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会决议

（编号：永盟常务理事会 2022-01）

2022 年 6 月，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会通

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了 2022 年度第一次常务理事

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2 人，实

际出席 2 人，参会人数符合常务理事会议规则要求。

会议议定事项如下：

一、会议审议同意接纳中国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

设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成为联盟会员单位，具体名录

详见附件 1。

二、会议审议同意接收窦文章、尹茂生、宋扬等

19 名专家进入联盟专家库，具体名录详见附件 2。

以上汇报，请常务理事会审议。

附件 1：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会员单位会员单位名单

附件 2：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专家名单





附表 1 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新增会员单位简介

序

号

会员单位

（按音序排

序）

分类 主营业务 加入联盟的

主要诉求

1 北京建

工环境

修复股

份有限

公司

节能

环保

（ 生

态 修

复）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

北京建工集团，是专业从事环保工程及环

境修复，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大型

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

环境修复服务的专业公司。凭借丰富的工

程经验、技术研发、运营管理优势以及股

东强大的资本运作实力，融合国际领先的

环境技术和管理理念，以高起点进入环境

修复领域，推动环境修复领域的发展，确

立了公司在环保修复领域的领先地位。公

司注重自身科技实力的提升，积极开展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与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

院所分别成立了修复技术研发中心、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 863

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城区

生态修复技术集成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

等。2021 年公司成功在创业版上市，股票

代码 300958。

参与永定河

流域相关环

境修复工

作，助力永

定河流域相

关产业升

级。

2 北京易

成市政

工程有

限责任

公司

建筑

施工

北京易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5 月，是北京市政集团所属的骨干

施工企业，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年施工

能力 15 至 20 亿元，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劳务分包等多项资质，

通过了长输管道安装（GA2）、公用管道

安装（GB1、GB2）、工业管道安装（GC1、

GC2）资格认证并获得了中国石油天然气

管道局的市场准入资格。目前在公司三百

多名员工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

员占比超过百分之六十，其中百分之五十

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公司拥有一支近百

人的注册建造师队伍，有多人被评为“北

京市优秀项目经理”。公司连年被银行系

竭诚与联盟

协作发展，

主要参与承

揽资质范围

内各项施工

任务，包括

市政、房建、

给排水、电

力、燃气热

力等专业管

线工程



统评为 3A 级资金信用等级企业，具有良

好的资金信誉。

3 北京都

市绿源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节能

环保

（ 生

态 修

复）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北

京市政路桥集团转变发展战略，构件集团

环保产业板块成立的专业运营公司，成立

于 2017 年，主要致力于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应用、土壤修复、矿山修复、水域河

湖治理、环境修复与等业务领域。公司位

于大兴区庞各庄镇庞各庄桥东侧，项目占

地 120 亩，项目建筑面积将近 3万平米，

设计年处理能力 100 万吨建筑垃圾，具备

每年 60万方再生混凝土和 70 万吨再生无

机混合料及 50 万平米再生构件的生产能

力。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托本部大兴环保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厂，倾力打造“三基

地”，即资源再利用产业示范基地、 环

保科技研发基地、 再生产品生产基地，

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几年

来已先后实施了“南苑棚改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项目”、“朝阳区平房乡棚改建筑

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南苑湿地公园

云林芳歌园建筑垃圾现场处置项目”、

“109 国道高速工程弃渣综合处置项目”。

都市绿源公

司地处北京

市大兴区庞

各庄镇，比

邻永定河，

主要致力于

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应

用、土壤修

复、矿山修

复、水域河

湖治理、环

境修复与等

业务领域，

与永定河流

域产业发展

具有一定关

联度，希望

积极参与永

定河流域综

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的各

类工程。

4 北京碧

青园生

态环境

科技有

限公司

节能

环保

（生

态修

复）

北京碧青园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1 年，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企业。在矿

山生态修复、盐碱地原土治理、生态环境

我公司现申

请在永定河

流域产业开

发全生命周

期过程中，

成为永定河



建设和园林绿化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的队伍，具备矿山、土

壤和水生态修复、园林景观施工等综合性

资质。北京碧青园作为国内“盐碱地原土

改良”与生态修复领域的标杆企业，拥有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工程奖项 10 余

项，在上海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

北张家口和江苏盐城等地建有盐碱地实

验室和科研基地。公司在特殊植株施工和

养护、大树移植、古树复壮和危树抢险处

理等方面具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和保障能

力。坚持“水利、水生态、景观”三位一

体水环境综合治理方向，提供研究、规划、

设计、施工及运营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对

流域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及

各类湿地建设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产业发展联

盟中的一

员，借助联

盟的平台及

产业优势，

积极参与永

定河流域综

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的各

类流域治

理、河道整

治、河道清

淤、土壤修

复、矿山修

复、环境修

复、景观建

设等工程。

5 北京万

博生态

环境有

限公司

节能

环保

北京万博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总资产 5000 万元以上，是一家

专门从事园林景观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养护的综合性园林绿化企业。具有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的能力；

