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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五洲设计集团总结构师丁大益先生

　 　 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带头人、公司总结构师、中国共产党党员丁大益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凌晨 1 点 1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56 岁。 丁大益

同志系安徽省六安市人,1984 年 7 月合肥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院工作,先后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带头人、公司总结构师、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中
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结构稳定与疲劳分会常务理事、钢结构质量安全检测鉴

定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构专家委员会委员、《建筑结构》
杂志社编委、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硕士生导师,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在职工学博士学位。
丁大益同志先后主持过一百多项大型和较大型建筑结构项目的设计与研究,代表性设计项目有合肥

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海南省会展中心、国家金融信息大厦等,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省部级科学

技术奖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参编多部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规范)、主编多部国家标准图,并发表了几

十篇学术论文。 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丁大益同志 1986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热爱党、热爱祖

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多次获得公司优秀党务工作者。 丁大益同志一生心系兵器工业和国防

建设,作为结构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他专业功底深厚、为人谦逊、求实创新,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尊重和

敬佩;患病期间,他仍坚持指导团队工作,培养了大量年轻技术骨干,为公司的发展和国防工业建设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对丁大益同志的逝世,我们表示沉痛地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