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1：

深圳市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名单（47人）
一、事故灾难组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1 张学记 俄罗斯、美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大学副校长

2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地铁集团技术委员会主任

3 岳清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4 欧进萍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

5 聂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6 张少标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7 况凯骞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8 王立新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9 丘建金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 谢君 深圳惠安天下电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1 马明辉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协会会长

12 符显珠 深圳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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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灾害组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1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2 陈晓非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3 任南琪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4 黄剑涛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院长

5 张伟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6 朱闻博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7 周凯 深圳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

8 姜慧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主任

9 王红旗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10 黄东兴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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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卫生组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1 顾东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2 付小兵 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3 夏俊杰 深圳市疾控中心主任

4 梅树江 深圳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所长

5 刘映霞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

6 李春红 深圳市巾帼志愿者协会会长

7 徐福山 深圳市康宁医院副主任医师

8 邓立华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主任

四、社会安全组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1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2 张晓冰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

3 王斌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4 晏军辉 深圳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副支队长

5 叶志军 深圳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应急处置大队大队长

6 杨光烈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授

7 杨文明 深圳市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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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管理组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1 范维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

2 倪绍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三级职员

3 董方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

4 毛睿 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副院长

5 袁狄平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技术总监

6 韩喜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助理

7 林昌炽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

8 范士喜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网络与计算中心副主任

9 杨双华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10 王新安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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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深圳市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名单（160人）
排名不分先后

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地震地质灾害
组（11人）

1 王贤能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工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 博士研究生 21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海水入侵

2 王明龙 地质灾害岩土工程 高工 深圳市地质环境检测中心 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13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

3 方春波 地质灾害地质环境 高工 深圳市地质局 部长 硕士研究生 25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

4 齐明柱 岩土工程 高工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技术

总监
博士研究生 24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

5 金亚兵 岩土工程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地质局 副局长 博士研究生 35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海水入侵

6 刘智 地震工程 高工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 项目主管 博士研究生 4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斜坡/地面塌陷

7 施钟淇 土木建筑工程 /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地建所副总 博士研究生 5 自然灾难-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

8 耿光旭 应用地球物理 高工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总工 硕士研究生 36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

9 龚淑云 水工环岩土工程 高工 深圳市地质局 部长 博士研究生 29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海水入侵

10 雷呈斌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地质环境监测中心 部长 本科 31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斜坡/地面塌陷/海水入侵

11 肖兵 岩土工程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博士研究生 23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地球物理勘探

工矿商贸组
（25人 ）

1 马栋梁 化工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本科 15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电镀/涉氨制冷/有限空间

2 王静民 电气安全 高工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协会 理事专家 本科 50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涉氨制冷/锂离子电池/电镀
/电气/涂层烘干/有限空间/机械/粉尘涉爆/再生资

源回收/仪表仪器

3 李宝才 安全技术服务 高工 深圳大三体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科 30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锂离子电池/电气/电镀/涂
层烘干/有限空间/粉尘涉爆/涉氨制冷；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化工与医
药/油气安全

4 刘慧星 安全技术服务 高工 深圳大三体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 本科 47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机械

5 江旭峰 锂电池专业 / 深圳市易马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15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锂离子电池

6 王成 化学工程 工程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3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锂离子电池/新材料；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7 冯亚光 电力 高工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科 26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电气/机械

8 毛晔 安全咨询 工程师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23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机械/电气；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9 田英帅 燃气 工程师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技术部 总经理 本科 21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电气/有限空间/
锂离子电池/仪表仪器/涉氨制冷/再生资源回收/涂

层烘干/机械/电镀

10 黄新政 新材料/生产管理 高工 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硕士研究生 10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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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工矿商贸组
（25人 ）

11 刘子重 安全工程 一级评价师 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本科 14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电气/有限空间/再生资源回

收/机械/仪表仪器/涂层烘干；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12 江相军 安全技术 工程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本科 11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

13 李雪 新材料/复材结构件 高工 深圳光启岗达技术有限公司
材料总师，兼产品

交付总工
博士研究生 15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新材料

14 肖修昆 安全管理 助理研究员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中心副总监 博士研究生 8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锂离子电池；

事故灾难-城市消防

15 汪存亮 电子工程自动化 高工 深圳市职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 本科 30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有限空间/锂离子电池/电气

/粉尘涉爆

16 张忠宝 安全工程 高工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 本科 27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锂离子电池

