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4 上海 2018（第六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性节能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轨道交通网（www.rail-transit.com） 

 1 / 4 

嘉宾邀请情况（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邀请情况 

1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致辞 

2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保 
技术中心技术总监、节能办副主

任、教授级高工 
确定（发言） 

3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车辆分公司 高伟民 新车部部长 确定（发言） 

4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王胜利 设备部副部长 确定（发言） 

5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靳守杰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确定（主持） 

6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宁穗智 总师室机电经理 确定（发言） 

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简  炼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确定（发言） 

8 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谢建平 副总经理 确定（发言） 

9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余  斌 自动化设备科科长 确定（发言） 

10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发言） 

11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伊江 地铁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确定（发言） 

12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刘英杰 城交分院副总工程师 确定（发言） 

13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建伟 城地院副总工程师 确定（发言） 

14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王  伟 建管中心副总经理 确定参会 

15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16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17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18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刘明亮 副总经理 带队参会 

19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20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21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22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马彦波 工程部（节能办）部长 确定参会 

23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俞  益 新线建设管理部 部长 确定参会 

24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缪弘程 能源管理工程师 确定参会 

25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艾朵而 能源管理工程师 确定参会 

26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隋佳斌 总工程师 确定派员参会 

27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28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29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派员参会 

30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31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姜庆斌 总经理 确定派员参会 

32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33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聂旻 主任工程师 确定参会 

34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秦玥 科长 确定参会 

35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韶山中 设备部高工 确定参会 

36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黄树智 副总经理 确定派员参会 

37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38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39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钱广民 技术部部长 确定参会 

40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宁  博 机电中心经理 确定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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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邀请情况 

41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王  剑 节能管理 确定参会 

42 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蔺聪聪 机电管理 确定参会 

43 天津泰达交通枢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确定派员参会 

44 天津泰达交通枢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45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向伟彬 
 

确定派员参会 

46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确定参会 

47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确定参会 

48 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 1 人参会 

49 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杨利强 副总经理 确定 1 人参会 

50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顾松斌 枢纽设备部部长 确定到会 

51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52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53 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葛党朝 副总工 确定派员参会 

54 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确定参会 

55 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高卫忠 设备部长 确定派员参会 

56 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57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姚应征 副总工 确定派员参会 

58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59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参会 

60 洛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武雪都 总工 确定派员参会 

61 洛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确定参会 

62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  静 高级工程师 确定参会 

63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叶云毅 高级工程师 确定参会 

64 呼和浩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刘占英 总经理 确定参会 

65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张世民 技术管理部副主任 确定到会 

66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付  颂 综合维修部副主任 确定到会 

67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李  靖 车辆部副主任 确定到会 

68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派人到会 

69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到会 

70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确定派人到会 

7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车轮飞 城地院副总工程师 确定到会 

72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蔡崇庆 暖通所所长 确定到会 

73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龚  平 环工处副总工程师 确定到会 

74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靳忠福 电化处电力一所所长 确定到会 

75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邓保顺 城建院副总工程师 确定派员参会 

76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王小峰 副所长/高工 确定到会 

77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张秉佶 主任工程师/高工 确定到会 

78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王依琳 主管工程师/高工 确定到会 

79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龚晓冬 工程师 确定到会 

80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刘  辉 综合开发规划所副所长 确定到会 

81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何宏涛 副主任工程师 确定到会 

82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唐  钺 副主任工程师 确定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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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潘  妍 工程师 确定到会 

84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闫春利 助理工程师 确定到会 

85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胡静锋 高工 确定到会 

86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杜  斌 工程师 确定到会 

87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朱淮东 暖通所长/高工 确定到会 

88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吴坚红 高工 确定到会 

89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梅方舒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0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朱  倩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1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郑  玉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2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袁道安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3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  彪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4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君鹏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5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盛家康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6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段文珊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7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李  磊 工程师 确定到会 

98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韩立辰 助工 确定到会 

99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忠 助工 确定到会 

100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徐颜章 工程师 确定到会 

101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罗乐 助工 确定到会 

102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龙伟月 助工 确定到会 

103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王柄达 高级工程师 确定到会 

104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确定 2 人参会 

105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刘  炜 副教授 确定参会 

106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 
宿  帅 副教授 确定参会 

107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 
刘文韬 研究生 确定参会 

108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09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立勇 副院长 争取参加 

110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1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2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3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4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5 天津市地下铁道运营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6 天津泰达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7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8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19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20 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21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正在邀请 

122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正在邀请 

123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正在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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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正在邀请 

125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 
  

正在邀请 

126 太原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 
  

正在邀请 

127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正在邀请 

128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29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0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1 深圳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2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3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4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争取参加 

135 …… 
   

     
说明：会组委会已经向全国 40 多个城市地铁业主单位和 10 多家行业设计院及其他相关研究机构发出了邀

请，会议邀请嘉宾范围不仅限于上述表格人员。 

截止 4 月 3 日，已经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长沙、杭州、郑州、合肥、宁波、青岛、重庆、哈尔滨、

长春、大连、沈阳、天津、南宁、苏州、徐州、西安、绍兴、无锡、洛阳、成都、呼和浩特、石家庄、福

州等 27 个城市的多家业主单位以及上海隧道院、铁一院、铁二院、铁四院、铁六院、中铁设计、中铁上

海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等多家设计院高校专家明确参会。 

同时，还有兰州、佛山、昆明、南昌、南通、武汉、东莞、厦门、昆山等城市业主领导都表示尽量参加，

由于工作关系，还在协调参会人员。 

随着会期临近，将会有更多的行业专家报名参会。组委会也将广泛邀请行业专家出席会议，敬请期待。 

诚挚邀请行业各相关单位参加本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