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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1 董石麟 院士、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名誉会长

2 龚晓南 院士、原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名誉会长

3 陈云敏 院士、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 名誉会长

4 唐锦春 原浙江大学副校长 名誉会长

5 张乃大 原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名誉会长

6 丁夏君 原浙江省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顾问

7 卜菁华 原浙江大学建筑学系系主任 顾问

8 马  奇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顾问

9 马裕祥 原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 顾问

10 王亚杰 北京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原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 顾问

11 元茂荣 浙江省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顾问

12 冯  俊 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 顾问

13 朱东海 海南浙江大学校友会原副会长，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顾问

14 朱来友 江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顾问

15 任少波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顾问

16 刘汉龙 重庆大学副校长 顾问

17 许溶烈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员会顾问、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顾问

18 阮连法 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顾问

19 孙  英 原杭州大学海洋系系主任 顾问

20 贡觉多吉 校友总会理事，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顾问

21 李宗津 原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副院长，澳门大学教授 顾问

22 李  锐 浙江省水利厅副厅长 顾问

23 杨小林 原上海市建委主任 顾问

24 杨戌标 浙江省宁波市政协主席 顾问

25 杨  炯 浙江省水利厅副厅长 顾问

26 励建书 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顾问

27 吴华海 原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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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28 吴学英
安徽校友会名誉会长，原安徽省科技设计研究所所长、总工程
师

顾问

29 吴硕贤 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所长 顾问

30 沈济黄 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原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顾问

31 张土乔 中国计量学院党委书记 顾问

32 张介一 原杭州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系主任 顾问

33 张为民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顾问

34 张春生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 顾问

35 张金如 浙江省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问

36 张放鸣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顾问

37 张维嶽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大师 顾问

38 陈正祥 四川校友会原会长，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顾问

39 罗嗣海 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顾问

40 金庆焕 院士、原地质矿产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 顾问

41 周起舞 原杭州大学海洋系系主任 顾问

42 赵基达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顾问

43 洪伯潜 院士、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 顾问

44 贺栓海 长安大学副校长 顾问

45 顾仁章 原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顾问

46 钱在兹 原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顾问

47 徐庆廷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原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顾问

48 益德清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
程师

顾问

49 曹春江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顾问

50 符宁平 浙江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 顾问

51 梁忆南 丽水校友会会长，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顾问

52 梁建智 原陕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顾问

53 蒋国俊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顾问

54 程泰宁
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杭州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董事长

顾问

55 舒士霖 原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顾问

56 蔡袁强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顾问

57 滕锦光 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顾问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58 潘维贤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顾问兼总经济师 顾问

59 戴震华 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顾问

60 魏  廉 原浙江省城乡建设厅厅长 顾问

61 罗尧治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会长

62 刘峥嵘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常务副会长

63 陈雪芳 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常务副会长

64 吕朝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会长

65 朱  斌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会长

66 吴  越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建筑学系系主任 副会长

67 傅慧俊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会长

68 张  威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会长

69 董丹申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 副会长

70 马建华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常务理事

71 王立忠 浙江大学副校长 常务理事

72 王晓杰 法国浙大校友会会长，法国雅凯进出口贸易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73 王雄昌 校友总会理事，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开放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常务理事

74 王慧敏 杭州坤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常务理事

75 毛其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常务理事

76 龙卫国
校友总会理事，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常务理事

77 叶  青 校友总会理事，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常务理事

78 叶  健 校友总会理事，浙江昆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79 朱云夫 杭州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80 朱少杰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81 朱忠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常务理事

82 朱瑞燕 原浙江省电力设计院院长 常务理事

83 刘自勉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常务理事

84 许秋华 江西省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 常务理事

85 孙子宇 中国交通集团总公司总工程师 常务理事

86 牟  铭 四川校友会秘书长，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院党委副书记 常务理事

87 苏世灼 泉州浙大校友会会长，华侨大学建筑设计院常务副院长 常务理事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88 李宝库 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89 李雪琳 英国校友会会长，英国爱贝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90 杨  海
苏州建工校友会会长，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
总裁

常务理事

91 杨建军 原浙江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常务理事

92 肖建宝 浙江省送变电公司党委书记 常务理事

93 吴光美 校友总会理事，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94 吴伟丰 原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 常务理事

95 吴建平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长江学者 常务理事

96 岑政平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97 何国平 宁波浙大校友会建工分会会长 常务理事

98 何闰峰 旭辉集团上海区域事业部副总裁 常务理事

99 陈  明 上海建工校友分会会长，上海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00 陈  峰 福地创业园董事长、浙江时空电动车董事长兼CEO 常务理事

101 陈伟星 校友总会理事，杭州泛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常务理事

102 陈高鲁 原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常务理事

103 陈锐军
校友总会理事，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
主席

常务理事

104 郁银泉
北京浙大校友会副会长、建设分会会长，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常务理事

105 金伟良 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院长 常务理事

106 金国平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07 周大玖 杭州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08 周仲青 云南浙大校友会会长，云南海天集团董事长 常务理事

109 周家伟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常务理事

110 郑建岚 福建校友会副会长，福建江夏学院党委书记 常务理事

111 赵志强 济南校友会原会长，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12 胡  斌 上海华墨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113 施祖元 原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常务理事

114 施鑫华 金地集团东北区域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常务理事

115 姜兴群 海南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16 袁  宁 中建海外美国纽约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117 顾  磊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首席结构工程师 常务理事

118 倪一清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系教授 常务理事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119 徐世烺 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常务理事

120 郭文刚 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常务理事

121 黄昊明 杭州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常务理事

122 黄春伟 PDH ONLINE（美国专业工程师培训机构）执行长 常务理事

123 常  雷
深圳浙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筑博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

