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光伏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名单 

  编号 专委会职务 单位名称 委员代表 职务 

1 联席主任委员 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张  兵 总裁 

2 联席主任委员 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陆  川 总裁 

3 联席主任委员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钱  晶 品牌副总裁 

4 联席主任委员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学 隆基股份副总裁 

5 联席主任委员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黄建明 
集团副总裁 

家庭光伏事业部总经理 

6 副主任委员 河北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  亮 技术总监 

7 副主任委员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周  罡 太阳能事业部总经理 

8 副主任委员 东方日升点点（宁波）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田  君 户用总经理 

9 副主任委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郑汉波 
智能光伏解决方案中国区副

总经理 

10 副主任委员 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 闫宗辉 商户用事业部总经理 

11 副主任委员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一鸣 总经理 

12 副主任委员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刘德杰 董事长 

13 副主任委员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丁永强 总裁 

14 副主任委员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倪志春 副总裁 

15 副主任委员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何双权 总裁 

16 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 沈福鑫 秘书长 

17 副主任委员 中国工商业与户用光伏品牌联盟 周  元 秘书长 

18 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立闯 室主任 

19 副主任委员 中民新光有限公司 包育栋 常务副总裁 

20 委员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罗  锋 分布式系统集成技术总监 

21 委员 北京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曾晓斌 总经理 

22 委员 佛山市新能源行业协会 誉江华 会长 

23 委员 广东中光能投资有限公司 宋开峰 总监 

24 委员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黄春卫 副总经理 

25 委员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网雄安金融科

技集团） 
单孟雪 

光伏云（电商扶贫）事业

部市场运营处处长 

26 委员 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  军 高级副总裁 

27 委员 杭州桑尼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俊豪 副总裁 

28 委员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郭  帅 太阳能事业部总经理 



29 委员 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 陈大英 技术质量部总监 

30 委员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  刚 副总经理 

31 委员 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邬  磊 副总经理 

32 委员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张  海 副总经理 

33 委员 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建国 销售总监 

34 委员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林  仪 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35 委员 力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宋承浩 市场总监 

36 委员 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  军 总裁 

37 委员 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 张晓斌 副主任 

38 委员 山西潞安中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邓增玉 总经理 

39 委员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华勇 副总经理 

40 委员 深圳市盛能杰科技有限公司 全亚斌 总工程师 

41 委员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许  韬 CEO 

42 委员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嘉豪 技术总监 

43 委员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陈锦辉 副总裁 

44 委员 唐山海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永 董事长 

45 委员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李  翔 副总工 

46 委员 同创互达（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储五金 总经理 

47 委员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恽  旻 认证部部长 

48 委员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军 国内销售总部高级副总裁 

49 委员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省建材设备节能与智能

化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刘江峰 主  任 

50 委员 展宇光伏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宋  钰 总经理 

51 委员 浙江埃菲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  潇 总经理 

52 委员 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丁一波 总裁 

53 委员 浙江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党记虎 销售总监 

54 委员 浙江悦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游黎威 董事长 

55 委员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郑向阳 技术服务主管 

56 委员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黄国平 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