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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文件 

中国氮协发（2019）第 062号 

关于召开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会

暨 2020 年团体标准立项审议会的通知 
 

各位标工委委员、相关单位： 

为适应我国标准化体系改革，推动氮肥、甲醇、硝酸硝铵、三聚氰胺

及相关行业标准化自主创新、自我完善，满足行业发展对标准的需求，根

据《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

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经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审核，中

国氮肥工业协会于 2019年 5月成为“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团体用户，

具备制修订相关团体标准并在平台上发布的资格。为做好团体标准的制定

与管理工作，协会定于 2020年 1月 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

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会暨 2020年团体标准立项审议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有关部门领导讲话； 

2、成立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3、审议通过《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4、颁发第一届标工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聘书； 

5、2020年团体标准立项审议会； 

6、讨论团体标准化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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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人员 

1、有关部门领导； 

2、标工委委员，标准编制、参与单位。 

三、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1 月 5 日 14:00-20:00 外地参会人员报到（1 层大厅），1

月 6日 08:00-08:40北京参会人员报到（10层 F会议室）。 

会议时间：1月 6日 09:00-17:00。 

四、会议准备 

请各立项建议提出单位做好汇报（以报告或研讨两种形式）准备，并

按时参会。以报告形式汇报的项目时间不超过 15分钟，以研讨形式汇报的

项目请准备相关材料供标工委审议，并于 12月 25日前将汇报材料发至协

会联系人。 

五、会议地点及交通 

北京市 亚奥国际酒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一号 

酒店电话：010-64874433 

交通路线：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机场快轨到三元桥站，换乘 10号线坐到北土城

站，换乘 8号线坐到奥林匹克公园站，换乘 15号线坐到北沙滩 B2口（东

北口）出站，步行 200米。打车到酒店约 100元。 

北京西站：北京西站（地铁站）乘地铁 9 号线到国家图书馆下车，转

4 号线到中关村 C2 口（东南口）下车步行 169 米，到中关村南乘 307 路

到北沙滩桥北站下车到酒店；从北京西站乘特 13路公交车到北沙滩桥南下

车再步行 277米到酒店；打车到酒店约 60元。 

北京南站：乘地铁 4号线到平安里 C口（东南口）下车，乘特 13路

到北沙滩桥南站下车到酒店；打车到酒店约 50元。 

北京站：乘地铁 2号线到鼓楼大街站换乘地铁 8号线，再到奥林匹克

公园站换乘 15号线到北沙滩 B2口（东北口）出站，步行 200米；打车到

酒店约 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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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费用 

每位代表交纳会议费 1000元（含餐费），住宿费自理。 

会议费请汇至以下指定账户： 

户   名：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铺炕支行（行号：

102100002239） 

帐  号：02000 223090 14421348  汇款用途请注明“标工委” 

联系人：夏宁，电话：010-82032113。 

七、联系人及其他 

协会联系人：王亚楠、刘振峰 

15117951089，17800862097 

010-62012905，dfxhjsb@163.com 

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协会联系人。 

 

附件 1：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第一批） 

附件 2：参会回执表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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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第一批）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1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顾宗勤 理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王立庆 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3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曹占高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4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高  力 副秘书长/工程师 

5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苏建英 产业发展部主任/高级工程师 

6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 张建胜 教授 

7 天津华景化工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景双伍 董事长/正高级 

8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许建锋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9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宏葛 部长/高级工程师 

10 辛集市九元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刘  健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1 秦皇岛五弦维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于长志 常务副总经理 

12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  伟 
煤化工事业部技术处科长/高

级工程师 

13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股份公司 王  翔 总助/高级工程师 

14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郭文龙 总工/高级工程师 

15 天脊集团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张瑞林 副经理/工程师 

16 交城县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牛天亮 高级经济师 

17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崔书明 副总经理/工程师 

18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刘育军 副总工程师/工程师 

19 灵谷化工有限公司 吴国均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20 灵谷化工有限公司 许昆岭 
大化肥分公司技术科副科长/

中级职称 

21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  波 总经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2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如 
工艺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常务

副主任、项目办主任/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23 浙江凤登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明霞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5

24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梅树美 总工办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25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戴登科 质量科科长 

26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文生 技术总监/教授级高工 

2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  伟 研发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28 九江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顾朝晖 
技术副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9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劉忠發 主任/高级工程师 

30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延吉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31 明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同福 
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高级工程师 

3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肖旭东 生产科科长/中级职称 

33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雄斌 副研究员 

34 湖南安淳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谢放华 高级工程师 

35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叶  飞 副总经理 

36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钟明乾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37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  刚 质量管理部部长/工程师 

38 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叶  锐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39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徐良辉 企管部部长/书记 

40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曾贯虹 副总工/高级工程师 

4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陈永俊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42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赵国军 副总工程师/工程师 

43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 孙国武 
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高级 

工程师 

4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胡潘辉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45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魏万强 化肥厂厂长 

46 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李公伟 副总工程师 

47 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司 陈  刚 技术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48 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司 孙  笃 
董事长助理兼创新研究院院长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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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预订房间 
双人标准间（550元/天 □）：    间   是否合住： 是□  否□ 

单人大床间（550元/天 □）：    间    

开增值税 

发票信息 

开票单位名称（户名）  

纳税人识别号（税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注：（1）为保证住宿安排，请参会代表于 12月 25日前将回执发至协会。 

邮箱：dfxhjsb@163.com，传真：010-82032742，82038259。 

（2）会议费可开具增值税发票，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票，请认真填好“开增值税发票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