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马进琴 甘肃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2 王长峰 银川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3 王文辉 银川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4 王加革 济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 王庆国 吉林省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吉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6 王佩忠 包头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包头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7 王学潮 廊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8 王宝玉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冶金金属制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9 王宝红 天津海天缘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 王贵辉 吉林省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吉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11 王洪凤 内蒙古生产力促进协会

12 王艳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13 王莉 廊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4 王继东 许昌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5 王斌娴 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

16 王德华 贵阳业勤中小企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17 王薇 天津滨创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18  王磊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19 韦志强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20 公冶战骏 南充生产力促进中心

21 玉珍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22 甘锋 江门市科技服务中心（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3 叶秀红 惠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4 田丰 甘肃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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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田延彬 济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26 田志昂 济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7 付静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

28 冯泽波 苍溪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29 成妙森 惠州市惠城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30 曲引换 运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31 朱俊东 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

32 向艳 南充生产力促进中心

33 刘卫国 襄阳生产力促进中心

34 刘文新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35 刘刚 南充生产力促进中心

36 刘祁 银川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37 刘红 临汾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38 刘海宁 西安生产力促进中心

39 刘增科 临沂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40 闫东升 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1 江根生 安徽博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2 孙杰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43 孙健 山西省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44 苏德志 呼伦贝尔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45 李军 辽宁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

46 李宏远 山西省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47 李国华 长治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48 李德强 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9 杨文盛 葫芦岛市军民融合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

50 杨丙红 廊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1 杨树成 天津天纺生产力促进股份有限公司



52 杨铁梅 泸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3 吴洪亮 连云港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4 何小敏 中山市小榄镇生产力促进中心

55 宋利民 长治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6 张  磊 济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7 张双兰 晋城市成产力促进中心

58 张伟 银川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59 张军剑 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60 张昌民 许昌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61 张海峰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航天生产力促进中心

62 张海燕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63 张朝丽 石家庄生产力促进服务中心

64 陈艳秋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65 武斌华 西安生产力促进中心

66 范强贤 连云港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67 罗乃明 辽宁生产力促进中心

68 周立存 济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69 周继维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70 郑宝梅 泉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71 赵志勇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72 赵晔军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73 赵萍萍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74 赵淑梅 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75 郝娅琴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76 信爽 济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77 勉凤香 银川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78 袁欲彬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79 格桑平措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80 顾永菡 南充生产力促进中心

81 倪乐波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82 徐芳芳 寰宇生产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83 徐新民 惠州市惠城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84 卿乐智 泸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85 高文超 盐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86 高凯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87 郭 崎 中欧生产力促进中心

88 郭少方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89 陶义 锦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90 黄中华 苍溪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91 黄文金 博尔塔拉生产力促进中心

92 黄方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93 崔爱珍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94 程  宁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95 程凤秀 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96 傅东荔 江苏省苏机机械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97 粱咏梅 襄阳生产力促进中心

98 潘赤萍 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

99 潘虎林 甘肃省秦安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100 魏洪菊 许昌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