公司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施

工管理体系和经营管理体系，并以现代企

业理念促进公司快速发展，以一流的技术

向社会提供一流的服务。

希望能积极

参与永定河

流域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

复的各类绿

化造林，园

林景观，矿

山修复，环

境修复，景

观建设等相

关工程



6 诚通凯

胜生态

建设有

限公司

节能

环保

（生

态修

复）

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是大型央企

—中国诚通集团旗下的专业生态公司。中

国诚通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近

900 亿元，拥有资本运营，资产管理，仓

储物流，国际贸易，生态康养等多个产业，

是国务院国资委资本运营与资产管理的

重要平台。诚通凯胜作为诚通旗下生态专

业平台，已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积累

了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近

100 个项目获得国家和省市的奖项，是国

家海洋协会生态资源保护与修复分会副

理事长单位。以金融相结合一体化解决生

态问题。主要业务范畴为城市规划，城市

景观系统打造，乡村振兴，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保护，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

活污水，工业污水处理技术与装备。诚通

凯盛始终坚持以工匠之心打造央企第一

生态品牌，以责任和担当，专业和专注赢

得合作者认同，积极为祖国的绿水青山的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央企生

态品牌，希

望参与永定

河流域生态

未来规划与

发展。

7 山西黄

河万家

寨工程

咨询有

限公司

智慧

水务

山西黄河万家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水利水电建设技术咨询的公

司，其前身为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

工程咨询分公司。2007 年分立为黄河万家

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本 300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管理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建设监理、设备制造监理、工程

测绘、水利水电工程代建管理技术服务、

水文信息咨询、档案管理咨询等。公司持

有水利部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水

利部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甲级

资质、山西省测绘乙级资质。公司持续推

进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与联盟会员

间开展业务

合作，向联

盟全体会员

提供产业相

关信息等。

8 中节能

铁汉生

态环境

股份有

限公司

节能

环保

（生

态修

复）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节能”）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节能投

资公司和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于

2010 年联合重组成立的以节能环保为主

业的中央企业，已成为我国节能环保和健

康领域规模大、实力强、专业覆盖面广、

产业链完整的旗舰企业。中节能铁汉生态

交流、互利、

共同发展。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前身

为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

票代码：300197）。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中国环保产业骨干企业、中国生态修

复和环境建设领军企业。主营及关联业务

涵盖生态环保、生态修复、生态景观、生

态旅游四大方向，已形成了集策划、规划、

设计、研发、投融资、建设、生产、资源

循环利用及运营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能够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生态环境建设与

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2018 年底，深圳国

资委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入股成为公司重要战略股东，2021

年 2 月，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成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将在国务院国资委的

领导下，按照中国节能的战略部署，进一

步激发企业活力和内生动力，迎来新的更

大的发展机遇。
9 中国水

环境集

团有限

公司

智慧

水务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

集团”）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央直接管

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中央企业中唯

一的投资控股公司，是首批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改革试点单位。国投集团连续 17 年

在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中荣获 A级（仅

8 家），截至 2020 年，资产总额超 7200

亿元，管理金融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国

投集团旗下拥有先进制造产业基金、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

金、国家级军民融合发展基金、京津冀协

同发展基金、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基金

等多只国家基金。中国水环境集团有限公

司是国投集团旗下水环境治理科技投资

平台，是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的创

新者、领跑者。集团的分布式下沉再生水

生态系统规模亚洲第一，国家重大示范项

目行业第一，已在大理洱海（总书记关心、

韩正副总理视察）、成都天府（栗战书委

员长视察）、贵阳南明河（国际首次城市

尺度的水环境治理）、北京副中心等地取

得了非常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大理洱

海和北京碧水项目还成功入选国家绿色

PPP 项目典型案例。集团牵头编制的国家

（一）获得

联盟面向全

体会员提供

的产业相关

信息；

（二）参加

联盟面向全

体会员组织

的会议和交

流活动；

（三）参加

联盟会员大

会及专业论

坛；

（四）联盟

会员间开展

业务合作。



附表 2 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新增专家简介

“双标准”已分别于 2020 年 1 月和 2021

年 1 月全国正式实施。2020 年 12 月，集

团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技术体系

被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评为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领域的 8大技术之一；今年 4月 6

