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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则有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凯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肯立 湖南大学        校长助理、教授 

李建奇 湖南城市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肖泽林  长沙市公路桥梁建设有限   总经理、研究员级 

   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  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李丛笑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百战 重庆大学国家级低碳绿色   主任、教授 

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李国强  同济大学国家土建结构预制  主任、教授 

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李明安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秘书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监理大师 

李建平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常务副秘书长 

李德英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副会长、教授 

张  剑 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  董事长 

有限公司 

张  跃  远大科技集团       董事长 

张建华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岸  友谊投资咨询集团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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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波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杨  瑛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教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陈少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主任、研究员 

资源环境研究中心  

陈冠益 天津商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 

陈仁朋  湖南大学        校长助理、教授  

陈  浩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孟焕平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胡格文  中建五局工程管理部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郝小礼  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  教授 

骆汉宾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    教授 

与力学学院  

施  周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徐  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研究员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袁  烽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徐  峰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教授 

莫  文 湖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梁俊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   副主任、研究员 

产业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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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艳兵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能源研究中心 

蒋  荃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    总工程师、  

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  武  中节能建筑节能公司     董事长 

曾光明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程社明 南开大学 MBA 中心     教授 

谭宇昂  万科集团建筑研究与工程采购   总经理 

中心 

谭洪卫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教授 

寇广孝  湖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廖胜明  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魏春雨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