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中国棉花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中国棉花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丁好武 

 

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卜春海 中国储备棉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广锋 水控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派高管 

马佩剑 新疆银棉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洪涛 新疆阿克苏棉农 

王广如 邯郸金狮棉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正伟 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抚政 新疆御丰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志刚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棉花部总经理 

王宝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 

王建红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副局长 

王绍振 江苏省丰县首羡堂镇王堂村棉农 

王选中 安徽省棉麻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  铭 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包头湖农场棉农 

王智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强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王新亭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擎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总经理 



 

方晓琴 嘉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棉花部负责人 

尹卫新 湖南华容县梅田湖镇三合村北垸湖十一组棉农 

石品山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头台乡大泉村棉农 

卢怀玉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会长 

叶  生 华发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 

叶晓旻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行业风险部总经理 

田建斌 河北省棉花协会副会长 

白九廷 新疆喀什市伽师县棉农 

白保平 新疆兵团第七师一二九团六连棉农 

冯  刚 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司应彬 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棉农 

付钦林 兵团六师芳草湖二道沟家庭农场棉农 

边春和 天津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董事长 

吕建春 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金田农场棉农 

年长军 新疆克拉玛依小拐乡七师 130 团棉农 

朱北娜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 

朱有东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五工台镇五工台村棉农 

朱克荣 江苏双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满场 河南省尉氏县南曹乡北曹村棉农 

刘中军 湖南省银华棉麻产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 

刘中海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东华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棉农 



 

刘纪元 新疆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振洋 河北省南皮县王寺镇许庄村棉农 

刘培军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植棉大户 

刘绪森 山东省聊城市凤凰办事处蔡庄村棉农 

安笑南 首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耿成 新疆克拉玛依小拐乡七师 129 团棉农 

许登富 新疆阿克苏库车县塔里木乡喀拉托格拉克村棉农 

阮旭良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郑州棉麻工程技术设计研究所

所长 

孙伟挺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顺超 河北省辛集市顺超棉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牟军伟 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一三七团棉农 

纪同华 新疆库尔勒市开发区棉农 

杜佳斌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李世忠 甘肃省金塔县世忠棉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丙炎 新疆阿克苏库车县墩阔坦镇庭木阿拉喀尕村棉农 

李四方 新疆兵团第八师一四四团七连棉农 

李付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 

李发鑫 新疆兵团第七师一二九团十一连棉农 

李  进 河南省豫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宗成 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姚楼办事处太平庄棉农 

李俊勇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大沟镇查干敖包村棉农 



 

李健全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银山 新疆乌苏市百泉镇榆树村棉农 

李绪双 湖北白银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晶 山东省乐陵市张桥乡官庄棉农 

李  楠 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棉花部总经理 

李满常 高阳县棉花技术服务协会理事长 

杨付春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植棉大户 

杨  雄 湖北银丰棉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照良 
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会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

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二级巡视员 

肖中高 陕西长岭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设计师 

肖  方 武汉光谷农产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志国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乡刘胡庄村棉农 

冷  冰 郑州商品交易所农产品部总监 

冷留青 江苏盛高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辛天亮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棉农 

宋  华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兵团二二二团农五队棉农 

张小祥 忠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仿春 润浩农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棉花 CEO 

张向峰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五工台镇龙王庙村棉农 

张红霞 山东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涛 新疆兵团芳草湖总场三十二连棉农 



 

张  涛 
新疆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总监兼信贷业务部

总经理 

张怀昌 河南焦作修武周庄乡李屯村棉农 

张  皑 上海市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金文 上海伟森贸易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陆建华 常州科腾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江 新疆兵团第八师一三五团七连棉农 

陈来臣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营里镇陈庄村棉农 

陈  宏 江西省鄱阳县石门街棉农 

陈鸣洪 中纺棉花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宗富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水磨沟乡水磨沟村棉农 

陈建平 新疆克拉玛依市农业开发区第二村棉农 

陈海英 
溢达集团溢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苟永东 陕西省棉花协会会长 

欧阳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部总经理 

岳俊红 新疆岳普湖县色也克乡喀勒塔亚依拉克村棉农 

周文平 新疆阿克苏新和县玉奇喀特乡裁缝铁热克村棉农 

周永健 新疆博州精河县植棉大户 

周松波 仙桃市棉花公司副科长 

周晔珺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  燕 新疆博州博乐市棉农 



 

赵卫东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棉农 

赵利民 青岛棉麻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凤斌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管理部主任 

胡孝伦 新疆益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高生 湖北省荆州市太湖农场梅槐分场棉农 

胡献利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冬麦地村棉农 

柏  伟 安徽省棉花协会秘书长 

钞会华 新疆阿克苏市库车县墩阔坦镇排孜阿瓦提村棉农 

钟春明 湖北省棉花协会会长 

侯腾飞 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英也尔乡植棉大户 

施惠标 江苏省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  杰 山东鑫瑞娜家纺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友元 仙桃市棉花协会会长 

贾杰周 河北省新合作棉花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  磊 新疆博州博乐市精河县 83 团棉农 

贾  蕾 北京棉花展望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顾晨光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兵团一二四团十连棉农 

倪俊龙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耀林 射阳棉花协会副会长 

翁如丰 浙江特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  芳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局长 

高  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长胜 山西恒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明泉 山东省鲁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建春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棉农 

郭  峰 国家棉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书记 

唐景春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庄镇樊庄子村棉农 

容  易 新疆克拉玛依市兵团一二九团十三连棉农 

黄年秀 江西省银海棉麻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曹会庆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棉袄棉花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崔为民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兵团芳草湖总场十三连棉农 

梁西才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枣强镇阁王庄棉农 

扈宏伟 新疆天鹰鑫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贵勇 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棉农 

蒋德平 大英天骄高新棉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  金 北京智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喇  强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九运街镇黄土梁南村棉农 

程  哲 新疆巴州尉犁县塔里木乡群库勒村棉农 

鲁西平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谢远新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兵团二二二团农场农二队棉农 

摆  强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上户沟乡东湾村棉农 

甄  弘 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光泉 南通御丰塑钢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江川 四川省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翟雪玲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贸易研究室主任 

潘  奇 新疆国泰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智英 新疆华嵘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戴  俊 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道中 甘肃省棉麻总公司总经理 

魏刚民 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勇 河南省棉花协会秘书长 

魏高成 新疆自治区供销社一级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