日，该技术体系被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组织的院士专家认定为国际领先；亚行称

赞该技术体系“将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水环

境治理未来发展方向”。

序

号

姓名 分类 工作单位 主要擅长领域

1 窦文章 文旅

（规

划设

计施

工、

全国

智慧

旅游

领军

人

物）

北京博雅方

略文旅集团

创始人/首席

专家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

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和旅游部“十三

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改革

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旅游协会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会长，中国旅游

景区协会红色旅游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窦文章教授是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

城市规划师，从事企业发展、区域经济、

旅游产业研究与管理咨询活动 30 余年。曾

参与或主持世界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主持完成多项农业部、科技部、

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及大型国企委托的科研

项目、咨询项目，先后承担国家“十二五”

“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专项

研究工作。

参与并主持多个企业管理咨询项目，编制

上百个区域（景区）旅游规划、特色小镇

规划，包括江苏省、吉林省、湖南省等省

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哈尔滨市、洛阳市、

葫芦岛市、朔州市等市级旅游总体规划，

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乌鲁

木齐市、张家界、延安市、天津生态城等

多个全域旅游规划，栾川、应县、新县等

县（市）级旅游总体规划，以及近百个景

区详细规划等。



2 李海清 文旅

（规

划设

计施

工）

北京清尚人

居视觉科技

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2003 年-2009 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总

裁培训班担任项目主任、班主任，2010 年

-2014 年倪氏海泰集团山东倪氏海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市场营销总监,2017

年-2019 年北京青栖台旅游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合伙人、执行总裁，2020 年-2021 年

力方集团北京公司担任合伙人，2021 年

-2022 年清华大学清控人居集团北京清尚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人、商务

总监，2022 年至今北京清尚人居视觉科技

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人、商务总监。主要从

事文旅夜游演艺、灯光亮化、喷泉水秀、

展馆工程、商业氛围营造、视觉数字科技

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业务。主持参加过多

项政府及企业夜游设计施工工作，涉及范

围涵盖文旅、特色小镇、展览展示等项目。

主要业绩：永定河青栖台房车营地规划设

计、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夜游演艺产品

设计、四川平武文旅局白马藏族山体秀文

化旅游线路规划、湖南永州文旅局陶铸故

居红色研学规划设计、河南皇家驿站古镇、

漯湾古镇河道亮化水秀工程设计施工一体

化
3 彭昭 文旅

（规

划设

计）

北京思源置

地城市发展

顾问有限公

司总经理

主要供职于思源研究院、置地顾问公司，

长期从事城市运营、城市更新、轨道交通、

土地营销、片区综合开发、区域推广招商

等工作。负责全国多个区域综合开发运营

顾问项目，主要服务于政府及央国企单位，

包括国铁、中交、中建、中铁建、北投、

北汽、首旅等，以及全国地方型城投公司。

操盘众多国内大型项目，包括北京夏奥冬

奥会土地综合开发项目咨询、北京环球影

城产业片区策划、北京石景山八大厂更新

改造策划、中交汕头东海区区域综合开发

咨询等。
4 齐亮 文旅

（规

划设

计）

北京城建设

计发展集团

规划建筑设

计院主任

现任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建筑研究院设计总监、主任工程师；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城市规划高级工程

师。项目负责《2022 北京冬奥会张甘家口

赛区场馆规划设计》、《2019 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北京展园规划设计》、《曲靖市

沾益区总体城市设计及重点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黄山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安徽安庆市石牌国际戏曲特色小镇规



划》，负责国家发改委第一批、第二批多

个国家级特色小镇的规划编制及申报。从

事有关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休闲体育、

特色小镇相关规划研究工作 15 年，参与主

编住建部《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设

计导则》；主编北京市规自委《轨道交通

便民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主编北京

市商务局《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及周边商

业设施配置标准》；主编北京市商务局《北

京夜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5 宋扬 新能

源

中交城乡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

理

高级经济师。城市燃气公司管理及项目并

购开发，主导经营多家城市燃气公司及多

个项目并购工作。擅长领域：绿色能源。

6 徐世海 文旅

（体

育产

业规

划管

理）

北体运动教

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体育职业经理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铁人三项）、国家级登山户外裁

