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男，40 岁，在 ISO 的 1 个 WG 担任联合召集人、8 个 TC（PC）和 WG 担任注册专家、2 个 TC

担任联络代表；在 4 个全国标委会担任委员；在 1 个地方标委会担任副主任委员。推动成立“中国标

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创办中国服务贸易标准化论坛。主导和参与 ISO 20700《管理咨询服务指南》

等国际、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共计 40 余项，涵盖管理咨询、外卖配送、共享经济、商事法律、会议

展览等新领域。在贸促系统内开展标准普及教育，举办近 20 场公益讲座，为超过 5000 人次授课普及

标准化法和标准基础知识；推动建立了“标准化 + 商事认证 + 贸易促进”的新业务模式；主持中国贸

促会委托课题《标准国际化推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对策与路径研究》，研究

成果于 2018 年 3 月被中办信息采用。积极倡导与实践贸易促进与标准化协同发展。发表论文 13 篇，

主编《品牌管理》等专著 7 部，参与编写 1 部。

个人简介：

女，52 岁，国际皮革与化学家联合会（IULTCS）专家、浙江省 151 人才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国

家质监总局第一、二届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技术评审组专家；全国皮革标委会制革分委会等 3 个标

委会委员。获 2013 年皮革行业标准化工作突出贡献奖。参加完善了国家皮革标准化体系，起草并形成

ISO 18218-2 我国第一个皮革国际标准。组织和开展皮革相关测试技术研究，牵头主导起草了 GB/T 

36929-2018《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 (PFOS) 和全氟辛酸类物质 (PFOA) 的测定》

等 30 余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 20 余项大型企业的企业标准，形成国际部分采购商认可的实验室

方法 9 个。发表论文 6 篇，参与专著 2 部。

姓名：姚  歆

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姓名：黄新霞

单位：国家皮革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

个 人 奖



个人简介：

男，52 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担任全国金融标委会委员、金标委银行间市场技术标准工

作组组长、ISO 20022 外汇标准评估组召集人、ISO/TC68/SC9/WG2（金融服务中基于 Web 服务的应

用程序接口）注册专家，并于 2019 年起担任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体系基金会（GELIF）董事会董事。

多次获得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2012、2014、2015、2016、2017）；沪上金融行业领军人物称号等。

主持向 ISO 提交注册八条外汇交易业务领域 ISO 20022 报文（首次由我国主导开发制定的金融国际通

用报文）；完成《银行间市场基础数据元》等三项金融行业标准的制修订；主导开展 ISO TC68/SC9

下的 ISO 20022 标准修订研究工作；组织编写 ISO 技术规范 NWIP“金融服务中参考数据分发规范”；

组建 FIX 人民币产品工作组。发表论文 9 篇，主编《外汇市场与交易系统》著作 1 部。

个人简介：

男，46 岁，获得 2018 中国光伏领跑者创新论坛杰出贡献奖（上海市太阳能学会）、2012 年度全

国电力改革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专利授权 22 项。现担任浙江省太阳能光伏

标委会副主任委员、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委会、中电

联户用光伏发电标委会委员。主导编写了《光伏组件自然曝露试验及年衰减率评价》3 项行业标准的

研制；主持制定了首项户用光伏系统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家庭屋顶并网光伏系统》，推动了浙江省

乃至全国户用光伏领域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发表论文 19 篇。

姓名：许再越

单位：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周承军

单位：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个人简介：

男，50 岁，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委会委员，全国水泥制品标委会委员，全国标准化原

理与方法标委会标准化评价分委会委员，获得了 2017 度产学研合作创新大奖（中国产学研促进合作会），

2018 年度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九届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中国技术市场协会）。获得授权

专利 126 项，其中发明专利 34 项，实用新型专利 92 项。参编《智慧城市 建筑及居住区综合服务平台

通用技术要求》、《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等国家标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理合同范本》等行业、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发表论文 2 篇。

个人简介：

男，54 岁，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气防火分技术委员会等 3 个标委会委员。先后获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一等奖 1 次（2010 年）、三等奖 1 次；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 次、三等奖 9 次，辽宁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 1 次。获得授权专利 2 项。先后承担、参与国家科技项目 4 项，省部级科技项目 4 项，

主持编制《文物建筑电气防火规范》国等家工程建设标准 5 项、产品及其他国家标准 20 余项。发表论

文 20 余篇，主编《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系列产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解读》等专著 3 部。

姓名：倪志军

单位：重庆恒佳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姓名：丁宏军

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个人简介：

男，45 岁，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委会材料分委会等全国 4 个标委会、专委会委员。获得云南

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5 年）、技术进步奖三等奖（2008 年）等省部级奖项。拥有授权专利 24 项，

其中发明 15 件，国际发明 2 件，实用新型 9 件。主持编写 GB/T30861-2014《太阳能电池用锗衬底片》

等国标、行标共计 23 项，其中国标 16 项，行标 7 项。所主持完成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项目 GB29413《锗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获得 2015 云南省标准化创新贡献奖，GB/T23522《再生锗原料》获得 2010

年度云南省标准化创新贡献奖。发表论文 32 篇，专著 4 部。

个人简介：

男，36 岁，长期从事耐火材料性能测试及标准化工作，目前，担任国际标准组织 ISO/TC33 

WG27 工作组召集人、项目负责人，国家重点专项 NQI5.5 课题负责人。负责耐火泥浆检测方法的研究、

ISO 13765.7 《耐火泥浆 加热永久线变化率试验方法》国际标准制定及 GB/T 22459.7 《耐火泥浆 高温

性能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修订项目的工作，同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耐火材料用工业硅中单质硅和二