17 陈金明 安全工程 高工 深圳市安华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19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有限空间/粉尘涉爆/涂层烘

干/电气/机械/涉氨制冷；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18 赵显志 电气安全 高工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本科 17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锂离子电池/电气

19 赵耀东 工贸-建筑-城市消防 /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 本科 19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锂离子电池/电气

20 钱昆 安全管理 工程师 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本科 10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机械/涂层烘干/粉尘涉爆/

有限空间/锂离子电池/涉氨制冷/电镀

21 徐刚 安全工程 工程师 深圳市大鹏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本科 13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机械

22 黄春燕 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本科 11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锂离子电池,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23 龚佑猛 计算机科学 注安师 深圳市职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本科 13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有限空间/锂离子电池/电气

/粉尘涉爆

24 董昌盛 安全评价 注安师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经理 本科 19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涉氨制冷；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25 王乐 应急管理 高工 光明区公明街道安监办 督查组组长 本科 23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机械/电气/仪表
仪器/涂层烘干/锂离子电池/涉氨制冷/再生资源回

收/电镀/有限空间；
事故灾难-事故调查组；
事故灾难-城市消防组；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机电；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油气安全/

化工与医药；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承压类特

种设备

公共卫生组
（10人）

1 王海军 放射医学 高工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助理 硕士研究生 10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职业健康

2 叶敏 卫生检验 高工 罗湖区疾控中心 副主任 本科 17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职业健康

3 刘红河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主任技师 深圳市疾控中心 理化检测所副所长 硕士研究生 26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食品安全组/传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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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公共卫生组
（10人）

4 刘志斌 心理咨询培训
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
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 客座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13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心理学

5 刘建平 营养与食品卫生 高工 深圳市疾控中心 食品所副主任 博士研究生 20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食品安全组/传染病疫情组

6 何建凡 病毒学和卫生应急 主任医师 深圳市疾控中心 应急办主任 本科 30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传染病疫情

7 位照国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高工 深圳市康宁医院 心身医学科主任 硕士研究生 22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心理学

8 郭翔 职业卫生 高工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助理 博士研究生 10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职业健康

9 逯建华
急性传染病及公共卫生

管理研究
主任医师 深圳市疾控中心 应急办 本科 15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传染病疫情

10 魏方 环境工程 工程师 深圳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 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30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组-传染病疫情

洪涝灾害组
（23人）

1 王国栋 市政工程 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11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给排水

2 王燕 水文学及水资源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总规划师 硕士研究生 26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文

3 卢进波 水土保持 高工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安全办主任 硕士研究生 24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4 田守成 农田水利 高工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副总工 本科 32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给排水/水文

5 成洁 水文学及水资源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 19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文

6 刘任远 水文学与水资源 教授级高工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董事长 博士研究生 21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文；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组-气象灾害

7 李朝方 水利水电建筑 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本科 23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8 邱玲 水利水电工程 高工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科 19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文

9 张宏滨 结构力学 高工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14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0 陈凯 水利工程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30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1 林佩斌 给水排水 高工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副总 本科 21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给水排水

12 周洪涛 工程及水文地质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 硕士研究生 35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

13 赵新民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教授级高工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 硕士研究生 28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4 胡仁贵 水利水电建筑 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本科 27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5 胡俞晨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 高工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 硕士研究生 15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

16 郭睿 港口与航道工程 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本科 37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7 黄明华 水工结构 高工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总工 硕士研究生 27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与水保

18 黄琼 给水排水工程 高工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科 34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给排水

19 蒋方媛 环境工程/地质灾害 高工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所长 硕士研究生 16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

20 辜晓原 水利水电工程 教授级高工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20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工与水保/机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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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洪涝灾害组
（23人）

21 詹达美 岩土工程 高工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13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

22 翟德勤 水利工程 教授级高工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24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水工程调度/水工与水保/机

电

23 熊寻安 工程测量 高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本科 26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组；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组

化工与危险化
学品组
（23人）

1 朱向东 化工安全 高工/注安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本科 24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

品；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有限空间

2 丰建国 安全管理 注安师 深圳市博宏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科 21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化工与医药/危险化学

品

3 尹波 危化品安全管理 注安师 深圳承远航空油料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部经理 本科 28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4 吕中平
危化/安全工程/应急救

援
一级评价师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科 28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化工与医药；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电镀/涉氨制冷/有限空间

