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届五次理事会主席、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20名） 

（2016 年 11月 3日四届五次理事会及会长联席会通过） 

理事会主席 

王培桓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长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副会长（17名） 

1 郑万河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 

2 洪杰 华润维麟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3 孙坚 如家酒店集团 董事长兼 CEO 

4 王填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苏敬轼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首席顾问 

6 孙为民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7 邢颖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 李燕川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9 朱丽筠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纪志坚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12 唐嘉年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 

家乐福集团副总裁 

13 王俊洲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总裁 

14 蒙进暹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 朱菁 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16 储德群 山西美特好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7 曲德君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 总裁 

秘书长 

裴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常务理事名单（ 65 名） 

1 王培桓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 郑万河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 

3 洪杰 华润维麟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4 孙坚 如家酒店集团 董事长、CEO 

5 王填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6 苏敬轼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首席顾问 

7 孙为民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8 邢颖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9 李燕川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10 朱丽筠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纪志坚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13 唐嘉年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 

家乐福集团副总裁 

14 王俊洲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总裁 

15 蒙进暹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朱菁 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17 储德群 山西美特好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8 曲德君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 总裁 

19 顾国建 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 所长 

20 颜艳春 北京富基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21 马嘉樑 华润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22 余叶嘉莉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审计合伙人 

23 史燕来 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王斌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25 万明治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杨红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27 郑晓燕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8 席龙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29 赵崔华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30 付小明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31 尹晓非 永和大王餐饮集团 总经理 

32 陈晓东 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33 柯兴华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宝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 

34 辛克侠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 

35 陈念慈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6 王沅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37 韩玉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38 潘万金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39 龙永雄 德勤中国 消费品及零售行业主管合伙人 

40 李维龙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 董事长 

41 黄进能 上海象王洗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 

42 崔轶雄 上海城市超市有限公司 总裁 

43 汪林朋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44 顾永泉 上海永冠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45 三枝富博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董事长 

46 潘仲光 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47 何金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8 杨文斌 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49 李涛 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50 贾国龙 北京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51 许佑宏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 

52 刘京京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53 秦国红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54 廖礼基 家乐园集团 董事长 



55 高书林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56 杨迎芳 青岛海尔开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57 包乾申 江苏省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58 陈文錧 晶华宝岛（北京）眼镜有限公司 总经理 

59 赵京晶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60 苗鸿冰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61 卢航 
北京埃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1 世纪不动产） 
副董事长兼总裁 

62 贺光启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63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64 裴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65 朱舫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首席顾问 

 

理事名单(208名） 

（2016 年 11月 3日四届五次理事会通过） 

企业理事（181名） 

超市、便利店( 39 名） 

1 王培桓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 洪杰 华润维麟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3 王填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 李燕川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5 唐嘉年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 

家乐福集团副总裁 

6 蒙进暹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7 朱菁 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8 储德群 山西美特好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9 马嘉樑 华润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 王斌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1 席龙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12 付小明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3 陈念慈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 崔轶雄 上海城市超市有限公司 总裁 

15 三枝富博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何金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7 杨文斌 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 包乾申 江苏省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 

19 张轩松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 林嵩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张红波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2 卢代盛 天津市津工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23 洪万康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润发） 中国区发展部总经理 

24 李涛 青岛利客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25 肖英 北京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张国衡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总经理 

27 柴志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易捷） 副总经理 

28 顾斌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9 曹曾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董事会秘

书、常务副总经理 

30 郑知求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31 韩贻坤 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2 张晓雨 世纪华联超市连锁（江苏）有限公司 董事长 

33 文宇斌 SPAR 中国 董事 

34 张世焱 哈尔滨道里菜市场集团 董事长 

35 龚定宇 乐友（中国）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36 方明霞 安徽省台客隆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37 张建廷 哈尔滨市融惠微利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38 王云博 大连金玛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总经理 

39 王艳芬 中国顺客隆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CEO 

 

百货店、专业零售店（ 58 名） 

1 郑万河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 

2 孙为民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3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4 王俊洲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总裁 

5 曲德君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 总裁 

6 万明治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7 郑晓燕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 陈晓东 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9 辛克侠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 

10 王沅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潘万金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 李维龙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 董事长 

13 汪林朋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14 秦国红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廖礼基 家乐园集团 董事长 

16 高书林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7 陈文錧 晶华宝岛（北京）眼镜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 苗鸿冰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19 潘一清 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五星电器总裁 

20 孟浩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21 张文生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2 孙丹威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3 范新培 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 总裁 



24 汪建国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25 丁琳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26 蓝波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7 张贤存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8 骆伯康 广州市富隆酒窖酒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9 李亚峰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30 杨建新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31 郑耀南 都市丽人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32 张革 上海光大通信终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总裁 

33 刘东海 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34 郁瑞芬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35 房向前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6 郭广忠 江苏汇银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副总裁 

37 梁学斌 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38 陈雄伟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39 赵邦华 上海紫燕食品有限公司 总裁 

