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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平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丁向东 团河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丁祖昱 上海克而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聃 团宁夏区委副书记 

丁常青 北京贝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丁鼎 鄂尔多斯市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刁云峰 海尔集团副总裁 

于海林 中投（天津）热能装备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腾群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万泽明 江阴明大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晓林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万新利 临沂万众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卫海波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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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兴民 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马孝慈 沈阳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东北区投资开发经理 

马铁民 浩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马继伟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马超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马斌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移动互联网事业群副总裁 

马楚力 深圳市力嘉包装（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颢洋（女） 甘肃巨龙供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马巍 北京七色光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小豪 团杭州市委青年就业创业工作部副部长 

王文俊（女）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王东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帅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 

王立东 黑龙江东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宁 西安航天基地服务外包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伟 团江苏省委副书记 

王会刚 尚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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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涛 黑龙江省青年商会秘书长 

王宇 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王宇强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进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王均豪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王芳（女） 团安徽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王秀萍（女）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 

王宏乐 河北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国权 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总经理 

王典戈 四川金利多投资集团董事长 

王忠友 中景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征 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王建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建强 江西中川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孟广 石家庄华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相荣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威（女） 长春南关市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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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 山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专职副秘书长 

王彦军 甘肃老板厨房销售有限公司法人 

王洪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晓辉 团西藏区委副书记 

王航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爱民 团山西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王涛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东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海霞（女） 内蒙古太西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王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棣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辉 新疆中企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谦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新 河北广盛居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新发 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福胜 长春中之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尤淦 甘肃易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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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 团四川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牛军 内蒙古宏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汉发 团天津市委副书记 

毛奇耀 宁波八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卞直兵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法人 

方天滨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方勇军 贵州江天集团公司董事长 

方能斌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孔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宇光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主席 

邓炼 成都金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邓勇 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平凡 大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卡斯木江·阿布都

热依木 
新疆阿特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卢朋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建波 吉林省金士啤酒集团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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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富 哎呀呀饰品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锋 湖南搏浪沙水工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申亚东 团沈阳市委统战部部长 

申跃（女） 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田长霖 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宁 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军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晋银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 

史永红 江苏双龙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史光伟 中金所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生明宇 长春市吉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景林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白云峰 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乐梅（女）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冯海燕（女） 团湖南省委副书记 

司恒睿 宁夏盛世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皮钧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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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宗文 河北冀高电力器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边晖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邢万里 贾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拥国 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吏林山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旭明 广州银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强 北京水木源华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军 青海三工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建国 团江苏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常务副秘书长 

朱奕霏 宁夏银帝集团总裁 

朱钰峰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乔志城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乔福安 山西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伍刚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任忠 团山西省委副书记 

向阳 广东盛世润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向兵 中国电信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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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吉罗布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嘉 深圳市中弘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义富 安徽省路网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文新 河南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方武 北京华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 

刘东滨 黑龙江应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宁 团南京市委南京青年商会副秘书长 

刘有忠 北京新光明培训学校董事长 

刘军 九合资本法人代表 

刘观伟 北京华录北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志军 广州联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宏伟 山东嘉宏伟业集团董事长 

刘明峰 杭州爱立特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学运 贵州黔鼎金融仓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宗杰 广东金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建勋 甘肃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俊禄 山西聚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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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 天津市才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洪和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贺（女） 北京阿特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铁铎 团吉林省委副书记 

刘珺 光大集团副总经理 

刘新年 江西新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新宇（女）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闫国华 隆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艳山 团大连市委青工部部长 

关景武 鸿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江岩 哈尔滨曼哈顿多元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江南春 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汤子嘉 汤臣集团常务副总、董事局副主席 

安伯海 北京宝至尊国际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 

安波 青岛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志华 福建泉州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宗国 新疆七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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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曦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清水 连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寻阳 北京合众阳光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铁军 阮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天龙 宁夏红宝集团总经理 

孙东伟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立斌 山西创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昊 团内蒙古区委青工农牧部部长 

