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土木建筑规划教育基金顾问、理事会及管委会名单 

（2019 年 12 月）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土木建筑规划教育基金顾问 

许溶烈  张维狱  舒士霖  唐锦春  张乃大  钱在兹  魏  廉  张金如  杨戌标  屠建国 

刘  卫  陈继松  郭学焕  程泰宁  沈济黄  马裕祥  张介一  潘维贤  陈雪芳 

浙江大学土木建筑规划教育基金理事会 

序号 理事会任职 理事单位 姓名，职务 

1 名誉理事长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董石麟，院士，原院长 

2 理事长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龚晓南，院士 

3 副理事长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益德清，顾问总工程师 

4 
副理事长 

兼常务理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郭明明，董事长 

5 
副理事长 

兼常务理事 
杭州大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金花，董事长 

6 
副理事长 

兼常务理事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振华，董事长 

7 
副理事长 

兼常务理事 
杭州澳海控股有限公司 喻祖洪，董事长 

8 
副理事长 

兼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吕淼华，党委书记、副院长 

（按姓氏笔画排序） 

9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 王立忠，副校长 

10 常务理事 杭州大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金花，董事长 

11 常务理事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轶磊，董事长 

12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厉华笑，常务副院长 

13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吕淼华，党委书记、副院长 

14 常务理事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小强，党委常委、工会主席 

15 常务理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学严，总裁 

16 常务理事 杰地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邬晓明，总裁 

17 常务理事 浙江省水利厅 李  锐，总工程师 

18 常务理事 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宝库，董事长 

19 常务理事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德兴，院长 

20 常务理事 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汪晓亮，总经理 

21 常务理事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沈又幸，董事长 



22 常务理事 中国计量学院 张土乔，党委书记 

23 常务理事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张良平，总工程师 

24 常务理事 温州宏德房地产公司 张国祥，总经理 

25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工学部 陈云敏，院士、主任 

26 常务理事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振华，董事长 

27 常务理事 北京翰时国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娟娟，常务副总裁 

28 常务理事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 周  海，院长 

29 常务理事 杭州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周大玖，董事长 

30 常务理事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庞宝根，董事长 

31 常务理事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单银木，董事长 

32 常务理事 杭州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书林，董事长 

33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赵  阳，党委副书记 

34 常务理事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恽稚荣，厅级巡视员 

35 常务理事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徐一鸣，总经理 

36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郭文刚，部长 

37 常务理事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郭伟华，董事长 

38 常务理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郭明明，董事长 

39 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葛  坚，常务副院长、党委书

记 

40 常务理事 杭州澳海控股有限公司 喻祖洪，董事长 

41 理事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南中，副总裁 

42 理事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厉  敏，总监 

43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冉启华，原水利工程学系系主

任 

44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吕朝锋，副院长 

45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朱  斌，副院长 

46 理事 湖州龙安商城开发有限公司 朱唤山，董事长 

47 理事 宁波市建筑设计院 刘自勉，院长 

48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刘峥嵘，党委书记 

49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许月萍，水利工程学系系主任 

50 理事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阮连法，原党委书记 

51 理事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炳传，董事长 

52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吴  越，副院长、建筑学系系

主任 

53 理事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岑政平，董事长 



54 理事 杭州萧山城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余建明，董事长 

55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张  威，党委副书记 

56 理事 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 陈  薇，副秘书长 

57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陈秋晓，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

系主任(主持工作) 

58 理事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桂秋，院长 

59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陈雪芳，原党委书记 

60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罗尧治，院长 

61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金伟良，原宁波理工学院院长 

62 理事 温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金国平，院长 

63 理事 云南海天企业集团 周仲青，董事长 

64 理事 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光明，董事长 

65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段元锋，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66 理事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施  炯，副总工程师 

67 理事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施祖元，原院长 

68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钱晓倩，原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69 理事 浙江国盛钢结构有限公司 徐国引，董事长 

70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郭鼎康，原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71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丹申，董事长 

72 理事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傅慧俊，党委副书记 

  

 秘书长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傅慧俊，党委副书记 

 司库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赵  华，办公室副主任，校友

联络办主任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土木建筑规划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任 罗尧治 

 副主任 
刘峥嵘  陈雪芳  董丹申  吕朝锋  朱  斌  吴  越  傅慧俊  张  威 

周大玖  朱瑞燕  段元锋  陈秋晓  许月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