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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代管协会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
理事名单

（共计207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木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万魁  河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王  禾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副会长

王  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  松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副秘书长

王  雷  吉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办公室主任

王立建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泽新  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王彦吉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理事长

王晓华  中国展览馆协会  主管

王爱美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继生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善坡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王蕴虹  四川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秘书长

王燕国  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主席、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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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予锋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

毛雅军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转型发展部主任

方志毅  云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副会长

尹伯卿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秘书长

尹品耀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邓建玲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邓雅俐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会长

石岩峰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  秘书长

石维忱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理事长

卢洪早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田盘龙  陕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付晓宇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冯  岚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秘书长

冯家成  广东佰国联合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毕立君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吕  琴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秘书长

吕书国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负责人

吕新杰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  秘书长

乔岗杰  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任  智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副会长

负责人  鞍钢集团公司

负责人  国家电网公司

负责人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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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重庆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负责人  山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负责人  江苏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负责人  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负责人  黑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负责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负责人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负责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负责人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负责人  中国船舶集团公司

负责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负责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负责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负责人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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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东风汽车公司

负责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负责人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负责人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

负责人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北京仟亿达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负责人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负责人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刘  欢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  原副局长

刘子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

刘占朱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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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儒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副秘书长、党委副书记

刘志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刘良先  中国钨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素文  中国自行车协会  理事长

刘振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理事长

刘锦章  中国建筑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闫卫民  中国糖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安   进  安徽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   方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

孙向远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党委常务副书记、秘书长

纪立顺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  副会长、秘书长

苏永强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名誉会长

苏鹤洲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李   刚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李  军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  克  宁夏工业经济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李  原  中国开发区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

李玉中  中国皮革协会  理事长

李建明  中国企业联合会  副理事长

李高帅  中国质量协会  副秘书长

李维健  广西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李援朝  中央党校出版社  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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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江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

杨月华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杨兆华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会长

杨煜文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吴  云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秘书长

吴  健  苏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吴一坚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吴光权  深圳工业总会  会长

邱思胜  湖北省工业经济协会  会长

何恩培  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

余星明  辽宁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秘书长

余修炎  九江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汪  平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  秘书长

汪世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职工董事、总经理助理

沈文荣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宋忠奎  中国节能协会  秘书长

迟京东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副会长（驻会）

张   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波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专务

张   谦  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副秘书长

张立波  中国铸造协会  会长

张有喜  山西省政府参事室  参事

张言涛  大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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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

张知诚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张绍强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理事长

张泉水  贵州省工业与知识经济联合会  会长

张崇和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长

张朝晖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瑞敏  海尔集团  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陈   虹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   滨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陈大鹏  中国服装协会  会长

陈少军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理事长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陈立新  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  秘书长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室 参事

陈忠伟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建华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武华太  山西省人大  常委

           山西省政府  特聘顾问

林   钢  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

金   鹏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秘书长

周   宇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   杰  江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秘书长

周   磊  山东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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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亮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晓冰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党委常委

庞铁力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郑哲明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朝松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郑瑞法  宁波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孟   伟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铁锤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会长

赵毅武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毅新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会长

郝   钢  鞍山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

郝亚斌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荣剑英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

南存辉  正泰集团公司  董事长

相春雷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姜   风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理事长

洪暹国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执行副会长

姚   镇  北京星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秦   珂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秘书长

原庆丹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会长助理

柴艳兵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钱有清  中国丝绸协会 常务副会长

徐   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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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昌  中程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   川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理事长

高   朋  华创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   勇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党委书记兼秘书长

高   翔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高家明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高级专务

高德康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总裁

郭丽莉  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  秘书长

郭国华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

郭振岩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郭景瑞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   鹂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会长

黄文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资本和金融事业部主任

黄来兴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崔根良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章吉林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梁  辉   北京掘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博益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彭   凡  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   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董鑑华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副总裁

鲁伟鼎  万向集团公司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

关于平台-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http://www.cfie.org.cn/index/index/info.html?id=7

10 of 11 26/01/2023, 17:17



管维镛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端小平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会长

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翟日强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熊   梦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党委书记

缪文彬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滕建礼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

潘广成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执行会长

潘宗国  海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秘书长

薛继凤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与制造事业总监

霍   健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海油能源发现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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