孙朋睿 长春宜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孙烨 光正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焱（女） 北京泰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德志 哈尔滨志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 

麦文辉 团广州市委青工青农部部长 

芮宏 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书记 

苏玉荣 厦门住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旭辉 广西鑫辉通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苏非 成都鑫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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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权 建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建斌 团山东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苏彦山 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共青农场场长 

苏桂榕 广西佳信企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杜彩林（女） 北京畅通天下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杜新峰 团北京市委企业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李小波 贵州省赤水市百居易商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小猛 北京宁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山英（女） 团河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李飞德 美的集团总裁助理 

李井泉 黑龙江省青年商会会长 

李云泽 中国建设银行股权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李中增 团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李丹 北京旭景恒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壅 上海九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立峰 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刚 金昌市凯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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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锋 团甘肃省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李伟 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中央企业青联主席 

李伟 北京飞天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创始人 

李庆锋 广西北海利博盛安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兴畅 中山市太兴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进 北京强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花（女） 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连祥 山东国耀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宏斌 长春市海纳化妆品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奇 重庆陶然居集团总经理 

李国阳 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李迪（女） 中茂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凯声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社长 

李金松 大连长生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金波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建涛 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李建雄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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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国 顺昊细胞生物技术（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娜（女） 山东太阳纸业（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莉（女） 山西国术之光国际艺术交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晓军 团青海省委工农青年部调研员 

李海防 大连维尼亚红酒庄园董事长 

李海翔 中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 

李家运 团贵州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调研员 

李诺 全国民航团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骏 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李维 陕西飞鹿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锐元 安徽新锦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李智勇 北京国投科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鹏程 湖南同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新峰 山东省自主创新促进中心主任、法人 

李耀宇 长春市大众物流装配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正辉 中能（湖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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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友 黑龙江省玉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立宪 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杨仲凯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杨志 北京聚智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杨 派特森英语校长 

杨振 西安宏府企业集团总经理 

杨根宏 深圳市为海集团有限公司法人 

杨晓军 团陕西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杨海生 陕西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杨裕虎 湖南省扬子鳄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楠（女） 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肖云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肖珍（女） 铜陵新九鼎铜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星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肖勇 宜昌萧氏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时萍（女） 团北京市委企业工作部副部长 

吴小宁（女） 厦门鑫八马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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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建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申宇 团厦门市委副书记 

吴立菊(女)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吴圣州 北京德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宇星 湖北福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国成 安徽古井九酝妙品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佳（女）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波 团沈阳市委副书记 

吴建平 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洁静（女） 团杭州市委副书记 

吴彬（女）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淑英（女） 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吴朝安 团湖北省委副书记 

吴群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靖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主任会计师 

何文波 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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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军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广西民航机场管理局副局长 

何质恒 科创控股集团总裁助理 

何春生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 

何振斌 福建省庐江科技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佟晓宇 团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余滢 甘肃义乌商贸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谷穗（女） 湖南恒年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小菲 北京俏江南餐饮有限公司联合董事 

汪剑莹（女） 团江西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汪敏（女）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汪鸿雁(女）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宋庆国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党组书记 

宋怀明 和田西湖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飞 黑龙江艾禾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飞 飞翔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云松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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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女） 团青岛市委副书记 

张文 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张兰海 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总裁 

张弘 团吉林省委办公室主任 

张亚波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成保 石嘴山银行行长 

张光远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伍新 辽宁罕王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张延松 团大连市委副书记 

张华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张华明 浙江华之毅时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宇亮 广融投资集团董事长 

张安华 江西中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军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党

委书记、副主任 

张阳 海南明泰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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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华 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张志涛 宁夏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宏亮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坤兰（女） 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松 吉林省五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贤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助理、营运管

理推进中心总经理 

张征（女） 团四川省委副书记 

张育斌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学兵 团宁夏区委工农青年部部长 

张建军 海通证券董事总经理 

张显峰 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禹文 团湖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张彦辉 团云南省委城市青年部部长 