常务理事

124 崔亚涛
深圳建工校友分会会长，深圳紫金港达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

常务理事

125 康宝忠 校友总会理事，海南康氏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 常务理事

126 梁  军 河北校友会会长，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常务理事

127 葛  坚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常务理事

128 喻祖洪 杭州澳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29 谢  迎 澳大利亚浙大校友会会长 常务理事

130 裘  涛 原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常务理事

131 赖国宾 云南大理浙大校友会会长，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132 樊益堂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133 于孟波 金弘基集团总工程师 理事

134 于德琼 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副主任 理事

135 王文中 浙江长兴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副书记 理事

136 王自法 国际地震工程协会中国国家代表、中国地震工程联合会秘书长 理事

137 王春波 浙江大学生仪学院党委书记 理事

138 王南中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理事

139 王敏怡 德国GRASSL工程事务所 理事

140 亓兴军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 理事

141 孔春华 上海天华园林景观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理事

142 龙仁山 北京浙大校友会建设分会秘书长 理事

143 叶建军 澳大利亚浙大校友会常务理事 理事

144 叶建忠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分院副院长 理事

145 冉启华 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水利工程学系系主任 理事

146 匡亚萍 浙江大学基建处副处长 理事

147 朱  金 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理事

148 朱  凌 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设计经理 理事

149 朱宇恒 浙江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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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刘大卫 泰国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泰华房地产（泰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151 刘吉红 中王酒业总经理 理事

152 许月萍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水利工程学系系主任 理事

153 严文逵 上海浙大校友会建工分会秘书长 理事

154 李  冰 陕西校友会秘书长，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第十三设计所所长 理事

155 李  炯 诸暨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理事

156 李大浪 江西省建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 理事

157 李剑峰 浙江大学基建处副处长 理事

158 李彦明 香港保诚保险营业经理 理事

159 李海波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副董事长 理事

160 杨军龙 宁波浙大校友会建工分会秘书长 理事

161 吾独龙 中大房地产集团监事长 理事

162 吴王楼 金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163 吴金秋 上海筑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理事

164 吴美良 北美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会长，瑞士信贷副总裁 理事

165 何  林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中国区总监 理事

166 何  融 生特瑞亚太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理事

167 余  强 中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公司助理总经理 理事

168 应建坤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川乡常务副乡长 理事

169 沈  杰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理事

170 沈林冲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理事

171 张  敏 杭州市建委计划财务处处长 理事

172 张为兵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理事

173 张建农 朗诗绿色地产上海区域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项目总经理 理事

174 张瑞甫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理事

175 陈  力 绍兴校友会理事，丽水宝业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176 陈  刚 厦门协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理事

177 陈  波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规划处主任科员 理事

178 陈  莹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179 陈建飞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授 理事

180 陈建明 厦门海投集团建设管理部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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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陈秋晓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主持工
作）

理事

182 范守伟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主任 理事

183 金  天 中海地产宁波公司总经理 理事

184 金卫勇 浙江大学海洋研究院副院长 理事

185 金忠理 国家烟草专卖局综合计划司基建技改处处长 理事

186 周  坚 浙江大学审计处副处长 理事

187 郑  坚 校友总会理事，黑龙江省电力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理事

188 郑德福 上海乡伴文旅集团设计院副院长 理事

189 赵  阳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 理事

190 赵长军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理事

191 赵滇生 原浙江工业大学建工学院党委书记 理事

192 胡  勇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193 胡江川 江西省吉安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 理事

194 胡英勇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195 段元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理事

196 俞勤学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197 费忠君 上海兴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198 姚海涛 美国EMG公司总裁 理事

199 莫  非 清水建设（中国）有限公司部长 理事

200 顾  予
新加坡校友会秘书长，Creative Engineering & Project
Management Pte Ltd Director

理事

201 顾  冰 深圳建工校友会副会长 理事

202 顾赞勇 湖州市建设科技与勘察设计协会秘书长 理事

203 钱晓倩 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理事

204 倪海鹰
校友总会理事，海宏国际集团、慧峰（中国）高科控股集团董
事长兼主席

理事

205 奚  健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副院长 理事

206 高  伟 校友总会理事，青海西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 理事

207 唐冠一 温州校友会秘书长，温州海关财务装备处处长 理事

208 唐振华 南宁浙大校友会会长，广西瑞真公司金州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209 唐晓武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 理事

210 黄  萌 广西校友会秘书长，广西中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211 黄任群 浙江大学党办、校办副主任兼信访办主任 理事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理事会任职

212 龚海军 金地集团美国公司项目总监 理事

213 符  刚 浙江蓝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工、执行总经理 理事

214 梁  旭 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 理事

215 董杰斌 浙江荣润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216 蒋  骥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建筑师 理事

217 赏建华 原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理事

218 傅肃星 山东省中鲁建设监理公司总工程师 理事

219 鲁幸民
深圳建工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220 鲁祖统 苏州土木文化中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221 温晓贵 浙江大学基建处副处长 理事

222 赖志军 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223 赖绍雄 福建漳州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224 虞文莉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BIM中心副主任 理事

225 蔡戈鸣 深圳建工校友会副会长，金地集团代建公司总经理 理事

226 潘金龙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理事

227 魏形岳 浙江省绿城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228 傅慧俊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兼秘书长

229 赵  华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常务副秘书长

230 丁元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学院副研究员 副秘书长

231 王大力 杭州永灿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秘书长

232 王佳萍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 副秘书长

233 亓  萌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副秘书长

234 汤玉武 世茂集团浙江地区公司，投资中心总经理 副秘书长

235 张  楠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副秘书长

236 陈海祥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副秘书长

237 赵永倩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副秘书长

238 徐  洁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 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