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北京消防协会单位会员代表名册（拟定）

时间：2019年7月15日

序号 代表姓名 单位会员名称

1 邱仓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防火研究所

2 刘学锋 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3 汪彤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4 黄智勇 北京阿科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5 孟庆国 北京华祺洋消防安全有限公司

6 王东林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7 范琪 琪舰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 李振锁 北京清大同恒消防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9 刘映彤 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有限公司

10 吴宜夏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 杨忠良 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 郑飞 中消云（北京）物联网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13 孙朝中 北京光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任磊 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

15 刘宝辉 北京华安全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6 敖日塔 北京海安博大电气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7 杨文广 北京桑迪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18 彭勇 北京华商远大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19 侯文哲 北京玉鼎磊诺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20 涂燕平 北京利达华信电子有限公司

21 李超 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 王中明 北京富邦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23 李志业 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司

24 马达伟 北京中德启锐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25 张文满 北京顺安洁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6 马建民 北京火正消防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7 石文均 北京久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28 尹龙春 北京万家洁新科技有限公司

29 任东剑 北京阜达宏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30 冯庆如 北京京安四海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1 唐延辉 北京精诚安保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2 吉冬梅 北京市昌平区清大东方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33 袁永刚 北京市融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34 赵雪梅 北京中天建科消防安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5 陶铁牛 北京安宁威尔应急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36 王文涛 北京泽惠风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37 周海顺 北京勃顺兴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38 姜立强 北京路路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39 王志强  北京金淼鑫盾智慧物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0 晋宝生 北京东霖科技有限公司

41 邢鹏 华信中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42 王宇 辰安天泽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43 李儒树 北京长城研修学院

44 张士成 北京星顺达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45 刘毅 北京市安康诺盾科技有限公司

46 李骋 北京久久神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7 陈乃华 北京中消世纪消防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8 何闽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9 蔡为民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0 崔俊荣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级技工学校

51 李晓华 小蜜蜂互联（北京）消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2 李军翔 北京市骏景酒店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53 王军 北京佰易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54 刘利婷 北京诚慧清洁有限公司

55 王希阳 北京德众国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6 王东 北京富东宏远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57 汤有存 北京港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8 李志刚 北京广大宏朗联拓科技有限公司

59 马建鲁 北京合安利达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60 胡军 北京京海康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1 赵保勇 北京京豫鲁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 郝艺 北京久合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63 郭胜利 北京莱福灵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64 张家俊 北京清江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5 赵颖 北京市创岚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6 张爽 北京华宇顺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7 王建新 北京市今日阳光保洁有限公司

68 于祥杰 北京市骏景酒店用品在限责任公司

69 孙俊杰 北京天锐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70 刘佰权 北京天润鹏缘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71 陈永利 北京新百发缘科技有限公司

72 成建民 北京星磊百吉保洁有限公司

73 王伟 北京兴垚嘉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4 金立珍 北京中府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75 李远锋 北京安美佳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76 赵昆 瑞华鑫机电设备安装（北京）有限公司

77 杨艳 北京博霖翔皓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78 刘永平 北京禹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79 徐晓永 北京市富熙豪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80 刘利亭 北京博亚盛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81 王记 北京大德润生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82 吕珍 北京东方雄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83 张小垒 北京广安顺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4 郭志成 北京华融义缘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85 汪亮 北京力天京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6 邱小军 北京军威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7 赵建军 北京鑫淼润泽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88 赵剑 北京奥信建筑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9 周江 北京市澳际智能消防安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0 蔣如蓉 北京航天海泉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91 常立明 北京利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92 申剑 北京太平机电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93 王艳领 北京泰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94 陈志新 中超伟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 张淑杰 北京利达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6 姜子华 北京安富伟业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97 张金阳 北京安泰达消防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98 任轶 北京世安众合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99 黄一品 北京城建天宁消防有限责任公司

100 李月云 北京博峰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101 裴雷 北京达安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02 李峭玲 北京东汉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103 刘鹏举 北京高炜懿德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104 胡红亮 北京国泰瑞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05 叶翔 北京浩通博宇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06 文东义 北京虹仪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7 王杨 北京华安泰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08 胡涛 北京火政殷实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109 孙杨 北京骥中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10 沈炎明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11 于金霞 北京金玉航辉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12 于清 北京京安福伟业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13 孙哲 北京京达金鼎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14 李懋昌 北京坤钧枫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115 孙亚东 北京蓝剑天亭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6 李少春 北京励拓新安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117 姜彤华 北京六合成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118 穆香彩 北京隆安鸿运消防设施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19 李征 北京升鼎浩瀚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20 杜继明 北京圣元天享工贸有限公司

121 李宗堂 北京世纪昊诚消防安全科技有公司

122 郭秋菊 北京顺和安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23 刘东明 北京天汇中方消防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24 王琴华 北京天一星熙消防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25 唐长春 北京鑫湘宁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126 高伟 北京鹰翔风景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27 秦宁宁 北京永信安保公共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28 樊志强 北京泽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29 安军臣 北京智朗卓越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30 田灵钦 北京中安精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1 李琳 北京中泰伟业消防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132 张丽霞 北京中消永安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3 侯井龙 北京远佳成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4 黄标 北京安泰德科技有限公司

135 徐军 北京诚安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36 王志民 北京五岳朝天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137 赵贺民 北京市顺诚东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138 宋玉龙 北京弘锐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39 林森 北京市大兴区众合平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40 王阳 北京市海淀区众安晓育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41 徐堂卿 北京安亿通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42 姜松华 北京安征昊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43 濮励 睿佳智慧（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4 赵理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145 黄晓家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