5 华建平 电气安全 高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深圳石油分公司 主任工程师 本科 3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6 李大治 安全管理 工程师 深圳市光汇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大专 22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7 杨继峰 化工安全 注安师/安评师 深圳市华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 本科 21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8 吴创强 化工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成品油流通商会 秘书长 本科 2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
品；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有限空间；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9 吴海广 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12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化工与医药/危险化学

品

10 何非非 化工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本科 1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11 宋开玺 化工 工程师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1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油气安全

12 张万杰 燃气 高工 深圳燃气集团 安全技术部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29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13 张兰生 安全技术 注安师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深圳石油分公司 工程师 本科 17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
品；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电气/有限空间/
涉氨制冷

14 张兴 危险化学品安全
注安师/安全评

价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本科 13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15 张海峰 安全工程
高工/注安师/

安评师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协会 秘书长 本科 1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化工与医药/
危险化学品；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涉氨制冷/电镀/电气/有限
空间/粉尘涉爆/机械/涂层烘干

16 周生龙 化工安全
注安师/安评师

/工程师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协会 经理　 本科 1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化工与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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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化工与危险化
学品组
（23人）

17 周汶辉 电气集团安全管理 高工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安办主任 本科 18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油气安全/危险化学品/
化工与医药；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粉尘涉爆/涉氨制冷/电气/
有限空间/机械

18 侯定军 分析化学 高工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 本科 36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19 姜小平 化工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安捷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总工 大专 18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化工与医

药

20 徐卫东 化工 高工  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博士研究生 29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21 郭玉平 氢能及燃料电池 高工 深圳市国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硕士研究生 23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新能源（氢能源）

22 雷雳 环境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恒泰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总工 本科 24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23 戴小永 危化品运输
注安师/安评师

二级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深圳分公司 专家 本科 19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化品组-危险化学品；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有限空间；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交通、建筑和
市政工程组
（22人）

1 刘国楠 岩土工程 高工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深圳研究设计院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34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铁路轨道运输

2 肖耀华 轨道交通工程/土木 高级工程师 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运营项目及保护经

理
硕士研究生 11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铁路轨道运输；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市政

3 张希 交通运输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0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4 张毅 航空运输 / 深圳航空公司 运行中心党委书记 本科 30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航空运输

5 陈小戈 安全工程 工程师 民航深圳监管局 航空安全监察员 硕士研究生 15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航空运输

6 钱呈祥 交通运输 工程师 深圳海事局 三级高级主办 本科 35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水上交通

7 高岩 桥梁结构工程 高工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27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8 喻绍海 安全咨询 注安师 达标安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28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9 曾庆洋 安全 注安师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本科 14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道路交通

10 黎忠文 探矿工程 高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硕士研究生 31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组-铁路轨道运输

11 刘洋 施工 高工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1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市政

12 江顺先 轨道交通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32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

13 杨志银 设计 教授级高工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 硕士研究生 33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

14 宋廷苏 防灾减灾工程 高工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 副主任 硕士研究生 12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结构

15 张自太 轨道交通 高工 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总工 硕士研究生 34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市政

16 张凯华 工业与民用建筑 高工 中建三局南方公司深圳公司 项目负责人 大专 28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结构

17 陈铁骑 土木工程 教授级高工 中铁建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安全质量监察部部

长
本科 31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岩土/结构/市政

18 金典琦 道路桥梁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 28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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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交通、建筑和
市政工程组
（22人）

19 周研涛 钢结构 高工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科 25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岩土

20 周桂春 土建 高工 中建三局一公司深圳公司 经理 大专 35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机电

21 梁瑾 建筑安全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 本科 27

事故灾难-建筑与市政工程组-岩土/结构/机电/市
政；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有限空间/粉尘涉爆/机械/电
气组；

事故灾难-交通运输-道路交通-铁路轨道运输组；
事故灾难-化工与危险化学品-民爆组；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承压类特种设备/机电类特种
设备组

22 滕军 结构工程设计 教授级高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副总工 博士研究生 36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结构

社会安全组
（4人）

1 蔡承荣 情报指挥 / 深圳市公安局指挥部 副指挥长 硕士研究生 35 社会安全-群体性事件组

2 李志宏 指挥调度 / 深圳市公安局指挥部 副科长 硕士研究生 16 社会安全-群体性事件组

3 张志毅 民爆 / 深圳市和利爆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硕士研究生 34 社会安全-群体性事件组