张勇 贵州星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振广 盘锦天益堂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19 

张振宇 重庆得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哲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副书记 

张晓东 昆明金牛华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峰 嘉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菁（女）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总经理 

张斌 沈阳坤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强 大连乾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腾（女） 全国铁道团委书记 

张腾飞 河北维士路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静静（女）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嘉良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蕾蕾（女） 国务院国资委群工局青年处副处长 

张璐 中建集团河北分公司总经理 

陆华 福州三龙喷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强 中铁物资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工委书记 

阿不力克木·买买

提明 
新疆英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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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一（女） 辽阳市宏大集团总经理 

陈长宝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文伟 团福建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陈东讯 厦门央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 

陈亚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屿 团海南省委副书记 

陈刚 中粮集团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陈向东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陈阳海 福建泽祥集团公司董事长 

陈志祥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丽娟（女） 全国民航团委书记 

陈园升 西宁九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启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初名 北京成名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林枫 广西瑞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奇夫 团辽宁省委副书记 

陈明雄 雄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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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霖 广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陈冠华 广州中外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峰 团上海市委青工部部长 

陈高志 陕西亿杰控股集团董事长 

陈涛 团福建省委副书记 

陈海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陈展生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陈缨（女）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陈鲲 青岛先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邵健伟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晓辉 团广西区委城市青年部部长 

其实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华宇 沈阳麟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笑阳 河北沛然世纪生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东 杭州绿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永华 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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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成场 天成灏景（厦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珈旭（女）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林俊波（女）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亮 巨化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林恒宇 千里长河文化集团总裁 

林峰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杭迎伟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尚超 昆明中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斌 北京创盈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聪 国海证券资产总部总经理 

罗订坤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仕居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罗永斌 团云南省委副书记 

罗会军 郑州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国庆 广西国杰斯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实 神州天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勇 团湖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23 

罗群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金炜 江苏金华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朋甦 团成都市委青工部副部长 

周小能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周文信 北京鼎信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江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 

周俊豪 四川天豪酒店集团董事长 

周奕麟 团厦门市委经济部部长 

周娜（女）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秘书长 

周维 团海南省委工农青年部部长 

郑世茂 哈尔滨正大企业集团总裁 

郑用贵 浙江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迈 成都喜来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金艳（女） 花舍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胜景 团广西区委副书记 

郑耀南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宗馥莉（女）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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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峰 北京盛世创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项颉 赛晶电力电子集团董事局主席 

赵小东 团辽宁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赵云 北京瀚峰融合资本有限公司法人 

赵成龙 范德国际董事长 

赵迎光 山东韩都衣舍电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国成 湖北易瓦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明 新疆浦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赵衍峰 山东鲁潍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莉华（女） 团西安市委城乡部负责人 

赵晓辉 河南省聚辉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智强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郝东生 团哈尔滨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郝英杰 鄂尔多斯市亿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郝扉 辽宁道纪天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百青 帕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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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谷华 中铝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玥（女） 团西安市委副书记 

胡宗玮 团宁波市委联络部部长 

胡继河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南广成 北京天誉合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哈利民 宁夏博宇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哈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钟艺谋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钟建兵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 

钟雪（女） 西昌琦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段小龙 团陕西省委副书记 

段刘文 苏州汉朗光电有限公司总裁兼 CEO 

段宝平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总承包公司总经理 

段炼 团重庆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段海鹰（女） 团天津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修远 修正药业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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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彦卫 晴好集团董事长 

施建耀 宁波禹顺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施崇刚 团重庆市委副书记 

姜军武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峰 中国旅行社总社总裁 

洪天从 中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宫宇飞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宫恩付 黑龙江鑫富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子平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 

姚莉（女） 河南丰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海红（女） 中直团工委组宣部副部长 

贺青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骆铁 厦门德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良 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袁振涛 陕西星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人 