40 翟凌云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41 林玉辉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42 马健荣 京东集团 集团副总裁 

43 李德祥 贵州合力商业投资集团 董事长 

44 李月淑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5 胡金根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46 叶国富 哎呀呀云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7 汪志刚 上海摩提工房食品有限公司 总裁兼 CEO 

48 杨红春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49 李伟森 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50 肖志峰 江西省绿滋肴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51 罗敬仁 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52 张华荣 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3 张荣明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总裁 

54 徐艳林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55 姜熙泰 韩国乐天百货（株）北京代表处 韩国乐天百货副社长/中国区总裁 

56 毛继鸿 广州市例外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57 章戈 上海乐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58 黄轶 新华文轩商业连锁（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餐饮业（28名） 

1 苏敬轼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首席顾问 

2 邢颖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 赵崔华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4 尹晓非 永和大王餐饮集团 总经理 

5  贾国龙 北京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6 刘京京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7 赵京晶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8 贺光启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9 林炳生 永和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 潘宇海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11 冯雷 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有限公司 CEO 

12 李德建 重庆德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 方桂欣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 副总裁 

14 屈国强 陕西阿瓦山寨品牌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 吴伯超 上海仙踪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周月明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7 韩东 北京市西单麻辣诱惑餐饮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8 张彪 上海世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19 刘子昆 昆明大滇园美食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 杨华生 迪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1 刘东亮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2 牟骥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 总裁 

23 林欣 广州市绿茵阁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24 曾立斌 厦门音乐厨房餐饮有限公司 董事长 

25 吴春清 广州拉丁餐厅有限公司 董事长 

26 潘慰 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27 黄耕 北京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28 吴志洪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服务业（23名） 

1 孙坚 如家酒店集团 董事长、CEO 

2 朱丽筠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史燕来 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4 黄进能 上海象王洗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潘仲光 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6 卢航 
北京埃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1

世纪不动产） 
副董事长兼总裁 

7 马晓刚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8 徐祥根 上海锦江都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9 王阳 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品牌市场总监 

10 刘伟琳 青岛植秀堂养生养颜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 兰建军 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2 房国凡 速伯艾特（北京）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3 杨明 北京能动时代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 王凯 北京业之峰装饰连锁有限公司 总裁 

15 陈碧华 克丽缇娜（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朱雷 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17 辛玉波 北京翰皇伟业皮革清洁养护连锁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 陈炜 金宝贝（天津）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 陈实 北京凯朗伯思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 宋伟光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特许事业部总经理 

21 张荣耀 荣昌·伊尔萨洗染连锁集团 董事长兼总经理 

22 周建国 北京大风车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 

23 邓衍明 福州车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供应商、咨询机构（ 33 名） 

1 纪志坚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董事长 

2 顾国建 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 所长 

3 颜艳春 北京富基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4 余叶嘉莉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审计合伙人 

5 杨红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6 柯兴华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宝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 

7 韩玉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8 龙永雄 德勤中国 消费品及零售行业主管合伙人 

9 顾永泉 上海永冠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 李涛 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 许佑宏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 

12 杨迎芳 青岛海尔开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3 刘涛 山东兄弟商业设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 苏玉涛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林碧宝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主席 

16 胡腾鹤 中信产业基金 董事总经理 

17 李海燕 宝获利商用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 钱建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全球合伙人、总裁 

19 刘钟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商业业务部门经理 

20 戴剑 华士盘点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王铁 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22 杨益镔 集保物流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亚洲区战略及市场总监 

23 章春华 浙江上虹货架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李昂 德利多富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零售事业部总经理 

25 韩微文 贝恩创效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全球合伙人 

26 孙士玉 中税税务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7 丁霞 尼尔森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尼尔森中国副总裁 

28 陈凯旋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29 殷国炜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30 洪振辉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1 李伟民 深圳桑达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32 孙凯锋 拍档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33 杨人佩 浙江上扬商业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社团理事（27名） 

1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2 裴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3 朱舫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首席顾问 

4 李秀珍 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 副会长 

5 胡文章 上海连锁商业协会 秘书长 

6 樊飞飞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7 何宏剑 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 会长 

8 孟福平 山西省连锁经营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9 李远志 黑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10 王钧耀 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副会长 

11 杨建英 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12 何家信 安徽省连锁经营管理协会 会长 

13 夏仁华 安徽商业联合会零售商业委员会 秘书长 

14 徐伟君 重庆市连锁经营协会 办公室主任 

15 罗少芳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16 花涛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秘书长 

17 朱平 东莞市零售行业协会 秘书长 

18 王京 沈阳市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19 赵顺 大连市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20 陈立强 西安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21 刘建华 武汉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22 张云鸿 昆明市零售商业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23 王建涛 天津市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24 陈锡忠 济南市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25 陈开通 泉州市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26 李伟强 厦门市商业联合会 副会长 

27 高爱民 辽宁省连锁经营协会 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