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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函〔2019〕54 号

关于公布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产业发展研究委员会

委员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关于成立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产业发展研究委员会的决

定》（中物协〔2019〕14 号），在各会员单位自荐、推荐的基

础上，经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产业发展研究委

员会成立会议审议通过，委员会首批委员共 160 人，委员会主任

委员由名誉副会长曹阳同志兼任，任期五年。

希望各委员自觉履行义务，认真贯彻委员会成立会议决议事

项，努力完成年度工作计划和本届工作规划。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联系人：刘双

乐，联系电话：0755-83325864，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莲花大厦东座 1103 室 。

附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产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

2019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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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产业发展研究委员会

委员名单

一、主任委员

曹 阳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深圳中深南方物业管理研究院

名誉副会长

会 长

院 长

二、顾 问

陈庆芳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重庆瑞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董事长

翁国强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前海勤博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首席执行官

杨民召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兰州民召物业管理集团

高级顾问

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耀忠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董事长

王寿轩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北京国基伟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总经理助理

三、副主任委员

田 野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亿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会长

董事长

朱保全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会长

首席执行官

李 风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会长

总经理

闻 涛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成都金房物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会长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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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青山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卓达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总经理

梁志军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总经理

谢水清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会长

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长江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碧桂园智慧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副会长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李茂顺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重庆新正大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副会长

总 裁

李春俐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黑龙江万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誉副会长

董事长

汪维清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河南建业新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名誉副会长

党委书记/副总裁

韩 芳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副会长

董事长

韩兴凯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潘国强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秘书长/专家委主任

徐 辉 安徽新亚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 新
狮城怡安（上海）物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书平 新疆广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四、秘书长

刘双乐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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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职务

1 曹承鸿 天津市联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陈福军 北京中兵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3 陈 曦 成都欧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执行总经理

4 陈晓静 山东房地产教育培训中心 常务副主任

5 陈耀辉 广州海伦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6 陈忠杰 沈阳万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7 程纯洁 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 会 长

8 崔雅静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会员服务部副主任

9 代立福 珲春新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党 锋 郑州国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1 邓华卿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2 董建民 北京航天万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 理

13 段斐钦 彩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14 范鹏举 深圳中旅联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 范晓薇 昆明银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6 方 青 安徽省物业管理协会 副秘书长

17 冯常勇 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 冯莉莉 哈尔滨景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 冯 欣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

20 冯泽新 遵义市物业管理协会 秘书长

21 付 磊 上海证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22 高晋峰 北京育新物业管理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23 高 婧 重庆智博物业管理研究院 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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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宫雅玲 陕西诚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5 苟 强 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

26 郭 健 北京市海淀区物业管理协会 秘书长

27 郭玲燕 宁波市物业管理协会 秘书长

28 郝 霆 河南昇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29 何 江
新中物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公司
总经理

30 何新强 福州宝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31 侯国强 深圳玖伊绿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32 胡 奕 云南实力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33 胡永科 南充市友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黄国义 深圳市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35 黄嘉辉 厦门市物业管理协会 会 长

36 黄 亮 正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37 纪培端 深圳市维度统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8 贾晶浩 北京鹏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姜英宝 和信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40 蒋亚宁
建投嘉昱实业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

41 金永宏 石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42 柯亚辉 江西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雷小锐 兰州银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44 李 斌 北京同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45 李 冰 福建商学院
系副主任物业管理

专业带头人

46 李国强 北京中物自智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47 李洪良 沈阳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 秘书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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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李洪林
哈尔滨徐虎（上海）物业经营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9 李书剑 河南正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50 李小刚 重庆洪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51 李亚丽 河南楷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52 李亚萍 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53 李轶梅 成都嘉善商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54 李玉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

管理学院
研究院院长

55 李志刚 河南新康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6 梁晓东 济南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57 廖小斌 深圳唯尚物业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58 林常青 福建永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59 刘德明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60 刘东生 北京金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61 刘敬宗 河北旅投世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

62 刘 炯 成都华昌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63 刘文波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64 刘先锋 山东海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65 刘 旭
淮南东华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副部长

66 卢 敬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67 卢 欣
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总经理

68 罗浩斌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9 罗先凤
深圳市诚则成第三方物业服务评估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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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吕 剑 戎威远保安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71 马才堂 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分会 常务副秘书长

72 马洪延 北京首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73 马万里 合肥高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74 马云燕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物业管理专业负责人

75 毛波杰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6 牛卫东 五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7 潘金悦 常州市金坛区物业管理处 主 任

78 漆春刚 四川悦华置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79 曲以江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80 曲赜胜 辽宁大学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主任

81 宋宝程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82 唐海川 绿域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首席战略官

83 田秀生 郑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秘书长

84 涂春安 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85 屠赛利 宁波银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86 汪全松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

87 汪维杰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总经理

88 王 蓓 深圳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进修学院 客座教授

89 王 飞 山东南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90 王立峰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1 王目元 山东海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92 王素平 河北恒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品质运营部总经理

93 王学习 安徽省高数地产物业管理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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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限公司

94 王怡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工会主席

95 王增连 青岛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96 王峥嵘 宁波耐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97 魏利利 山东诚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98 温 婷 璞瑞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创始人

99 伍三明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0 谢丛林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101 谢建军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2 徐作成 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3 许德军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4 薛 蕊 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105 闫家宝 天津天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经理

106 闫丽君 内蒙古恒欣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7 闫小龙 西安紫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8 杨克春 广西华保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9 杨立东 辽宁金安物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0 杨文凯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

管理学院
院 长

111 杨学英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专业负责人

112 杨永琳 云南鸿园电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事业部经理

113 姚 敏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

专业委员会
董事长

114 衣 娜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部部长

115 尹 锋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6 尤 东 深圳市中物互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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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余绍元 深圳市之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执行总裁

118 张 红 北京信宇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9 张 军 荆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副会长/秘书长

120 张 腾 山东房地产教育培训中心 主 管

121 张小军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 裁

122 张 烜
苏州工业园区恒泰第一太平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123 张沿光 北京国天健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24 张一民 上海市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5 张 毅 武汉市物业管理协会 会 长

126 张 勇 宜昌众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7 章月萍 福建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院 长

128 赵海胜 山西滨汾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9 赵 凯 河北原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30 赵 鑫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公司
城市总经理

131 赵 炎
西安天地源物业服务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32 赵 昀 深圳市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33 郑 平 深圳市方益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4 周宏泉 深圳市万厦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5 周虹妤 广西建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6 周继华 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部中心总经理

137 周珂锐 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与服务发展部副

总经理

138 周平珍 安徽创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9 周心怡
前海勤博教育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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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宗可玥 山东金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1 纵兆平 上海盈禧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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