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28家异地省级商会秘书处通讯录 
（2017年8月更新终版） 

 
1.北京安徽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87号（白纸坊桥

南）古井贡酒品牌体验中心四层徽商厅  

邮    编: 100055 

电子邮箱：Huishang2006@163.com  

官方网站：http://www.bjah.org 

固 话：010-63388286           

传 真：010-63388806  

会  长：梁金辉   010-63388286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陈道志 秘书长     18905689995 

许  彬 执行秘书长  13811665478 

高爱梅  会员部      13911797808 

张  莲 宣传部     13321155633 

路  娜  综合办公室  18701567594 

 

2.北京重庆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光熙门北里15号北京重庆饭

店435室  

电子邮箱：bjcqsh@163.com  

官方网站：www.bjcqsh.org  

固 话：010-64272541  



 

传 真：010-64271541  

会长：谭传荣     

三峡燃气集团  总裁 

秘书处:  

李白鸽  执行秘书长  13522054158 

耿  丽  副秘书长    13983382397  

杨媛媛  外联部部长  18610010068  

林朝利  办公室主任  18910999355 

 

3.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福建大厦十一层 

电子邮箱：minshangjingying@163.com  

官方网站：http://www.jingmin.net.cn  

固 话：010-64454692 

传 真：010-64454694 

会长：陈春玖  

北京通厦投资开发集团  董事长  

秘书长 

陈文育    执行副秘书长     13371757222  

慕容晨超  会员拓展部部长   13810454830  

张泽行    宣传信息部部长   13910798982 

孙  燕    综合事务部部长   18618438612 

余家勇    商务合作中心部长 18701682963 

卢雁菲    党群部部长       15201675452 

周明锋    商会联络部副部长 18911950191 

 

 



 

4.北京广东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富力中心25层 

邮    编：100022 

电子邮箱：public@bjgdsh.org  

官方网站：www.bjgdsh.org  

固    话：59037558/59037568  

传    真：59037518  

会长：张力 

富力地产集团董事长、总裁 

秘书处:  

王自后  秘书长   13332821051 

梁晓晨  副秘书长 13501301021 

李和聪  宣传部   15017532660 

赵  韩  会员部  13691383718  

刘佳星  综合部  13581855902  

 

5.北京广西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00号平安府宾馆3层  

电子邮箱：bjgxsh@126.com  

官方网站：www.gxsh.cn  

固 话：010-64006412、56106077、67755409  

传 真：010-65258505  

会长： 郑 志  

北京远洋投资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卢爱任  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8610863188  

何秋艳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18701682980  



 

陆博杰  宣传部 13211339896 

韦兰梦  会员部 13481842311 

 

6.北京贵州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西街18号贵州大厦 

邮    编: 100029 

电子邮箱：Bjguizhoushanghui@126.com  

官方网站：www.bjgzsh.net  

微信公众号：bjgzqysh 

固 话：010-58109975 

会长：刘江 

和泓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佟易红  执行会长   13901296233 

戴江鸿  秘书长     13701081216 

井  华  办公室主任 13911003559   

崔托银  商会办事员 15811211871 

 

7、北京甘肃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 5 号飞天大厦二层 

邮    编：100022 

电子邮箱：bjls20110406@126.com 

官方网站：http：//bjgssh.org/ 

固定电话：010-67778590、67778592、67778593 

传真：010-87778359 

会长：王金生   

天正中广投资集团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王  岩  执行秘书长   15910695323 

王西铭  党支部组织委员 13121092781 

蔺  岚  办公室主任   18611090430 

于青青  宣传部部长   18910272963 

张建江  会员部副部长 15811281309 

史均婕  女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15811281519 

张  龙  司机  13220151006 

 

8.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朝阳区石佛营东里130号中康酒店十层  

电子邮箱：Hljsh8@126.com  

官方网站：www.jlcoc.com  

固 话： 010-85859999-6110  

传 真： 010-85859999-6111 

会长：田在玮  

顺天通集团 总经理 

秘书处:  

徐维新  创会秘书长  13511023118 

张庆儒  执行秘书长  13681372942  

张  瑞  副秘书长兼项目发展部部长 18901066670 

朱喜良  会员部部长   18210822987  

张梓涵  财务部部长   18501023224 

许可武  办公室副主任 18500270307 

李心荷  宣传部       18810907530 

 

 



 