判、国家级铁人三项裁判；马拉松赛事组

织管理、红十字救护等资格；北体大体育

赛事管理师培训讲师；国家体育公园标准

专家组成员。自 2004 年从事体育产业，先

后参与全国高山滑雪赛系列赛、2008 北京

奥运和 2007 好运北京赛事、TNF100 等赛

事运行；曾任全国红色运动会、全国社体

指导员素质赛、马拉松等赛事总监，期间

打造出多个获奖赛事 IP（如：生态四项连

续多年获“省级十大品牌赛事”、“中国

体育旅游精品精品项目”、“首批体育特

色小镇”）。曾参与休闲体育项目管理教

材、中国体育旅游发展报告、水上休闲运

动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体育产业相

关标准起草、地方体育产业规划编写等。

近 20 年的从业，在文体创意、赛会组织管

理、体育旅游和规划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

战经验和资源。
7 尹茂生 金融

投资

（文

旅项

目投

融

资）

投资北京国

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擅长文旅项目策划及文旅项

目投融资。主要项目业绩：1）2011 年开

始，受北京市文旅局委托，提供北京文旅

专项资金项目的评审咨询服务；2）参与北

京市旅游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十四五）

编制；3）2011 年-2015 年，为古北水镇项

目提供项目前期策划、立项咨询及投融资

咨询服务；4）2016 年-2018 年，为乐多港

项目提供项目投融资咨询服务；5）2021

年开始，为京西文旅提供“一线四矿”项



目前期立项咨询、政策需求研究等服务等。

8 燕雷 文 旅

（ 规

划 设

计）

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文

化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

故宫文创国际品牌 IP 合作、中央美术学院

青岛啤酒节 IP 产业战略、乡村振兴四川省

夹江县全域文农旅项目 IP 战略规划，国家

区域博物馆公共空间 IP 规划、民委全资现

目 IP 及空间规划。
9 张彬 节能

环保

北京建工环

境修复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擅长

领域：市政给排水管网及工艺设计、供水

排水、土壤修复。

10 蒋著 文旅

（体

育产

业规

划管

理）

北体运动教

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文体旅事业

部总监

国家体育职业经理人、运动处方师、一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北体大体育赛事管理师。

自 2015 年开始从事大型赛会活动策划与

运营、区域体育产业规划、文体旅融合产

业发展规划与运营等工作。先后组织参与

中国生态四项运动、中国红色运动会、新

闻马拉松、乡村马拉松、海上马拉松、中

国中医药寻宝运动、健康中国人、泳跑两

项、情侣同心赛、横渡运动等 20 余项原创

品牌赛会活动的策划、运营与宣传推广工

作;其中多个项目荣获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项目。曾主持编制《湖滨新区时尚体育小

镇规划》《中国南澳国际海洋横渡运动岛

体育产业概念性规划》《北京市海淀区上

地街道体育产业及十分钟健身圈规划》《中

国眉山创意康养体旅产业规划》《中国磐

安休闲康养之城体育产业规划》; 参与编

制《宁波东钱湖铁人三项体育小镇规划》、

《怀来官厅湖体育休闲小镇规划》等各类

区域文体旅产业规划 20 余项。其中参与落

地建设运营的项目有 10 余项，多个项目顺

利创建 4/5A 级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等。
11 赵朋 节能

环保

北京建工环

境修复股份

有限公司资

深工程师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排水）。2019 年

至今，在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负责土壤修复有关的工作。擅长领

域：市政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工业废水工

程设计、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设计、

环保装备研发、土壤修复



12 赵娟 建筑

工程

北京唯楚建

筑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总

经理

高级经济师/一级建造师。2004-2015 年在

上海建工做过的项目有国防大学高级干部

学院项目，大兴高米店绿地中心项目等项

目，负责土建预算工作。2016-至今北京唯

楚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并组织、管

理公司全面工作。主要项目：南通华强翰

华雅苑造价咨询项目、常州恒大悦府（金

坛）项目、南通恒大悦龙湾二期及宿迁项

目等项目、中地乳业沂南日处理 1000 吨鲜

奶加工项目、沂南中地生态牧场、上海红

旗村项目 4号地造价咨询、苏州思安街项

目造价咨询、苏州太湖城商业项目全过程

造价咨询服务、北京中骏天峰项目及长安

世界城项目建设工程等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工作；临清君悦府项目、盐山壹号院工程、