袁海波 恒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耿欣 中信证券投行业务消费行业组执行总经理 



 27 

莎丽娅•霍拜（女） 新疆沙里金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跃亭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稼霖 团青岛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夏小海 团成都市委副书记 

夏念杰 新疆坎儿井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顾杰 上海杰宝大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建芳（女） 倍思特食品（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 

晁坤 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部负责人 

钱俊冬 三人行信息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俊雄 武汉嘉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钱集兵 时代（邯郸）装备机械物流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振年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风 九江恒盛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徐冬梅（女） 团济南市委副书记 

徐立勋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徐华勇 普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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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根 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建 江苏蛟龙重工集团总经理 

徐勇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助理 

徐浩 陕西中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紫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 

徐强 安徽中兴继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徐登权 重庆五洲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殷华 江苏丰山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翁伟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副主任会计师 

凌超 宇海集团董事长 

栾大伟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 

高月飞 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体文 北京中隧隧道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红伟 内蒙古海通工贸（集团）公司董事长 

高波 团青海省委副书记 

高辉文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高裕弟 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高德康 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东宇 海南宇洋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东林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郭旭涛 团河北省委副书记 

郭庆涛 新时代证券公司监事长 

郭安 河北玉洲煤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美荐 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郭健辉 广州市冠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浩 天津市裕基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郭鸿 中国银监会系统团委书记 

郭琦 中科高盛咨询集团董事长 

郭澳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 

唐生建 团贵州省委副巡视员 

唐泓 农业部机关服务局副局长 

海伟（女） 西安尚域商贸有限公司法人 

涂珺（女） 南京科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正勇 天津七里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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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铮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少贤 广东金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文佳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屹峰 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华春 丰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志向 志向（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凯涛 江西华宇大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政伟 湖南创想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晓君（女） 北京中商浏阳河大酒楼总经理 

黄晓鹏 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黄琪珺 海南集团执行副总裁 

黄粤粤 广州凌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梅向荣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主任 

梅睿 湖北汇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阳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副主任会计师 

曹建强 江苏金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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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大兴 东方鑫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冬生 宇恒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 

龚伟礼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管理委

员会委员、市场主管合伙人 

常小磊 太谷浩宸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广德 中山市丹丽洁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崔民河 广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程 香港大程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商春利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阎志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淦垒 江西垒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在中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屠红燕（女）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隋鹏 团武汉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琚宜太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 

彭天斌 沧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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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少桥 华南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彭传海 河南青联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容华 湖南亮家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斯琴塔娜（女） 呼和浩特市天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董方军 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全学 国电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 

董骥 团河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蒋大北 渔山（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蒋辉 上海铁路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蒋巍 团广东省委常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韩力 津西钢铁集团法人、副董事长 

韩亮 宏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震 山东鼎好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覃伟中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九江石化总经理 

景旭东 团济南市委工农青年部部长 

程丽江 江西岳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阿罗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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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华东 浙江永翔集团总裁 

焦祺森 森田集团董事长 

曾人雄 北京泓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平 安徽瑞沅置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学忠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终端 CEO 

曾冠军 团新疆区委副书记 

谢泽波 仟坤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谢萌 广州市正佳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强巴欧珠 团西藏区委青年统战联络部部长 

靳伟 首钢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蓝斌男 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蒲鼎新 亚洲陶瓷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楼明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赖朝辉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军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雷利军 团武汉市委副书记 

路刚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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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娴萍（女） 团宁波市委书记 

满麒麟 云南博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赫永峰 全国铁道团委宣传生产部部长 

管耀华 深圳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 

廖宏文 重庆展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良生 团江西省委副书记 

谭鑫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翟明翯（女）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 

翟凌云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熊友春 江西雄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学斌 成都恒泰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篑莺春（女） 京东拍拍网总裁 

潘开广 广东合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刚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党委书

记 

潘保春 安徽品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薛志勇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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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宏顺 团新疆区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戴修成 团南京市委副书记 

戴剑芳（女） 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戴辉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福书 南京华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铭 黑龙江省衡润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博平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魏崴 北京温莎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