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职安协[2018]62号 

 

 

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关于公布协会专家库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要求，为更好发挥职业安全健

康社会组织的中立和专业支撑作用，拓宽承接服务范围，进

一步推动专业服务机构从业行为的规范性、专业性、独立性

和客观性，为全省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关于充实专家队伍工作的通知（川

职安协[2018]1 号）已下发，经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协会

将专家申请材料进行了认真整理和审核，现将通过的专家名

单予以公示。 

特此通知 

 

附件：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专家公示名单 

 

 

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二 0 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专家通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鲍强 曹伟伟 曹相君 曹小君 

曹云 曾帅 曾跃春 曾云海 

常启伟 陈朝华 陈东 陈高志 

陈华 陈俊华 陈俊英 陈兰 

陈奇军 陈胜 陈守兴 陈贤军 

陈晓 陈勋 陈永富 陈勇 

邓涛 邓祖国 丁川 丁国江 

丁宛琼 杜飞平 杜洪凤 杜利利 

杜秋霞 范斌 封承勇 冯波 

冯跃志 冯云 符礼明 付文武 

甘静萍 高恩革 高飞 高桂海 

高文平 高源 苟大彪 辜文昱 

谷名成 谷勇军 顾珊 管丽艳 

郭清波 郭远发 韩峰 韩吉平 

郝林 何丰明 何锋 何建国 

何建生 何玲 何山 何永明 



何玉春 何泽润 贺良国 洪焕财 

侯光林 胡林 胡玲 胡明全 

胡伟 胡晓科 胡永金 黄德权 

黄芳 黄梁 黄明华 霍雨佳 

贾志伟 江红 姜彩凤 蒋娣 

蒋恩霏 蒋长春 靳天明 景世明 

敬永计 寇智强 蓝泽刚 雷光明 

黎卫兵 李彪 李德钊 李东风 

李纲 李桂华 李海 李红萍 

李科 李琨 李林莉 李临 

李芒 李平 李森林 李蜀北 

李文宏 李文武 李晓岚 李晓茹 

李晓英 李兴贵 李勇 李元锋 

李泽波 李长虹 李中海 廖坚 

廖燕云 林海 林龙沅 林全明 

凌喜凤 刘兵 刘波 刘德兵 

刘德明 刘定相 刘峰 刘富安 

刘加洪 刘建军 刘建明 刘江 

刘俊 刘坤才 刘太洪 刘天庆 

刘义军 刘元国 刘忠恕 刘自彩 

龙俊因 鲁晓明 陆仕安 罗多 

罗良 罗良琼 罗碎平 罗显平 



吕和建 马军 马良 马仕君 

毛晋 毛颖 毛柱强 毛祖永 

莫兵 莫兵 穆遵城 欧全 

潘兴平 庞承锐 彭继标 彭利 

彭凌虎 彭正学 蒲之奎 邱乐平 

屈宏明 权力 冉龙举 任磊 

任廷沈 汝玲 阮凤鸣 沈月华 

施春华 石启留 苏英 孙菱 

谭利民 谭钦文 谭荣 谭汝媚 

谭永权 汤加云 汤蕾 汤阳 

唐道冰 唐定洪 唐克建 唐明军 

唐贤君 凃大陆 涂程 涂静彬 

涂文勇 王朝晖 王海坤 王集斌 

王建敏 王军 王立明 王琳 

王锐 王胜娟 王小春 王晓舒 

王一平 王志斌 魏德清 魏俊明 

温仕建 文聪 文君 吴虹锦 

吴小军 吴昕 吴永松 伍永生 

伍袁志 夏戈泉 夏鹏然 夏庆 

夏万军 鲜麒麟 肖坡 谢清 

熊军 徐翀 徐章平 徐中慧 

许雍 薛德辉 薛娟 薛梅 



闫秀峰 阳新峰 杨代国 杨非 

杨付成 杨根明 杨国华 杨国建 

杨家永 杨建华 杨静 杨理民 

杨攀 杨文章 杨先明 杨小媛 

杨晓松 杨羽 杨媛 杨跃林 

叶成兴 叶李 倚锋 阴旅宁 

于翠 于晓健 余航 袁江 

袁杰 袁进根 张朝红 张成云 

张春林 张大吉 张代印 张德 

张红义 张炯 张明军 张明强 

张平良 张乔 张钦龙 张水清 

张松 张伟 张文勇 张小康 

章清林 赵成 赵奉林 赵红霞 

赵立强 赵荣 赵小平 赵兴伟 

赵永林 赵勇 郑向东 钟宣 

钟燕 周华 周路和 周庆平 

周荣华 周毅 朱朝晖 朱峰 

朱红心 朱万军 朱子刚 祝咏梅 

卓红 邹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