邯郸紫轩君苑项目等项目的重计量工作，

安徽盟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体系锂金

属电池迁建项目的施工和造价全过程管理

工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国

项目二审工作。擅长领域：工程估算、工

程预算、工程概算、招投标、全过程造价

咨询等。
13 苑忠武 新能

源

华润电力投

资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光资源分析

高级

经理

2012 年 10 月至今，完成超过 300MW 光伏

项目开发，建设并网容量 100MW。擅长领

域：光伏项目开发、整县分布式开发

14 何俊伟 规划

设计

咨询

（文

旅、

园林

景

观）

诚通凯胜生

态建设有限

公司规划设

计研究院北

京分院院长

高级工程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旅游策划规

划、风景园林设计等工作，负责与参与的

项目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ASLA)2007

年度专业设计荣誉奖（河北秦皇岛汤河公

园景观设计）、第五届国际园林景观规划

设计大赛年度十佳景观设计(广西梧州第

六届园林园艺博览会景观规划设计)、第七

届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年度十佳景

观设计（四川宜宾白沙堰景观规划设计等

多个奖项。 在河流整合整治方面，负责了

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景观设计（施工

图）、柳州市官塘冲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景

观设计、十堰市茅塔河泗河综合治理、山

东淄河景观方案设计、阜新九营子河景观

设计、连云港徐圩新区复堆河景观设计、

长平市丹河两岸景观设计、乌利亚斯太镇



两河一湖景观概念规划设计、山西中阳县

南川河滨水生态走廊景观设计、十堰市剑

河景观设计、十堰市官山河景观规划设计、

十堰市犟河景观设计、十堰市茅塔河景观

设计、新疆五家渠猛进干渠景观设计、广

西梧州万秀区思良江流域综合整治等多个

项目的规划设计与落地实施。
15 刘颖 规划

设计

咨询

（文

旅）

诚通凯胜生

态建设有限

公司规划设

计研究院北

京分院副院

长

高级工程师。拥有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资

格。擅长领域：城乡规划、文化旅游、特

色小镇等规划策划。

16 唐承财 规划

设计

咨询

（文

旅）

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区

域旅游研究

与规划中心

主任

中科院大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

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旅游标委会委

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旅游资源研

究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生态学学会旅游生

态专委会委员，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生态旅游分会专家委员，中国医学救援

协会旅游救援分会常务理事，青海省“高

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拔尖人才、北京市

高校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旅游管理教学团队成

员，曾挂职北京市旅游委处长助理。荣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

荣誉奖、文化和旅游部二等奖、国家旅游

局优秀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

自然资源学会青年科技奖等诸多奖项。擅

长领域：文旅产业规划、乡村旅游、生态

旅游、旅游景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

绿色发展。
17 刘超 新能

源

中交城乡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助理

具有央企、上市公司等大型城燃企业十余

年的工作经验，工作至今一直从事燃气相

关行业，先后在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

限公司总部、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山东天业国际能源有限公

司、中民融和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任职。2018

年入职中国城乡，现担任中交城乡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燃气热力部总经

理。熟悉燃气行业法律尽职调查、市场调

研、合同管理、工程施工、生产运营等业

务，先后获得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

公司先进个人、山东天业集团先进管理者、

山东天业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优秀管理团队



等荣誉。

18 刘建朔 新能

源

中交城乡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经

理

8年能源行业工作经验，熟悉 A+H 股大型

能源上市公司和上市央企的管理模式。

2014 年入职新奥能源，先后从事 LNG 系统

项目开发、项目管理、城市燃气并购工作，

2019 年入职中交城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城燃燃气战略规划及并购项目管理工

作。具备战略规划能力，推动完成一家新

能源公司注册并制定业务发展规划，协助

公司领导完成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和具体

项目落地；具备技术管理能力，完成大型

上市能源公司技术路图线制定及专项规

划，申请专利 27 项；具备项目管理能力，

拥有 PMP 项目管理认证，完成国内多个首

制 LNG 动力船舶及 LNG 运输船系统调试项

目，以及完成 5个公司并购项目。
19 唐会 规划

设计

咨询

（PP

P/特

许经

营/

投融

资咨

询）

北京市工程

咨询

有限公司部

门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擅长 PPP/特许经营/投融资

咨询领域，作为负责人完成市政交通、轨

道交通、交通枢纽、园林水务、公共建筑

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咨询、

PPP 咨询、政策咨询 120 余项，为政府投

资决策和项目建设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多次获得北京工程咨询协会优秀咨询成果

奖。

参与制定北京市政府投资项目投资造价指

导手册，主笔起草《关于通州区在公共服

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的实施意见》（通政办发〔2016〕24 号），

作为政府方 PPP 专家主导和参与北京城市

副中心水环境治理 6片区、通州区再生能

源发电厂特许经营项目配套渣灰填埋厂、

碧水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河东资源循环

利用中心一期、体育中心和中央休闲公园

PPP 项目、沈阳市地下综合管廊(南运河

段)、沈阳市老虎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

沥液处理项目、沈阳市大辛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垃圾焚烧发电

厂、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肿瘤防治中心门

诊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赤峰市中心城区

综合管廊等 PPP/特许经营项目评审、商务

谈判等。


	附表2   永定河产业发展联盟新增专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