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第一批绿色建筑专家库专家名单（5 个专业 60 人） 

以姓氏笔划排序 

一、给排水（10 人） 

序号 专家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执业资格 职务 

1 6400012021001 孔青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水） 
副总工程师 

2 6400012021002 冯宏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设计分公

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给排水工程师 总工程师 

3 6400012021003 李萍 华设设计集团宁夏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给排水总工 

4 6400012021004 邱正玉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规划分院院长 

5 6400012021005 杨荔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水） 
副总工程师 

6 6400012021006 杨晋生 
宁夏施图建设工程技术审查咨询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无 

7 6400012021007 金鑫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给排水总工 

8 6400012021008 崔树瑞 
宁夏施图建设工程技术审查咨询有限

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水） 
无 

9 6400012021009 崔娇娇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副院长 

10 6400012021010 熊润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设计分公

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 

 

二、暖通（11 人） 

序号 专家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执业资格 职务 

1 6400022021001 王志宏 
宁夏施图建设工程技术审查咨询有限

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水） 
无 



2 6400022021002 王睿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   
暖通总工程师 

3 6400022021003 冯晓峰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 
暖通总工程师 

4 6400022021004 祁建平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无 

5 6400022021005 李天英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暖通总工程师 

6 6400022021006 陈文华 宁夏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无 

7 6400022021007 陈廷敏 宁夏银晨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董事长 

8 6400022021008 陈建中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 
暖通总工程师 

9 6400022021009 范荣娟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 

10 6400022021010 赵红 
宁夏施图建设工程技术审查咨询有限

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 
总工程师 

11 6400022021011 韩向农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 
分院院长 

 

三、材料检测（10 人） 

序号 专家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执业资格 职务 

1 6400032021001 卜勇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院长 

2 6400032021002 车佳玲 宁夏大学 副教授/博士 学位点负责人 

3 6400032021003 李静华 宁夏筑之信检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 

4 6400032021004 张少山 宁夏筑之信检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工 

5 6400032021005 邵海东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6 6400032021006 郝宣 宁夏保利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 

7 6400032021007 袁慧萍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开发部主任 

8 6400032021008 蒋步泓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注册质量工程师 副董事长 

9 6400032021009 雷震 宁夏中测计量测试检验院 高级工程师 院长 



10 6400032021010 熊芳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无 

 

四、施工管理（15 人） 

序号 专家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执业资格 职务 

1 6400042021001 马建林 吴忠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 

2 6400042021002 孔宪莲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 技术负责人 

3 6400042021003 左龙 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总工程师 

4 6400042021004 田连升 银川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造师 副部长 

5 6400042021005 朱学福 
中核工建筑集团第四工程局宁夏分公

司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总工程师 

6 6400042021006 李建民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分副院长 

7 6400042021007 李振辉 宁夏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副总经理 

8 6400042021008 杨安民 宁夏建工集团 正高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房屋建筑、公路） 工程管理部经理 

9 6400042021009 吴超 吴忠市建筑监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 

10 6400042021010 张德友 宁夏建工集团 高级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市政） 部门经理 

11 6400042021011 贾福明 宁夏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造师 企业主管 

12 6400042021012 高宁泉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工程管理部部长 

13 6400042021013 唐功元 宁夏建工集团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建筑专业）、全国

注册安全工程师 
副总经理 

14 6400042021014 温永宏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总工 

15 6400042021015 强忠财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 工程管理处处长 

 

五、建筑 规划（14 人） 

序号 专家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执业资格 职务 



1 6400052021001 马中贵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副院长 

2 6400052021002 马岚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主任工程师 

3 6400052021003 王晓银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副院长 

4 6400052021004 韦红 宁夏思诚建设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技术负责人 

5 6400052021005 孙晓阳 宁夏建设新技术协会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副会长 秘书长 

6 6400052021006 张红 银川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副院长 

7 6400052021007 张蕾 宁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经济师 研究员 

8 6400052021008 赵斌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主任工程师 

9 6400052021009 贺宇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副总建筑师 

10 6400052021010 贾世伟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副总建筑师 

11 6400052021011 黄鹏翔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总建筑师 

12 6400052021012 董茜 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教授/硕士 无 

13 6400052021013 雍娜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注册城乡规划

师 
建筑副总工 

14 6400052021014 裴学军 银川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总规划师 

      

备注 

1.绿色建筑专家按专业区分，在开展工作时可根据专业需要抽取。 

2.宁夏绿色建筑专家编号规则：例：6400012021001 宁夏自治区级 2021 年度给排水专业编号 001 的专家编码 

（1）1-2 位 64  宁夏 

（2）3-4 位 00 自治区 01 银川市 02 石嘴山市 03 吴忠市 04固原市 05 中卫市，各市成立本市专家库时使用 

（3）5-6 位 01 给排水    02 暖通  03 建材 04 工程管理 05 建筑、规划 06 建筑设计 07 结构设计 08 电气 09 施工 10 建筑信息化 

（4）7-10 位年度 2021  指专家入库时的年份 

（5）11-13 位顺序号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