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会员单位类别 联络员姓名

1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长单位 吕伟

2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刘国柱

3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张德宁

4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李伟

5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王潇

6 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马达

左志宏

燕雨虹

8 内蒙古国华准格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王思佳

9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王 强

10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刘斌

11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薄永明

12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苏甜

13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张国庆

14 内蒙古能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杨覆岳

15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冯烨

16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齐亨璋

17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许玉华

18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杨锐利

19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杨萍

20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电业局 常务理事单位 朱芳宇

21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超高压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雷英

22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薛家湾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王越

23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孙晔

24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刘康

7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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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殷富佳

26 内蒙古电力集团综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高海瑞

27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经济技术研

究院分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杨力嘉

28 内蒙古电力集团蒙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白雪莲

29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尤可雅

30 内蒙古国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王辛帅

31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 常务理事单位 许立峰

32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分

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白旭

33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包头发电分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杨国伟

34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石运兴

35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胡在高

36 内蒙古国华呼伦贝尔发电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马恒春

37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张奇

38 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白伟

39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徐明

40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王仝成

41 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鲍金山

42 包头青山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张静

43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王玉平

44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 理事单位 朱永平

45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刘莉

46 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郑秀平

47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刘海斌

48 包头东华热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佟国斌

49 内蒙古华电乌达热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许菁

50 内蒙古华电辉腾锡勒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窦磊

51 内蒙古华伊卓资热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武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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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张路

53 内蒙古伊东集团东方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张娜

54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热电厂 理事单位 侯强胜

55 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 理事单位 王彪

56 国水集团化德风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冯雅萍

57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金桥热电厂 理事单位 张克凡

58 内蒙古能源发电准大发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杨炳军

59 内蒙古能源发电金山热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李媛媛

60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张宇

61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温都苏

62 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矸石发电公司 理事单位 鲁敏

63 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高胜利

64 国电内蒙古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张铭明

65 内蒙古龙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王玲霞

66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白琨

67 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孟令峰

68 内蒙古丰电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祁爱军

69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公司乌斯太发电厂 理事单位 贾晓慧

70 内蒙古磴口金牛煤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白明飞

71 鄂尔多斯双欣电力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王世俊

72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田小莉

73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杨海广

74 中海油新能源化德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穆亚娟

75 中海油新能源二连浩特风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国新

76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发电厂 会员单位 高伟

77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河热电厂 会员单位 李秋生

78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热电厂 会员单位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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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一热电厂 会员单位 马晋玉

8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三热电厂 会员单位 张占营

81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佳佳

82 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萨拉齐电厂 会员单位 孙伟涛

83 内蒙古苏里格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卓勤云

84 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薛彬和

85 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汪萍

86 内蒙古恒利大型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梁艳波

87 申能新能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李彦娟

88 华润电力风能（满洲里）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任仲杰

89 大唐锡林郭勒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杨建玉

90 内蒙古北方蒙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高峰

91 华润电力风能内蒙古巴音锡勒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斌

92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员单位 任俊英

93 内蒙古鲁电蒙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马行宇

94 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崔国忱

95 神华亿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郭兰英

96 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郑军

97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发电厂 会员单位 张海德

98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公司新丰热电厂 会员单位 罗晶

99 内蒙古汇能集团蒙南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郭丽荣

100 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王同明

101 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谢海涛

102 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建军

103 国华（通辽）风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胡淼

104 大唐新能源巴彦淖尔公司 会员单位 王超

105 化德县大地泰泓风能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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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宁夏天净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高兴强

107 内蒙古大唐万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超

108 金州（包头）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慧敏

109 大唐包头亚能电力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超

110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薛华武

111 四子王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贾鹏飞

112 国华巴彦淖尔风电 会员单位 史明亮

113 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孟庆欣

114 康巴什热电厂 会员单位 曲玮阳

115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 会员单位 刘晓宇

116 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会员单位 高少龙

117 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包头煤化工分公司 会员单位 苗杰

118 包头市山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阿荣

119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小兵

120 鄂尔多斯市蒙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边岗

121 嫩江尼尔基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贺曦

122 华能呼和浩特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刘海鹏

123 大唐华银欣正锡林郭勒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赵慧霞

124 深能北方（通辽）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伟波

125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郭富丰

126 内蒙古哈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魏宏瑞

127 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吉力特

128 内蒙古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朱占利

129 内蒙古能建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贾灵亚

130 乌海市蒙根花光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任兴海

131 内蒙古风水梁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夏飚

132  内蒙古新元能源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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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 会员单位 胡宗岷

134 化德县汇德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王强

135 内蒙古君达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杨帆

136 固阳县虹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张青英

137 包头市金源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郑秉智

138 察右前旗航天日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闻苑

139 内蒙古七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耿远德

140 内蒙古蒙发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金龙

141 北京天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会员单位 汤晓颖

142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锡林郭勒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唐宏

143 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桐华

144 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王勇

145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西来峰发电厂）
会员单位 王学信

146 西乌金山发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展

田慧

呼坤

148 内蒙古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栗达夫

149 国电华北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一平

150 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套柱

151 内蒙古鑫祥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唐亚轩

152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魏志星

147 内蒙古第一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