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一届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专家委员会 

及专家名单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目  录 

一、产业发展组 

二、标准规范与检验检测组 

三、安全生产管理组 

四、烟火药剂与材料组 

五、工程设计与安全评价组 

六、机械设备组 

七、生产工艺组 

八、焰火燃放组 

九、储运与经营组 

十、文化与宣传组 

 

主任委员：钟自奇 

副主任委员：杜志明、黄茶香、谢仕纯、魏新熙 

委员：马光华、邓煜群、朱玉平、刘春文、苏云、李勇、

李忠良、肖湘杰、邹卫红、张继云、陈仕斌、钱志强、黄玉

国、曾凡成、谢福根 

 



一、产业发展组 (12人) 

组长：钟自奇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成员：邓煜群  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汤中亮  醴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孙传忠  大连金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张  伟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协会 

张发林  合浦和丰出口烟花股份有限公司 

陈仕梅  江西省万载县金峰花炮有限公司 

陈立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烟花爆竹行业协会 

周包财  万载县安全生产协会 

秦斌武  萍乡市金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黄道德  湖南省临灃县鞭炮烟花产业管理局 

曾凡成  湖南科大广通能源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标准规范与检验检测组 (11人) 

组长：朱玉平  国家安全生产浏阳烟花爆竹检验检测中心 

成员：万  军  国家安全生产宜春烟花爆竹检验检测中心 

方  钊  国家安全生产浏阳烟花爆竹检验检测中心 

李增义  北京市烟花爆竹质量监督检验站 

杨  林  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邹海峰  国家安全生产醴陵烟花爆竹检测检验中心 

张光辉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徐汉宣  中国兵器工业 213研究所 

黄茶香  国家安全生产浏阳烟花爆竹检验检测中心 

曾志自  国家安全生产宜春烟花爆竹检测检验中心 

谭爱喜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三、安全生产管理组 (13人) 

组长：谢仕纯  四川省烟花爆竹协会 

成员：王晓明  钟祥市丰山烟花有限公司 

匡学建  萍乡市焰花鞭炮科学研究所 

刘志义  万载县公安局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大队 

李兵荣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宋汉文  浏阳市公安局 

罗建社  湖南省浏阳市公安局危爆大队 

郑有金  江西中森礼花股份有限公司 

钱志强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 

郭  超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康  斌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韩  成  萍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颜颂华  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 

 



四、烟火药剂与材料组 (11人) 

组长：杜志明  北京理工大学 

成员：刘  玲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刘其城  长沙理工大学 

关  华  南京理工大学 

李晓光  浏阳市航天烟花材料制造公司 

李高峰  湖南宜章红炮技术有限公司 

吴  鹏  湖南省安全技术中心 

沈瑞琪  南京理工大学 

张晓成  万载县花炮科学研究所 

陈本诺  北海通用烟花有限公司 

潘仁明  南京理工大学 

五、工程设计与安全评价组 (19人) 

组长：刘春文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成员：王智刚  湖南省防雷中心 

文海贵  醴陵市烟花鞭炮管理局 

尹君平  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白春光  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朱纯仁  湖南省泰衡民用爆破工程安全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刘玉山  四川省烟花爆竹协会 

孙国芳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李金明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杨  华  湖南化工医药设计院 

范军政  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周永辉  广西安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周明安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胡其明  湖南省余丰出口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俞宜勤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费汉强  湖南铭生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郭科社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傅光明  国防科技大学 

魏新熙  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六、机械设备组 (9人) 

组长：肖湘杰  国家安全生产醴陵烟花爆竹检验检测中心 

成员：毛成兵  浏阳市荷花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若平  长沙跃奇节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吴  伟  浏阳市浏河机械有限公司 

吴  超  北京五洲中兴机电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陈仕斌  醴陵天马花炮机械有限公司 

罗喜平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陶  勋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戴光昭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七、生产工艺组 (12人) 

组长：李忠良  浏阳市金意烟花有限公司 

成员：杨吉明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吴秋成  江西省金成花炮集团有限公司 

陈留辉  湖南省科富花炮实业有限公司 

金海韬  浏阳市中洲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周  健  浏阳象形精品烟花出口制造有限公司 

洪裕斌  浙江省桐庐县花炮厂 

唐炳祥  国家安全生产醴陵烟花爆竹检测检验中心 

黄玉国  醴陵市神马花炮有限公司 

黄蔚德  湖南庆泰花炮集团有限公司 

董国跃  四川省烟花爆竹协会 

童  波  浏阳市引线行业协会 

八、焰火燃放组 (11人) 

组长：谢福根  上海市消防局 

成员：皮建平  江西中森礼花股份有限公司 

刘  刚  浏阳市花炮局 

刘勇章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庆  滨州市虹川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杨  霞  邹平县土产杂品有限公司 

张秋明  浏阳市银达利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陈智耀  萍乡市金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侯忠平  江西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彭玉良  浏阳市官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熊学飞  湖北省烟花爆竹协会  

九、储运与经营组 (9人) 

组长：苏  云  安徽盛虹烟花爆竹集团有限公司 

成员：马光华  宁夏供销社日杂鞭炮有限公司 

朱永桂  安徽省烟花爆竹协会 

刘  宝  日照市汇鑫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杜春雨  安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  勇  青神征幸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李亚军  河北蠡县德茂花炮集团有限公司 

邹卫红  山东省烟花爆竹协会 

楼挺群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协会 

 

十、文化与宣传组 (12人) 



组长：张继云  辽宁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成员：卢  鑫  上栗县环球出口花炮厂 

李仕飞  浏阳市花炮局 

李艳平  醴陵恒达烟花有限公司 

李最光  万载县烟花爆竹商会 

邱  建  湖南省工商联烟花爆竹行业商会 

汪  锋  万载县安全生产培训中心 

张铁明  萍乡市上栗县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钟自敏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 

覃  深  北京恒烁挚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黎  星  万载县烟花爆竹商会 

黎  毅  湖南省醴陵市吉利鞭炮烟花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