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电梯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议通讯录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地址 工作电话 

何毅 处长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号  

李守林 理事长 中国电梯协会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10-2311426 

史仲光 
主任 

秘书长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北京市宣武门广外大街甲 397号 010-83069037 

李增健 
主任 

副秘书长 

中国电梯协会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055247 

孙颐 主任助理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北京市宣武门广外大街甲 397号 010-83069037 

王水福 董事长 西子电梯集团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1号  

樊小刚 院长 西子研究院  0571-86953851 

程礼源 高级工程师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庆春路 1-1号 0751-85160845 

孙立新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验院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144-152号海景中心 6喽 0757-81062100 

钱志伟 质量总监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李宁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

分院 
苏州市吴中东路 91号  

梁洁婷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文化路 1号  

王保华  优力维特（北京）电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华威里 2号楼翌景嘉园 1层 E-H

室 
 



原徐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 107号龙江大厦

1401 
 

张智敏 经理 蒂森克虏伯家用电梯公司 上海市虹梅路 1801号 A区 105室  

叶凯 科长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番禺大石镇石北工业区 020-39908409 

王誉龙 质量副经理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分区勋业路 2号  

余淼 培训经理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分区强业路 279号  

谢胜宇 培训经理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99号 021-22012359 

陶琴意 培训主管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99号 021-22012360 

陈路阳 部长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 7号  

潘莉 部长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 7号  

邓鹏 科长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 7号  

孔健 部长助理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 7号  

金亚鑫 部长助理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 7号  

朱勉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运营公司 上海仙霞路 322号鑫达大厦 20层  

顾慧 市场宣传经理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滨江区滨安路 1181号 0571-87688748 

张红兵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1号 0571-87688138 

杨福琪  上海市电梯协会 上海市中山北路 198号申航大厦 1309室  

吴斌 秘书长助理 上海市电梯协会 上海市中山北路 198号申航大厦 1309室 021-56988612 

刘训明 副秘书长 沈阳市电梯安装维保技术协会 沈阳市十三纬路 23号 024-23876419 

郑凤云 办公室 河南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市东呈路 38号 0371-66388388 



游江 人力负责人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分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北路杨庄 010-88935660 

史淑杰 总经理 沧州市东福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沧州市运河区皇家壹里小区 3楼 1单元 201室  

范旭泽 质量部长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延安南路 0374-3130332 

王三伟 副总工程师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延安南路 0374-3130333 

赵东方 安装维修总监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吴勤华 人力资源部长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陈喆 制造部长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张荣华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赵旭东 培训主任 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唯新路 28号  

王东升 
工程维保总经

理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汾湖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号 0512-63296250 

宋丽红 培训总监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汾湖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号 0512-63296250 

杨茂英 培训副主任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汾湖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号 0512-63296250 

陆斌君 售后经理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汾湖经济开发区莘塔大街 1253号 0512-63299399 

孟龙刚 行政经理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汾湖经济开发区莘塔大街 1253号  

李荣焕  山东百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西泺河路 57号  

袁旦旦 培训专员 东南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交通路 6588号 0512-63031558 

钱亮 质量总监 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经济开发区仪塔路 588号 0512-63328771 

于利勇 工程部副部长 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经济开发区仪塔路 588号 0512-63328772 

李国林 部长 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省吴江市芦墟镇莘园路 6号 0512-63295861 



陈洁 部长助理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遵义市隋阳璐 33号 0852-8416377 

张卫华 党委书记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遵义市隋阳璐 33号 0852-8416377 

刘国庆 总经理 湖南崇友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119号标志商务大厦 603

室 
 

李志弘 电梯学院院长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 18号 87215624 

李艇 副院长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 18号 87215624 

苏桂文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 18号 87215624 

沈燕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 18号 87215624 

吕晓梅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 18号 87215624 

杨波 主任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88号 024-89714188 

周伟林 副校长 溧阳市天目湖中中等专业学校 溧阳市溧城镇歌歧路 120号 051－87318008 

高福明 副主任 溧阳市天目湖中中等专业学校 溧阳市溧城镇歌歧路 120号  

王利懿 副校长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吴江市油车路 922号 0512-63465667 

俞荣 副校长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吴江市油车路 922号 0512-63465668 

陈海 机电工程部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吴江市油车路 922号 0512-63465669 

牛曙光 
电梯工程系主

任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市湖山路 99号 0512-52251598 

郭兰中 
机械工程学院

副院长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市湖山路 99号 0512-52252013 

肖卫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中山路博爱七路 25号  



 

顾德仁 总经理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北区 312国道北侧 0512-67508652 

王婷 营销交流主管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北区 312国道北侧 0512-62576870 

薛华强 高教部主任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号 0512-65222711 

贾明 副校长 南京永创教育培训中心 南京市中央路 258号锦盈大厦 4楼 025-83414185 

王锐  中国电梯杂志编辑部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1464 

宋杨  中国电梯杂志编辑部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0641 

赵光瀛 副主任 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0061 

郎婷 秘书长 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0061 

刘伟  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1464 

张荃 秘书 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号 0316-2310061 

覃炳乐 部长 广州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天和路 238号华龙大厦 85261890 

李淼 总经理助理 沈阳东大中新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84-8号东北大学产业楼

3层 
 

林映森 华东大区经理 深圳市智胜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戌航城大道安乐工业区

B1栋 
 

韩培培  山东森通电梯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市无影山中路 121号 C座 2单元 1101

室 
 

汪明亮 技术支持经理 西子电梯集团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1号  

董辉 校长 江苏省海安县技工学校 江苏省海安县高庄路 1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