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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 
 

电机科〔2020〕233号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聘任第二批“电力之光”

科学传播专家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省学会、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会员中心、电力

科普教育基地、科学传播专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 2016-2020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发展规划

（2017-2020-2025）》，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普公共服

务能力，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推动电力科

普工作的开展，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继续组织开展‚电力之光‛科

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工作。 

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管理办

法》的要求，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会组织开展了第二批‚电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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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科学传播专家聘任工作，经学会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省

级学会、会员单位、会员中心、科普基地等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

推荐单位和学会初审、复审，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审核通过，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决定聘任丁俊健等 98 名同志为第二批‚电力之

光‛科学传播专家，聘期 3年。 

科学传播专家在开展科普工作时可以 ‚‘电力之光’科学传

播专家‛的名义进行宣传和介绍。学会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

省级学会等单位要为科学传播专家引好路、搭好台、服好务，充

分发挥科学传播专家和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的作用，大力推进科学

传播工作，不断提升电力科普服务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希望科学

传播专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普及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

不容辞的责任不断创新科技推广和科普活动方式方法，为提升电

力行业科普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二批‚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名单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20 年 7月 23日  



 

 —3— 

附件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二批“电力之光” 
科学传播专家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1  丁俊健 南京国电南自维美德自动化有限公司 

2  于海玉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3  马  明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4  王开元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5  王凤凯 天津市泰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  王文林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黄山供电公司 

7  王  立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8  王松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9  王  佼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10  王怡萍 电力建设专业委员会/国家电网公司交流建设部 

11  王崇康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王  澍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13  尤永坚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4  尤海峰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5  孔碧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怒江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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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6  甘智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7  厉洪生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济宁电厂 

18  石  侃 德宏供电局 

19  石桂连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  龙建平 广东电网公司 

21  卢一凡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2  冯志强 湖北电科院 

23  朱董军 国网新源张家口风光储示范电站有限公司 

24  任乔林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孝感供电公司 

25  任洪月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6  邬小波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27  刘丽丽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8  刘宗喜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9  孙方家 大唐滨州发电有限公司 

30  孙亚辉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31  杜俊杰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邢台供电分公司 

32  杜剑坡 国网许昌供电公司 

33  李劲彬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4  李  青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达拉特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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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35  李杰华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36  李  勇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 

37  李素莹 佛山供电局 

38  李  喆 深圳福田供电局 

39  李  森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40  李靖霞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41  杨志淳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2  杨丽红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石林供电局 

43  杨迎哲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44  杨  亮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45  杨  莹 天津市泰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46  吴雁南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47  何  健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48  汪思念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49  汪濙海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50  沈志辉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 

51  沈  映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52  宋  强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53  张元龙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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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54  张  旭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5  张  杨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6  张迎晓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57  张春雷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8  张俭平 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59  张琼华 云南电网责任有限公司红河供电局 

60  张舒翔 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61  陈顺东 云南电网公司昆明寻甸供电局 

62  邵心元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63  林建军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4  林祥东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65  罗彩云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 

66  金  蕾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7  周宇昊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8  周克楠 广东电网佛山供电局 

69  郑陈达 国网福建电力检修公司 

70  孟庆霖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71  赵国涛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72  荆  臻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计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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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73  胡利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4  姜宝双 大唐长春第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75  姜琳杰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76  姚杰淳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77  贺  兴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 

78  贺家慧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79  钱晓瑞 国网福建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80  徐伟燕 红河供电局 

81  徐  娟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82  郭光强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3  姬海宏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84  黄国平 佛山供电局 

85  龚  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86  康  臣 国网阜阳供电公司 

87  梁永全 佛山供电局佛山电力体验馆 

88  梁祖民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三峡工程博物馆 

89  蒋兴良 重庆大学 

90  韩英杰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公司 

91  程学文 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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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92  程舒华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93  富英杰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市长乐区供电公司 

94  甄为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5  蔡淑娴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 

96  廖国权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7  樊欣欣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8  霍艾莉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抄送：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20年 7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