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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拟增补专家名单（114 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称 专业领域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陈梦舫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有色金属矿采选及

冶炼、农药、石油加工、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叶茂 副研究员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喝修复效果评估 

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晏井春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 

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钱林波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电镀、焦化 

5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王兴润 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电镀、制革、固
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6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谷庆宝 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7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刘俐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喝修复效果评估 

8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马福俊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电镀、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9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颜湘华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电镀、固体
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0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彭政 
正高级工程

师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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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丁贞玉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风险评

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喝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喝修复效果评估 

12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刘京 研究员 环境保护管理、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价、环境监测 

13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陆泗进 教授级高工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环境监测 

14 上海交通大学 赵玲 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
艺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5 同济大学 周念清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
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喝修复效果评估 

16 河海大学 祝建中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
艺技术、农药、电镀、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7 河海大学 卢小慧 副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 

18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王琪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

采选及冶炼、纺织、印染、石油加工、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9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杨洁 教授级高工 环境保护管理、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价、土壤修复工程、地下水修复工程 

20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唐振强 高级工程师 环境保护管理、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价、土壤修复工程、地下水修复工程 

21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王东 高级工程师 环境保护管理、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价、土壤修复工程、地下水修复工程 

22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黄道建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3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齐剑英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
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4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张漫雯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3 

25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陈定盛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纺

织、印染、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6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陈隽 
正高级工程

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药、电镀、

制革、印染、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7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陈禧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28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陈岩贽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
果评估、电镀、纺织、印染、造纸、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29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青宪 副研究员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30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苏耀明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31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滕建标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石油加

工 

32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王雄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33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赵金平 教授级高工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 

34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苏华轲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
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石油化工、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35 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 欧英娟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
果评估、印染、造纸、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36 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 顾凛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化工、电镀、石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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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 龙维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化工、有
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药、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石油加工、

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38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刘伟娜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39 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陈福强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 

40 广东省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黄敏聪 副研究馆员 风险评估、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
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41 中山大学 熊亚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电镀、纺织、印染、石油加工、固体废

弃物处置与利用 

42 中山大学 张淑娟 副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风险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43 华南理工大学 党志 教授 环境保护管理、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价、土壤修复工程 

44 华南理工大学 邓洪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45 暨南大学 赵海明 副研究员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46 暨南大学 向垒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

冶炼、农药、印染、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47 华南师范大学 黄明智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电镀、纺织、印染、造纸、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

用 

48 华南师范大学 曾丽璇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制革、纺织、印染、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49 华南师范大学 成文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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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华南农业大学 卢瑛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51 华南农业大学 解启来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

矿采选及冶炼、电镀、制革、印染、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52 华南农业大学 毛小云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

药、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53 华南农业大学 李博 副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 

54 华南农业大学 王进进 副教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 

55 华南农业大学 张玉龙 副教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56 华南农业大学 张振 副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风险评估、地下水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石油加工 

57 广东工业大学 孙健 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

药、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石油化工、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理与
利用 

58 广东工业大学 袁斌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59 广东工业大学 蔡宴朋 教授 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风险评估 

60 广东工业大学 徐文彬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 

61 广东工业大学 吕松 高级实验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化工、石油加工、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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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广东工业大学 张亚平 副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63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

所 
陈能场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64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

所 
郑煜基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 

65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

所 
朱立安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 

66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

所 
王跃强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67 广东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 秦亚平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地下水风
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电镀、固体废弃物

处置与利用 

68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周秀峰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电镀、印染、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69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 黄树杰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7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 
顾文杰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7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  
李文英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固体废弃物

处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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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 
逄玉万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73 
广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

所 
李翔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 

74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华南石化创新中

心  
牛显春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农药、电镀、制

革、纺织、印染、石油加工、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75 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孙琼莉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
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

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 

76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吴志翀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77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叶元坚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 

78 深圳市生态环境技术审查中心 肖朝明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电镀、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79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站 周波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80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退休） 李少艾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81 深圳市地质局 何润洲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 

82 深圳市地质局 敖文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 

83 深圳市地质局 张锐锐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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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深圳市地质局 魏会龙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 

85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总工室 姚炜婷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电镀、纺织、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86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张涛 副教授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
炼、电镀、印染、焦化 

8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江学顶 副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工程结构、化

工、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88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叶丽珊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 

89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叶波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
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 

9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刁增辉 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
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药、电镀、制

革、纺织、印染、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91 肇庆学院 秦建桥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
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有色金属矿采选

及冶炼、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92 肇庆学院 谢春生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造纸 

93 江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夏光耀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电镀、制革、纺织、印染、造纸 

94 肇庆市武大环境技术研究院 侯浩波 教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95 中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所 张定煌 高级农艺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
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农药、固体废弃物处置

与利用 

96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马名扬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化工、农药、电镀、制革、纺织、印染、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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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陈泽智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98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分析测

试中心、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

州）股份有限公司 
杨学灵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99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水技术研

究与监测中心 
赖日明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 

100 深圳中鹏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施达彬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

质、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农药、电镀、制革、纺织、

印染、造纸、石油加工、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01 
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陈  华 高级工程师 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固体废弃

物处理与利用 

102 浙江亿可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沈逍江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工程结构、石油加工、焦化、固体废弃物处置

与利用 

103 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张雪霞 副研究员 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04 国科（佛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柯乐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化工、电镀、制革、纺织、印染 

105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何姝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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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广东中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万开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
估 

107 广州众至环保有限公司 马磊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
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

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 

108 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顾爱良 
正高级工程

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

质、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109 佛山市环境保护投资有限公司 叶挺进 
正高级工程

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土壤风险管控

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 

110 佛山市环境保护投资有限公司 崔松阳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调查、水文地质、土壤风险管控
及修复工艺技术、地下水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术 

111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大定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农药、石油加工、焦化 

112 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陈建伟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调查、水文地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113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彭庭辉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114 
广东华南环保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 
彭晓春 研究员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土壤环境调查、土壤风险管控及修复工艺技
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纺织、印染、造纸、固体废弃物处

置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