4 罗晖 安全工程 注安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1 社会安全-群体性事件组

特种设备组
（8人）

1 梁广炽 机电类特种设备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首席技术专家 硕士研究生 30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承压类特种设备/机电类特

种设备

2 冯凌杰 承压类特种设备 工程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硕士研究生 9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3 吴继权 承压类特种设备 高工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部长 博士研究生 18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承压类特种设备

4 何勇 机电类特种设备 注安师 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 质检员 本科 21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5 彭家政 承压类特种设备 高工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部长 本科 31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承压类特种设备

6 强成健 机电类特种设备 工程师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部长 本科 26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7 运向勇 机电类特种设备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部长 本科 31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事故灾难-建筑和市政工程组-机电

8 庄小雄 机电类特种设备 高工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部长 硕士研究生 24
事故灾难-特种设备组-机电类特种设备；

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组-机械

消防组
（10人）

1 王永锋 消防 工程师 深圳众享慧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硕士研究生 12 事故灾难-消防组

2 巩志敏 消防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20 事故灾难-消防组

3 李哲宁 城市消防 工程师 深圳市天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硕士研究生 6 事故灾难-消防组

4 余学山 消防

一级安全评价
师/二级保安师
/三级消防设施

操作员

宝安区保安协会 监事长 本科 25 事故灾难-消防组

5 郎贵虎 工贸-化工-城市消防 工程师 深圳市东明涂料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本科 20 事故灾难-消防组

6 宫凤岐 消防 / 深圳市森林消防大队 队长 本科 38 自然灾害-其他灾害-森林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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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学 历 工作年限 专业方向

消防组
（10人）

7 段江忠 安全工程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消防所副总 硕士研究生 27 事故灾难-消防组

8 郭俊杰 安全工程 工程师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20 事故灾难-消防组

9 梁波 城市消防
高工/一级评价

师
深圳市五洲宾馆

安全主任、消防经
理、内保经理

本科 18 事故灾难-消防组

10 戴求军 消防 / 深圳慧通消安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专 28 事故灾难-消防组

综合管理组
（24人）

1 赵东川 法律（民商） /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硕士研究生 17 综合管理-法规政策组

2 瓮洪洪 行政法 助理研究员 深圳市法治研究中心 / 博士研究生 20 综合管理-法规政策组

3 曾成刚 综合管理 工程师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总经理/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深圳
市检验检测技术专
家库）专家/“国家
智能测控系统产业
计量测试联盟”专

家委员会委员

本科 10
综合管理-法规政策组；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风险评估

4 潘龙斌 地质系矿床 /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 32 综合管理-法规政策组

5 贝承璋 航海技术 工程师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深圳基地 基地主任 硕士研究生 29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海上救援

6 刘仁丽
化工-职业健康-应急救

援
高工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检测四所技术负责
人/注安师/广东省
安全生产协会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贸
企业）评审专家

本科 27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风险评估

7 李建辉 应急救援 注安师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经理 本科 15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风险评估

8 吴仍裕 应急救护 / 深圳市急救中心 副主任 本科 26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医疗急救

9 陈俊伽 安全工程 工程师 深圳市安联为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18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风险评估

10 梁煜 航空 / 深圳市东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救援事业部总经理 本科 23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空中救援

11 潘启宏 安全工程 高工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 本科 35 综合管理-应急救援组-风险评估

12 尹继尧 应急管理信息化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信息中心副总 博士研究生 9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3 王飞 安全科学与工程 高工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安全生产与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博士研究生 17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综合管理-法规政策组

14 乐文忠 计算机应用 高工 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 主任 博士研究生 26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5 尘福通 应急管理信息化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方案部公共安

全总工
本科 12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6 刘鸣宇 金融 / 深圳市奔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硕士研究生 23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7 武刚 计算机 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 主任 博士研究生 30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8 林子丹 信息化建设 工程师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团队经理 本科 17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19 郭锋 遥感通信 高工 深圳航天智慧城市系统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 14 综合管理-信息科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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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组
（24人）

20 习树峰 水文 高工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应急中心副总 博士研究生 9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气象灾害；

自然灾害-洪涝灾害-水文

21 李程 地图学 高工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 专家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5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气象灾害

22 周颖君 环境 高工 深圳中环博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博士研究生 7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生物灾害组

23 曹春燕 气象 高工 深圳前海数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科 22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气象灾害

24 裴廷权 环境 高工 深圳市华宇创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博士研究生 10 自然灾害-综合灾害-生物灾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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