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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企字〔2019〕5 号 

关于表彰 2018年度优秀会员、优秀工作者的决定 

 

2018年，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的各项工作在广大会员、团

体会员以及各级协会工作者的积极参与、献计献策、通力合

作下，取得了新的进展: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组织体系进

一步完善，依法办会、民主办会进一步规范，重点工作稳步

推进，服务宗旨更加深化,整体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协会工

作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与广大会员、各团体会员专兼职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广大会员和协会工作者

齐心协力，按照党和国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

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中

国女企业家协会依据《会员履职及参加活动积分评价实施办

法》等，经研究决定：王巧兰等 62 名会员为 2018 年度优秀

会员；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等 35个会员单位为 2018 年度优

秀团体会员；王丽峰等 33名协会工作人员为 2018年度优秀

工作者。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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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骨干和带动作用，认真履行职责，满腔热情服务会员，

团结和引领广大会员在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新

的贡献，共同把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办成沟通的桥梁、连接的

纽带、交流的平台、成长的学校、温馨的家园，在新时代做

出新的贡献！ 

 

附件一：2018 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附件二：2018 年度优秀团体会员名单 

附件三：2018 年度优秀工作者名单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2019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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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共 62名） 

 

一、优秀副会长（共 23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巧兰 山西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安安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益阳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田  羽 翰德林（北京）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桂莲 内蒙古天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内蒙古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安钟岩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长，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李大祥 北京乐天翔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亚平 江西省女企业家协会顾问； 

杨  文 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 

济南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吴丽敏 北京五洲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北京市朝阳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何玉辉 北京德恒（西安）律师所主任， 

陕西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张子琴 北京华储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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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琳 香港翰琳国际礼仪学院董事长， 

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周亚仙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郑南南 云南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郑晓燕 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赵永庄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  燕 江苏森泽集团董事长； 

徐  平 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栾  芳 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哈尔滨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董剑珍 上海鸿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翟美卿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魏  琼 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瞿金叶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 

二、优秀特邀副会长（共 4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秀艳 北京海迪兰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玉香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孙月焕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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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活活 香港富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优秀常务理事（共 14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娟 苏州江南名珠国际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静 华人世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包爱明 万绿城集团董事长，贵州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尼玉珍 包头市恒正商贸食品大世界有限公司董事长， 

 
包头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朱小明 南通新利基国际贸易董事长； 

刘卫红 青岛优雅印象审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 

杜小飞 北京大摩瑞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坤仪 北京坤艺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晓梅 江苏同创礼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雁辉 惠州市正牌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云香 广东科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学莲 烟台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谈玉琴 无锡金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无锡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薛  荣 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 

郑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三、优秀理事（共 15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燕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金凤 苏州苏新加油站有限公司总经理； 



6 
 

刘雪蓉 青岛魅天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兰贞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海霞 呼伦贝尔天然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  莉 山西颐和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阿依吐尔逊·肉苏力  

 
新疆善乐创业职业培训学校董事长、法人代表； 

岳海南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主任； 

赵  君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执行主任； 

赵明伟 佳木斯市依平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晓萍 新疆福聚祥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小琴 甘肃盛鼎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常芳 华鸿汇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丽莉 云南易武同庆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洪霞 枣庄宏林矿业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四、优秀会员（共 6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亚琴 饮露山房紫砂艺术馆馆长； 

邬末珍 共友时代（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孙  平 合肥普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  桑 北京华盛教育总经理； 

李翠莲 库尔勒百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华仙 武汉市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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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 年度优秀团体会员名单 

（共 35名）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河北省女企业家协会 

山西省女企业家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 

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 

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 

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 

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 

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 

江西省女企业家协会 

山东省女企业家协会 

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 

广西女企业家协会 

重庆市女企业家协会 

四川省女企业家协会 

云南省女企业家协会 

陕西省女企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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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 

青海省女企业家协会 

北京市朝阳区女企业家协会 

唐山市女企业家协会 

张家口市女企业家协会 

包头市女企业家协会 

大连市女企业家协会 

牡丹江市女企业家协会 

余姚市女企业家协会 

合肥市女企业家协会 

龙海市女企业家协会 

济南市女企业家协会 

郑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武汉女企业家协会 

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女企业家协会 

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 

成都市女企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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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8 年优秀工作者获奖名单 

（共 33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丽峰 山西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晓莉 河北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金燕 内蒙古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秘书处秘书 

方  丽 青海省女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 

卢小华 成都市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叶秀珍 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宁  烜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伊莉娜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宣传员 

刘  瑾 云南省女企业家协会财务部长 

孙  春 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孙  荣 北京市朝阳区女企业家协会会员部部长 

孙  琳 重庆市女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李红霞 包头市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  玲 济源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李  倩 郑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 

杨桢桢 高密市妇女联合会第一书记 

杨晓波 哈尔滨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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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舒丽 大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张玉玲 唐山市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秋娟 武汉女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 

陈艾嘉 湖北省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苗  慧 沈阳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处秘书 

林丽荣 汕头市女企业家协会监事长 

赵  惠 济南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赵舒艳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会员部副主任 

姜秀明 贵州省女企业家协会理事 

柴  红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影像资料管理员 

郭玲娜 余姚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 

黄桂琼  昆明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崔  敏 陕西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谢  叶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法律顾问 

童勇刚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办公室主任 

蔡亚佳 龙海市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