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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整车分技术委员会换届及征集委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四届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整车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4/SC19，

以下简称：整车分委会）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2009 年成立，任期

五年，现即将届满。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的规定，整

车分委会将开展第五届整车分委会换届筹备工作，现面向汽车行业公开征集第

五届整车分委会委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换届说明 

整车分委会是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最重要的分委会之一，研究领域

包括整车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回收利用等产品标准和管理

标准，车型范围涵盖乘用车、商用车。自 2009 年换届以来，开展了多项重要标

准的研究和制定，为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促进行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

来，我国汽车行业发展迅速，相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充分发展。一方面，行业

的发展需要准确及时地把握标准化的工作动态，另一方面，标准化工作也需要

将行业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标准。为适应新形势下行业及标准化工

作的需要，整车分委会决定对原来的组成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以期进一步做好

汽车标准化工作。 

二、 征集范围 

拟面向汽车行业，征集整车企业、科研机构、检测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等

方面的委员人选（第四届委员人选参见附件二）。 

三、 委员要求 



㈠ 委员应是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应具有中级以上

（含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㈡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

有与高级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㈢ 委员应从事整车领域的相关工作，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标准化业

务，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胜任并愿意参加整车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㈣ 所在单位同意推荐。 

四、 报送材料及要求 

㈠ 委员候选人应填写《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见附件

一，照片要求：正面免冠照，彩色二寸）。 

㈡ 推荐单位应负责审查登记表内容，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登记表》指定位置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㈢ 请将纸质材料一式两份（贴本人照片，另附同底照片 2张）寄送到整车

分委会秘书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化研究所），并请在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将电子文档发送至秘书处。 

五、 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学平；电话：022-84379258；电子邮件：xueping_1@163.com 

传真：022-84379259；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邮编：300300。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附件一：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 
标委会编号：SAC/TC114/SC19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二  寸 

 

照  片 

民族  委员会职务  

参加委员会时间 年      月      

技术职称及聘任时间      年   月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年     月   学历  学位  

会何种外语   1. 英语 □  2. 法语 □  3. 德语 □  4. 日语 □  5. 俄语 □ 

6. 其他（请注明） 

外语熟练程度 （  ）英语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俄语 （  ）

其他   

             1．流利 □  2. 中等 □  3. 入门 □ 

有何专业技术特长 
 

 

两院院士请填写： 
1．□ 科学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2．□ 工程院院士   担任时间：       年    月      

曾负责组织制修订

标准、主要职责 

 

 

 

 



有何发明、著作、

学术论文，发表时

间、发表刊物名称 

 

 

 

 

 

 

参加何种学术组

织、担任何种职务 

 

 

 

 

 

 

受过何种奖励 

 

 

 

 

 

备注 

 

 

 

 

单位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技术委员会编号不用填写；表格内容填写不下可另附页。 

 

 



附件二 

第四届整车分技术委员会组成方案(供参考) 
序

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赵航 主任委员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2. 郭万富 副主任委员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3. 孙为群 副主任委员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4. 王维 副主任委员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5. 龚标 副主任委员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6. 文宝忠 副主任委员兼

秘书长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化研究所 

7. 李永武 委员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 

8. 李洧 委员单位 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9. 郑贺悦 委员单位 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10. 耿磊 委员单位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化研究所 

11. 牛国有 委员单位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2. 李晓东 委员单位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13. 张善谦 委员单位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4. 纽因昌 委员单位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 

15. 刘亚新 委员单位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长春) 

16. 麦瑞礼 委员单位 海南汽车试验研究所 

17. 李普明 委员单位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8. 李衡辉 委员单位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9. 夏少荣 委员单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 

20. 朱鑫 委员单位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 

21. 艾维全 委员单位 上海汽车股份公司工程研究院 

22. 马扎根 委员单位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3. 方健 委员单位 泛亚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24. 邓玉林 委员单位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25. 郑兆树 委员单位 南京汽车研究院 

26. 杨林 委员单位 北京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7. 黄豁 委员单位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28. 张碧蓉 委员单位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9. 周桂添 委员单位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30. 孙大兴 委员单位 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31. 刘丽娟 委员单位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32. 王福成 委员单位 哈尔滨哈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3. 张丽霞 委员单位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4. 高立新 委员单位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 

35. 赵福全 委员单位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36. 胡天明 委员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37. 方华 委员单位 总装备部汽车试验场 

38. 陈德兵 委员单位 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9. 吴永刚 委员单位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 谭秀清 委员单位 山东省汽车工业集团公司 

41. 叶红宇 委员单位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2. 徐清魁 委员单位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3. 涂怀年 委员单位 陕西汽车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44. 李江柳 委员单位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邮箱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