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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腐奖字〔2019〕9 号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关于表彰 

优秀个人会员、优秀学会工作者的决定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成立四十年来，广大会员在腐蚀与防护领

域为科学普及、学术交流、教学育人、科学研究、生产应用、防腐

施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做了大量工作。

为表彰其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个人，经推荐，学会常务理事会

审议，学会奖励委员会决定分别授予曹雪峰等 25 名会员“中国腐

蚀与防护学会四十年贡献奖——优秀个人会员”荣誉称号，授予林

树青等 58 名学会工作者“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四十年贡献奖——

优秀学会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奖名单分别见附件）。 

希望全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会员再接再厉，继续发扬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我国腐蚀与防护事业的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1、“优秀个人会员”获奖名单 

      2、“优秀学会工作者”获奖名单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 1： 

“优秀个人会员”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曹雪峰 
中石化齐鲁石化设备防腐检

测中心 
14 钱余海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2 陈国龙 温州赵氟隆有限公司 15 屈定荣 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3 杜荣归 厦门大学 16 双安迪 
中特检管道工程（北京）有限

公司 

4 郭崇武 广州超邦化工有限公司 17 吴欣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5 韩燕 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18 谢志敏 山东齐鲁漆业有限公司 

6 郝晋堂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19 熊金平 北京化工大学 

7 何金杯 武汉华科特新技术有限公司 20 雍兴跃 北京化工大学 

8 何鸣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1 张小阳 
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9 贾瑞灵 内蒙古工业大学 22 郑伟义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福州） 

10 李光福 上海材料研究所 23 朱彦海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11 林德源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24 李夏喜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林守江 天津市嘉信技术工程公司 25 杨涛 
中石油西部管道公司科技信息

服务中心 

13 刘柯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附件 2： 

“优秀学会工作者”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在机构 序号 姓名 所在机构 

1 林树青 承压设备专业委员会 30 张启富 热浸镀专业委员会 

2 何仁洋 承压设备专业委员会 31 江社明 热浸镀专业委员会 

3 陈新 
电网腐蚀防护与安全专业委

员会 
32 刘小辉 

石油化工腐蚀与安全专业委

员会 

4 陈云 
电网腐蚀防护与安全专业委

员会 
33 胡洋 

石油化工腐蚀与安全专业委

员会 

5 曹备 
防腐蚀施工与技术专业委员

会 
34 张艳玲 

石油化工腐蚀与安全专业委

员会 

6 张琳 
防腐蚀施工与技术专业委员

会 
35 孙明先 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7 左禹 
非金属耐蚀材料及先进制备

技术专业委员会 
36 蔺存国 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8 赵景茂 
非金属耐蚀材料及先进制备

技术专业委员会 
37 刘秀生 

涂料涂装及表面保护专业委

员会 

9 李瑛 
腐蚀电化学及测试专业委员

会 
38 段金弟 

涂料涂装及表面保护专业委

员会 

10 刘莉 
腐蚀电化学及测试专业委员

会 
39 何树全 土壤专业委员会 

11 曹发和 
腐蚀电化学及测试专业委员

会 
40 冯耀荣 

油气田及管道腐蚀与安全专

业委员会 

12 李茂东 
高分子管道和容器专业委员

会 
41 尹成先 

油气田及管道腐蚀与安全专

业委员会 

13 李美栓 高温专业委员会 42 张小红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14 彭晓 高温专业委员会 43 孙辉 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15 吴建华 
海洋污损防护技术专业委员

会 
44 汪的华 青年工作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所在机构 序号 姓名 所在机构 

16 张贤慧 
海洋污损防护技术专业委员

会 
45 魏丹 青年工作委员会 

17 陆峰 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 46 董俊华 外事工作专业委员会 

18 汤智慧 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 47 张达威 外事工作专业委员会 

19 王芝杰 化工过程专业委员会 48 张盾 外事工作专业委员会 

20 杭玉宏 化工过程专业委员会 49 李劲 学术工作委员会 

21 宿彦京 环境敏感断裂专业委员会 50 靳婉平 学术工作委员会 

22 张雷 环境敏感断裂专业委员会 51 程学群 咨询工作委员会 

23 郭兴蓬 缓蚀剂专业委员会 52 吴勇 咨询工作委员会 

24 付朝阳 缓蚀剂专业委员会 53 杨帆 咨询工作委员会 

25 张剑 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 54 杨德钧 学会秘书处 

26 王东林 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 55 李久青 学会秘书处 

27 范益 耐蚀钢专业委员会 56 张钦京 学会秘书处 

28 张政军 能源工程专业委员会 57 肖葵 学会秘书处 

29 凌云汉 能源工程专业委员会 58 于露 学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