氧化硅的测定方法》。已经完成主编或参编国家、行业标准 7 项。同时对我国耐火材料行业标准征求

意见稿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完善我国耐火材料标准起到重要作用。发表论文 9 篇。

姓名：普世坤

单位：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伍书军

单位：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个人简介：

男，56 岁，高级工程师。国家家用电器标委会主要零部件分委会委员。获得过质检总局先进个人。

作为主要负责人提出并完成了全国首个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任务；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

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 - 西安高新技术电子通讯产业标准示范工程

任务等多个课题；西安市“十二五”、“十三五”标准化政策主要设计者，推动政府建立了《标准化

+ 行动计划》、《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军民融合产业标准化项目扶持管理办法》、《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军民融合标准化试

点探索工作，取得成效、经验和模式被国务院在全国推广并应用。发表论文 50 多篇。

个人简介：

男，50 岁，国内 4 个标准化组织委员：如全国裸电线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标准化协会电线电

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二五”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深海通用技术与产品研制（I 期）主题项

目首席专家。负责公司的科技研发和标准化管理工作，公司现参加 40 个国际和国内标准化组织，参与

制修订标准数量达 293 项，国内首家承担 IEEE 标准制定 1 项、参与 IEEE 标准制定 3 项、牵头 IEC 标

准 1 项；在其领导下，公司获得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国网公司技术标准创新贡献奖

二等奖、获评电器工业标准化良好行为示范企业、承担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1 项。本人

发表论文 25 篇，主编专著 5 部。

姓名：关养利

单位：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姓名：谢书鸿

单位：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简介：

男，43 岁，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制性产品认证技术专家组 TC10 副组长，全国产

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委会（SAC/TC463）等副主任委员，从事电子电器领域工作 21 年（含标准化领

域工作 12 年）。荣获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二等奖、工信部百项团

标示范奖等多项标准实践应用领域创新奖，拥有授权专利 21 项。编制国标 3 项，撰写行标 4 项，作为

第一起草人撰写智能团标 5 项；撰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抽方案 11 项，作为部委课题负责人、总协调

和方案策划人主持了 18 项课题的研究和实施。推动创建了中国标准化协会电器电子分会，重点推动家

电行业团标的应用实践与采信推广。分会共推出 48 项团标，与会员单位强强联合，搭建国际标准、国

标、行标、团标、企标一体化战略平台，形成产学研系列标准全链条助推行业创新发展。发表论文 13 篇。

个人简介：

男，56 岁。全国项目管理标委会（SAC/TC343）等 3 个全国标委会副主任委员、委员。获得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2015 年）。研究方向主要为标准体系、信息分类与编码、项目管理等方面。

牵头参与了国家标准委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准化项目《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标准前期研究》。

主导完成《城市公共自行车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生态河道建设国家级标准化试点》、《桐庐美丽

县城建设综合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等 10 多项国家级试点。科技部“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

应用”、《城市可持续发展关键基础通用技术标准研究》课题负责人。以国际标准为技术支撑，对照

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深入开展城市国际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研究。主导完成 GB/T 37538-

2019《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等国家、行业标准 6 项，参加或组织完成国家、行业标

准 7 项，参与或主导多项省市地方及团体标准。发表《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体系研究》等 5 篇

论文。

姓名：曲宗峰

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姓名：童  俊

单位：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个人简介：

男，45 岁，高级工程师，全国认证认可标委会委员，获得原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2015 年）；

担任组长的国家十三五 NQI“服务认证”课题，获得 6 项软件著作权，并已申请 1 项发明专利。构建

CQC 的标准管理组织架构，针对不同层级的标准制定不同的参与策略，形成有效的标准化运行体系。

担任 ISO/CASCO/17011《合格评定认可机构通用要求》、ISO/CASCO/17000《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

原则》国际专家；同时还承担 ISO/PC288（教育组织质量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275（污泥、污

水处理与处置技术委员会）的国内对口技术单位。参与 ISO/PC248《生物质可持续准则》国际标准、 

GB/T27026-2019《合格评定 有形产品认证方案示例》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近 10 项，和多项技术规范；

牵头、参与科技部、认监委、认可委、CQC 课题近 10 项。发表论文 16 篇，参与编写专著 2 部。

个人简介：

女，47 岁，获得了 2 项国家发明专利，8 项省部级奖项，其中 2 项一等奖（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

会）；参与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电影数字拷贝传输和播放技术研究与示范》中《基于 FPGA 的

JPEG2000 数字影院播放服务器》子课题及配套课题各阶段的研发、测试和示范任务；作为主要执笔人

参与了《数字影院质量 银幕亮度、色度和均匀度》、《数字电影放映模式设置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数

字电影打包 第 1 部分：声音和图像轨迹文件》等行业标准的制定。共负责了 30 项标准的制修订全流

程管理。负责组织完成了 93 项标准、计划项目的复审清理工作；在 ISO/TC36 的国内技术对口工作方

面，共组织完成 122 项投票工作，负责承办了一次全体会议，负责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 2 次全体会议。

发表论文 22 篇。

姓名：邓云峰

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姓名：刘茂英

单位：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



个人简介：

男，59 岁，主导制定了中医药 - 灵芝、中医药 - 铁皮石斛 2 项 ISO 国际标准。并参与制定了《道

地药材—灵芝》《道地药材—铁皮石斛》等 25 项国家、地方、团体标准，其中主持 8 项。提出了中药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及推广应用，构建了多链融合驱动的中药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中药绿色生态可持续利用等技术路径，并以灵芝、铁皮石斛等珍稀名贵中药为载体，

突破育种、种植、精深加工等关键瓶颈问题，夯实了各级各类标准制定的基础工作。发表论文 26 篇，

主编专著 10 部。

姓名：李明焱

单位：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