9.北京河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吴家场路1号院盛今佳园1号楼1单

元2101  

电子邮箱：hebeishanghui@yeah.net  

官方网站：www．huaxiajishang.com 

固 话：010-63960042  

传 真：010-63960610  

会长：陈三国  

北京中油随时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处:   

于容川  执行秘书长 13901733156 

吴晓姣  秘书长助理 18010427875 

何锟杰  外联部  18010427870 

陶云峰  会员部  18010427873 

王  平  综合部  18801018610 

 

10.北京河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华威里28号河南大厦618室 

电子邮箱：bjhnqysh@163.com  

官方网站：http://www.bjhnqysh.com 7  

固话：010-67773358  

传真：010-67773359  

会长：姜明  

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秘书处：  

王群生  秘书长     13701370966  

赵金克  副秘书长   13146941288  



 

高  歌  办公室主任 13718352652 

 

11.北京湖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6号湖北大厦1606  

电子邮箱：Bjhbsh2008@126.com  

官方网站：www.bjhbsh.org  

固 话：010-62108456  

传 真：010-62108556  

会 长：汪林朋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刘宏泉  秘书长   13910332873 

赵  芳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18600725663  

张文姣  秘书长助理兼商务联络部部长 18701066657  

陆  越  会员部副部长      13661000106 

陈宇舟  商务联络部副部长  13691339026 

胡敬文  会员部助理    17801124929 

徐少华  宣传部副部长  13552117816 

 

12.北京湖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街9号湖南大厦5层511室   

电子邮箱：bjhnqysh@126.com  

官方网站：http://www.hnqysh.com  

固 话：010-82000760  

传 真：010-82000760  

会长：李卫国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处: 

徐友富   副会长兼秘书长  13911481188 

刘利亚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13911802247 

付  燕   商务合作部部长  13811575634 

张  晶   品牌传播部      15117970963 

曾耀明   综合办公室      13552475648 

 

13.北京江苏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101号院名人公寓A座3层 

邮 箱：bjjssh2006@126.com  

网 站：http://www.bjjssh.org/  

固 话：010—64868780 18010484880   

传 真：010—64968252   

会长：范玉荣  

北京海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李建华  驻会常务副会长  13910982006 

方乙芳  秘书长      13901254748  

别  晨  办公室主任  13911179213 

刘婷婷  财务部   18618326106 

李海燕  宣传部  18210131322 

 

14.北京江西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一条8号江西大酒店17层  

电子邮箱：bjganshang@126.com  

官方网站：http://www.bjjxqysh.com/  

固 话：010-67683596/67684302  



 

传 真：010-67683753  

会长：刘经纶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秘书处:  

谢忠宝  秘书长  13901295219 

毛祖棠  副秘书长 13146233787 

张惠萍 秘书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13621287623 

冷科生  秘书长助理兼宣传部长 13366783222  

谢信祥  办公室副主任  18679798281 

黄  青  会员部副部长  18518675854 

黄  婷  对外联络部助理  13240322080    

周芳怡  商务拓展部助理  13601085240   

郑世河  办公室干事  18800101280 

 

15.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2号内蒙古大厦503  

电子邮箱：imccb@126.com  

官方网站：www.imccb.com  

固 话：010-64070573  

传 真：010-64070573  

会长：李镇西 

包商银行 董事长 

秘书处:  

李献平  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15047201188  

王志勤  执行秘书长   13811425121 

魏丽峰  驻会副秘书长 13948822850 

刘  炜  办公室主任   13901050470  



 

杨雪梅  办公室秘书   13401174471 

杨  靖  办公室秘书   18604724172 

韩莎莎  办公室秘书   15117958699  

 

16.北京宁夏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名人公寓A座902 

电子邮箱：bjnxcc@126.com  

官方网站：www.bjnxcc.com  

会长：刘艳霞 

恒盛阳光鑫地（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张  炯 副会长、秘书长    13911623961 

 

17.北京青海企业商会（尚未更新）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富力城B6楼1106  

电子邮箱：bjqhsh@126.com  

官方网站：www.bjqq.org  

固 话：010-58761810  

传 真：010-58761810   

会长：汪海涛   

国资委 

秘书处：  

王洪梅 秘书长 13601156663  

黄国胜 副秘书长 18610232351  

   

18.北京陕西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街7号二层1211室  



 

电子邮件：contact@shanshang.org  

官方网站：http://www.shanshang.org  

固 话：010-87792528  

传 真：010-87792528  

会长：郭家学 

东盛集团（广誉远中药） 董事长   

秘书处：  

张  亮  秘书长 13701132191  

孙雨霏  会员部总监 13811258115  

李乘抱 会员部主任 15010251289 邮箱：171261710@qq.com 

张  莉  媒体中心主任  010-87792528  

冯飞飞  行政部主任    010-87792528 

 

