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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落实中国贸促会《“十四五”

贸促事业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满足展览会议领域的团体标准

供给需求，建立与完善展览会议标准体系，同时为积极跟踪和参

与 ISO 展览会议国际标准化工作组（ISO/TC 228/WG 20），为展览

会议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撑，构建“团体标准化+国际

标准化”的新型标准化工作机制，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批

准筹建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展览会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简称“展览会议标委会”）。 

首届展览会议标委会拟由 88 名委员组成，曾亚非任主任委

员，武少源、刘松萍、任国岩任副主任委员，姚歆任委员兼秘书

长，黄远、姜淮、许锋、刘宏伟、李征伟、杨薇、褚玉静、陈姝、

马泽鹏任委员兼副秘书长，秘书处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标准工作部承担。     



现将首届展览会议标委会组成方案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截止

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9 日。 

首届展览会议标委会成立仪式将于 2022年 9月 4日（周日）

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六届中国服务贸易标

准化论坛上举行。 

 

联系方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 

电  话：010-66094072   邮  箱：ccpithuang@163.com 

联系人：黄远 

 

附件：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展览会议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附件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曾亚非 主任委员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2 武少源 副主任委员 
中关村论坛专家委员会/ 

中国会展业专家委员会 

3 刘松萍 副主任委员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 

4 任国岩 副主任委员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市会展经济研究所 

5 姚歆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6 黄远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7 姜淮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8 许锋 委员兼副秘书长 北京华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9 刘宏伟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青旅博汇（北京）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 李征伟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下属企业

——云上会展有限公司 

11 杨薇 委员兼副秘书长 重庆悦来两江国际酒店会议管理有限公司 

12 褚玉静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上海师范大学 

13 陈姝 委员兼副秘书长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4 马泽鹏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浙江标准化服务中心 

15 白雪 委员 贵州师范学院 

16 柴金艳 委员 中原工学院 

17 陈深雅 委员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18 陈雯雯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19 邓梁 委员 中建科工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 丁海龙 委员 中青旅博汇（北京）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1 杜启平 委员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22 费嘉奕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下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3 封岩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24 冯皙璇 委员 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 

25 甘丽 委员 贵州民族大学 

26 高巍 委员 中国铸造协会 

27 郭皙 委员 贵州民族大学 

28 何跃 委员 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29 胡星 委员 南昌市商贸和会展服务中心（南昌市会展办） 

30 黄洁 委员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1 黄运鑫 委员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32 贾思军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市分会 

33 雷贤云 委员 成都鼎尖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34 李保尔 委员 浙江省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 

35 李淑美 委员 中青旅博汇（北京）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6 李秀 委员 泰山学院 

37 李寅 委员 北京第四空间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38 李咏彬 委员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39 李宇 委员 江西省外贸广告赛维展示有限公司 

40 梁剑锋 委员 北京市商务局教育中心 

41 廖军华 委员 贵州民族大学 

42 廖智超 委员 贵阳市会展行业协会 

43 刘桂菊 委员 泰山学院 

44 刘健 委员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5 刘伟丽 委员 深圳大学 



46 刘志理 委员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47 卢林 委员 大新华（北京）会展控股有限公司 

48 路玉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市分会 

49 罗灵芝 委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0 罗群 委员 江西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51 罗毅 委员 
贵阳市观山湖区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今日服务

中心 

52 吕雨阳 委员 陕西省企业信用协会 

53 麻松 委员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4 秦培勇 委员 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55 屈中意 委员 湖南鼎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56 沈晓霞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57 苏苗守 委员 温州德纳云会展有限公司 

58 孙学智 委员 北京中科赛博标准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9 唐友均 委员 四川省国际展览中心 

60 涂平辉 委员 南昌市商贸和会展服务中心（南昌市会展办） 

61 王爱民 委员 北京现代管理学院 

62 王丹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63 王静缓 委员 中青旅博汇（北京）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64 王磊 委员 山东雅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65 王岫嵩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66 王顼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市分会 

67 王智 委员 广州空港国际会展中心 

68 武君 委员 北京优联信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9 徐成里 委员 贵阳市会展行业协会 

70 薛山 委员 青岛市会展行业协会 

71 薛莹 委员 北京优联信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2 阎志斌 委员 智奥会展（深圳）有限公司 

73 杨正 委员 上海八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31会议） 

74 游明 委员 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75 喻欣荣 委员 南昌市商贸和会展服务中心（南昌市会展办） 

76 袁航 委员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信合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77 张代威 委员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 

78 张恩山 委员 会展经济研究会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 

79 张军 委员 山东世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80 张磊 委员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81 张玲玲 委员 中青旅博汇（北京）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2 张珊珊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市分会 

83 张勰 委员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84 张元帅 委员 四川和诚佳业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85 赵泥 委员 浙江迈氏会展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86 赵学尽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87 郑标文 委员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88 诸丹 委员 成都大学 

 

注：委员按照姓名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