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商贸促字〔2022〕283 号 

 
关于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绿色低碳贸易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成方案进行公示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十

四五”贸促事业发展规划》，满足绿色低碳贸易标准供给需求，建

立与完善绿色低碳贸易标准体系，同时为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贸易

国际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撑，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批准筹

建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绿色低碳贸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简称“绿色低碳贸易标委会”）。 

首届绿色低碳贸易标委会拟由 69 名委员组成，赵忠秀任主

任委员，焦洁、郑琰、彭水军、陈智卿任副主任委员，姚歆任委

员兼秘书长，武小文、王璟珉、董春松任委员兼副秘书长，秘书

处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承担。     

现将首届绿色低碳贸易标委会组成方案面向社会进行公示，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5 日。 

首届绿色低碳贸易标委会成立仪式将于 2022年 9月 4日（周



日）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六届中国服务贸

易标准化论坛上举行。 

 

联系方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 

电  话：010-66094072   邮  箱：ccpitning@163.com 

联系人：崔宁 

 

附件：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绿色低碳贸易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5 日 

 

 

 

 

 

 



附件 

 

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绿色低碳贸易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赵忠秀 主任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2 焦洁 副主任委员 北京卡本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3 郑琰 副主任委员 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 彭水军 副主任委员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5 陈智卿 副主任委员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6 姚歆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7 武小文 委员兼副秘书长 北京卡本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8 王璟珉 委员兼副秘书长 山东财经大学 

9 董春松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10 毕君 委员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 

11 陈桂华 委员 江西碧洲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12 陈树峰 委员 中商企名优特（北京）认证中心 

13 陈燕 委员 海南省质量协会 

14 段立君 委员 辽宁工业大学 

15 方慧 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16 付国印 委员 广东贸促国际商事认证中心 

17 付坤伟 委员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18 高兴锁 委员 中冶集团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9 高岩 委员 辽宁九鼎宏泰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20 贵婷 委员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1 郭莉丽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22 何琦 委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3 胡范成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24 黄裔华 委员 广州标明机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25 姜在斌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26 蒋满元 委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7 金旭峰 委员 浙江义境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8 蓝海军 委员 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 

29 李磊 委员 山东省欧美亚超低能耗绿色建设研究院 

30 李楠 委员 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31 李士博 委员 辽宁工业大学 

32 梁莹莹 委员 辽宁工业大学 

33 刘锋 委员 北京联合优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34 刘吉科 委员 湖南省贸促会 

35 刘伟丽 委员 深圳大学 

36 柳晓光 委员 保定英利水牛物流有限公司 

37 罗欣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38 孟 亮 委员 辽宁工业大学 

39 苗韧 委员 北京数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0 彭文斌 委员 广东邦盛北斗科技股份公司 

41 齐祥然 委员 兵团第十一师商务局 

42 阙细春 委员 江西省国际商事法律和博览事务服务中心 

43 邵宇婷 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44 沈建军 委员 新余市南方硅灰石有限公司 

45 石峰 委员 南京大学 

46 石健 委员 北京卡本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47 史振华 委员 山西诺伊购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48 宋策 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49 苏帅 委员 山东政法学院 

50 孙华平 委员 江苏大学 

51 孙文慧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 

52 孙亚男 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53 唐永华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54 王东普 委员 中共威海市委党校 

55 王力 委员 达力（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6 王彦斌 委员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57 吴永明 委员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 

58 谢树月 委员 日照市技师学院 

59 邢育松 委员 渤海大学 

60 闫云凤 委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1 杨晓静 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 

62 叶飞 委员 山东省欧美亚超低能耗绿色建设研究院 

63 余传志 委员 中科双碳（大连）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64 袁学兰 委员 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5 张斌 委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66 张娟 委员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67 章辉 委员 西北民族大学 

68 赵丽 委员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69 庄媛媛 委员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注:委员按照姓名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