19.北京山东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4号保利大厦967室  

电子邮箱：lushangorg@126.com  

官方网站：www.lushang.org  

固 话：010-82005851  

传 真：010-82006276  

会 长：王  兵  

中亿鼎盛控股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高健淇  秘书长 15801267685 

伊西伟  副秘书长 15120088867  

张  君  办公室  15910900971  

李悦东  外联部  18910373728 

 



 

20.北京山西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雍和大厦A座1202 

电子邮箱：bjjshang@163.com  

官方网站：www.bjjssh.org.cn  

固 话：010-52863828/53634469/52860916 

传 真：010-64612046 

会长：李建国 

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赵文祥  秘书长 

邢秀乔  驻会副会长兼执行副秘书长 13693590318   

王国栋  事业部部长  18810777678  

范晓昆  会员部副部长 18311012681  

张  婷  宣传部副部长 13522252282  

李秋梅  综合部副部长 13051588418 

 

21.北京四川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路312号川办龙爪树

宾馆9号楼9152  

电子邮箱：bjscqysh@126.com  

官方网站：www.bjscc.org  

固 话：010-87693650  

传 真：010-87693650  

会长：王 刚  

眉州东坡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辜多好  秘书长 18911101333 



 

龙  艳  对外联络部部长 13501157446  

兰  宁  活动部 18610155255  

 

22.北京天津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二区5号（暂时） 

电子邮箱：bjtjqysh@126.com  

官方网站：http://www.bjtjsh.com  

固 话：010-85723067  

会长：禹作胜  010-57757666 

温德拉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杨明俊  秘书长 13820908068 

赵  娟  办公室主任 18611272886 

张 鲲  宣传部经理 18611192085  

杨会计  财务经理 010-85723073 

 

23.北京新疆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三里河路7号新疆驻京办1号楼1115室  

电子邮箱：18610290087@163.com  

官方网站：www.xjsh.net  

固 话：010-68332266-6115  

传 真：010-68332266-6115  

会长：谢吉良   

北京(新疆)沙迪克果业科技发展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李  力  秘书长 13811067681  

郭星言 副秘书长 13911431112 



 

林婉真 办公室主任  18610290087 

 

24.北京云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12号云南大厦3A-13室  

电子邮箱：msc@ynzjb.cn  

官方网站：www.bjynsh.com  

固 话：010-64276221  

传 真：010-64276221   

会长：王傢琪    

北京七彩云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赵永刚  执行秘书长 13911254129  

田雨凡  办公室主任 18288681651 

和成武  宣传部部长 13552482351 

 

25. 北京浙江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26号浙江大厦501  

电子邮箱：zccbvip@163.com 

官方网站： www.zccb.org  

固 话：010-64453636  

传 真：010-64421409  

会长：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秘书处： 

方  杰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13901033237   

赵维维  副秘书长     15810945260           

王聪聪  会员部部长   15801392736 



 

张  震  办公室副主任 13511099229 

赵  蕊  商务合作部   13911077289 

戴  艳  会员部       13957869979 

赵小平  办公室文员   13581964348 

肖  鑫  办公室文员   13810757773 

 

26.北京吉林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5号楼4层 

电子邮箱：jccb2015@163.com 

官方网站：www.bjjlqysh.com 

固话：010—82000886 

传真：010—82000986 

会长：葛坚  

中基控股集团董事长 

秘书处 

林学访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机集团北京中润伟业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18500015566 

纪朋良  常务副秘书长 15811332855 

李  昊  会员部   18910941066 

 

27.北京上海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13号锦江会议楼北楼

102室 

电子邮箱：bjshshccb@163.com 

官方网站：www.bjshsh.org 

固话：010—66001998 

传真：010—66015147 



 

会长：欧阳兵  

绿地控股集团京津房地产事业部 总经理 

秘书处： 

刘宝安  副秘书长 18810860113 

王  雷  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部 18810841029 

裘  睿  会员部   13501003967 

王  建  外联部   15701643495 

 

28.北京辽宁企业商会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天圆祥大厦 

电子邮箱：bleccorg@163.com 

官方网站：http://blecc.org 

固话：010—56029585 

会长：左安一  

天圆集团 董事长 

秘书处： 

滕征辉  执行秘书长 13910026077 

王世彬  副秘书长 1861117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