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柳州市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2023年）
序号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1 陈隽 高工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 陈来国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3 陈雄波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4 陈志良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5 谢文彰 研究员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退休）
6 于锡军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7 王运芳 高工 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8 李香兰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9 林树权 高工 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10 庞少静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1 罗德勇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2 韩彪 教授级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3 吴开庆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4 吴洁敏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5 甘正旗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16 赵文晖 高工 柳州市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
17 严谨 高工 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桂林市生态环境局退休）
18 汤波 高工 桂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19 李平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
20 文衍红 研究员 柳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21 袁安娜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退休）
22 王林 高工 柳州市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退休）
23 黄俊装 高工 来宾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退休）
24 张彦 高工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退休）
25 余婉丽 教授级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退休）
26 莫招育 教授级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7 赵军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退休）
28 林卫东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退休）
29 杨崇毅 高工 广西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退休）
30 陈莉 高工 南宁市生态环境局（退休）
31 秦萍 高工 柳州市环境科学学会（退休）
32 刘尚志 高工 贵港市环保行业协会（退休）
33 赵才流 高工 广西河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退休）
34 樊振辉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退休）
35 罗华萍 工程师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退休）
36 彭清 高工 柳州益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原柳州监测中心站已退休）
37 何华 高工 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退休）
38 冯鸣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退休）
39 刘新梅 研究员 广西科技大学
40 熊建华 副教授 广西大学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41 郭艳 副教授 柳州工学院
42 易慧 高工 柳州工学院
43 李红华 高工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 隆卫革 教授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 冯庆革 教授 广西大学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46 于巧玲 教授 贺州学院
47 黄海龙 高工 广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48 康志强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49 钟亩锋 高工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 覃宁魁 高工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退休）
51 高武振 教授级高工 广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52 耿磊 高工 柳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黎海坤 高工 柳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利健 高工 柳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5 梁志勇 高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6 卢顺 高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7 杨友平 高工 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58 胡艳君 高工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9 黄丽娟 高工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 梁杰群 高工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1 苏飞 高工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2 钟威 高工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3 钱再胜 高工 方盛车桥（柳州）有限公司
64 补祥麟 工程师 广西柳化氯碱公司
65 覃志海 工程师 广西柳化氯碱公司
66 王欣荣 高工 广西柳化氯碱公司
67 杨国稳 高工 广西柳化氯碱公司
68 陈艳艳 技师 广西利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69 罗武城 工程师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70 覃鹏旦 工程师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71 周耀军 工程师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72 江俊霖 高工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3 宁佳 高工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4 吴在波 高工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5 张娅琳 工程师 广西鱼峰集团有限公司
76 罗海波 工程师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7 郑成红 高工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退休)
78 吴璇 高工 广西柳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79 陈丽芬 高工 广西柳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0 罗天 高工 广西柳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1 刘伟清 高工 广西柳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退休）
82 张冬冬 高工 广西柳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3 李东 高工 广西柳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4 黎意惠 高工 广西柳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退休）
85 黄黎英 高工 柳州市圣川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86 吴坤 高工 柳州市圣川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87 李仕军 高工 柳州市圣川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88 简华丹 高工 广西桂寰环保有限公司
89 莫丽芬 高工 广西景宸环保有限公司
90 李婷婷 高工 南宁市展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 文丰玉 高工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2 邓杰 高工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3 冯波 正高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4 谢庆剑 高工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5 劳世琦 高工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6 吕义 高工 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7 唐长海 高工 广西纳海交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98 龙银慧 高工 广西来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9 钟武利 高工 广西来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刘婵 高工 广西南宁碧桂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1 覃海春 高工 广西南宁碧桂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2 梁秋苹 高工 广西南宁碧桂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3 郭翔 高工 广西贺矿科技有限公司
104 张旭东 教授级高工 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5 张海东 高工 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6 李蘅 教授级高工 广西宏宇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7 莫凤明 高工 广西宇宏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8 莫燕 高工 广西宇宏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09 梁先献 高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0 黄威 高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1 杨灼萍 高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2 尚建国 高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3 曾凤 高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4 肖筱瑜 高工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115 梁文寿 高工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116 张静 高工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117 熊佐芳 高工 广西桂咨环境评估有限公司
118 潘永忠 高工 广西盛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9 李冬冬 高工 广西南宁北投心圩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120 位菁 高工 广西南宁北投心圩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121 毛志刚 教授级高工 广西南宁北投心圩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122 邓世恩 高工 广西环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3 韦栋聪 高工 广西环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4 范荣洋 高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5 朱健 高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6 张海萍 高工 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7 张宗兰 高工 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8 黎如 高工 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9 李爱雯 高工 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30 黄健军 高工 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31 梁月园 高工 广西蓝星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32 丁峰 高工 广西蓝星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133 郑双金 高工 广西中冠智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34 梁骥 高工 广西中冠智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35 谢懂 高工 广西中冠智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36 王振兴 高工 广西渌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37 黄剑 高工 广西华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138 谭文军 高工 柳州金太阳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39 林珊 高工 广西融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40 陈柳旋 高工 柳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 杨红军 高工 柳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142 刘晨 高工 广西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143 杨志凌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44 江祖嘉 高工 广西环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45 易爱华 高工 北京益普希环境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