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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
孙瑞哲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陈大鹏 中纺联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

周一奇 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

于敏静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副会长

肖利华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刘 宏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玉华 梦饷集团副总裁

吴传震 拼多多（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 卫 敦煌网副总裁

蔡文胜 隆领投资集团董事长

高云程 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吕培榕 民建福建省委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周少雄 泉州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

许景南 福建省总商会副会长

蔡建四 石狮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主席

杨紫明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林嘉南 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会长

杨华鸿 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会长

洪及祥 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

蔡明凯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会长

蔡孝兴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会长

龚书熊 越南福建商会会长

蔡佳定 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会长

王永权 澳门石狮同乡总会会长

邱国泉 台湾石狮市同乡总会会长

吴文艺 美国闽南同乡联合总会会长

蔡国伟 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长

李振奋 俄罗斯闽南商会会长

吴文达 澳大利亚晋江同乡会会长

吴培辉 湖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

林宏楠 石狮市纺织服装产业联盟会长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奖 彬伊奴（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顶 石狮市服饰鞋帽辅料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叶长生 石狮市江西商会会长

田丽雅 石狮市物流行业协会会长

田启明 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

刘德攀 石狮市留联会长

吴友益 石狮市服装城商业联合会会长

吴文正 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会长

吴良杰 上海石狮商会会长

吴连道 茂睿（厦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清湖 石狮市儿童产业联合会会长

吴新艺 北京石狮商会会长

杨仓海 北京市鞋革行业协会会长

杨永达 达狮雄集团董事长

苏崇艺 石狮市私营企业协会会长

陈俊明 普洛斯全国项目开拓总监

侯清秩 石狮市染整同业公会会长

姚道锡 新远辉化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永周 五洲集团董事长

施辉煌 石狮市轻纺城辅料商会会长

洪少培 福建金苑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玉年 石狮市莆田商会候任会长

郭东圣 石狮市青年商会会长

郭景专 石狮市港口航运协会（筹）候任会长

黄正河 厦门市正鸿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黄属亲 广州市石狮商会（筹）候任会长

黄朝阳 厦门市石狮商会会长

龚显远 大长江（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金镇 福州市石狮商会会长

蔡少岩 石狮市包装印刷行业协会会长

蔡华谈 中南基金合伙人

蔡华锌 吉顺物流（福建）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建省 健健集团董事长

蔡清栋 石狮市纺织机械市场董事长

蔡清淳 北京石狮商会创会会长

戴燝木 石狮市休闲裤同业公会会长

专家顾问：
洪国彬 华侨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赵雅彬 中国服装协会副秘书长

陈火全 泉州师范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

姚丽梅 黎明职业大学国际贸易学院院长

法律顾问：
许秋林 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

邱季育 福建华达（石狮）律师事务所

苏奕欣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

财务顾问：
方正会计师事务所

泉州扬帆税务师事务所石狮分公司

永远荣誉会长：
蔡文革 海西（石狮）电子商务园区
苏兴模 福建省战地吉普服饰有限公司

会 长：
林志成 石狮市青创城电子商务园区有限责任公司

执 行 会 长：
邱清呼 石狮市新瑀服饰有限公司

监 事 长：
阴雨水 福建省传奇保罗服饰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尹增义 泉州市比尔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王子烽 石狮万佳国际酒店

王清忍 石狮市华之旭服饰有限公司

王燕清 泉州市协鑫万嘉纺织有限公司

朱 戈 虎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 刚 福建弘方弘利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吴世长 泉州市都市王牌服装有限公司

吴秋红 石狮市伟峰服饰有限公司（闪电潮牌）

张少猛 石狮聚驰服饰有限公司

房俊松 福建玄御服饰有限公司

林 轩 泉州东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林伊莎 福建省青创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林隆明 泉州伍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施碧雅 石狮市新铭丰纺织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洪英塔 石狮恒铭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洪思远 福建泰芝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钟志强 石狮市顺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徐玉年 锦帅王子服饰有限公司

郭明将 石狮市门道服饰有限公司
黄书平 石狮市地球城贸易有限公司

廖少平 传洋（泉州）服饰有限公司
蔡少攀 海西（石狮）电子商务园区
蔡江攀 石狮市焦点网络有限公司
蔡奇全 福建双奇电商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蔡振廷 石狮市古由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副 会 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炎 大德康元（福建）药业有限公司

王国清 福建省达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王振响 上海聚水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冯立伟 泉州市中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龙秀华 石狮市华奥服饰有限公司
吕志伟 石狮市卡尔尚品服饰有限公司
池上圳 泉州狮兔商贸有限公司
许艳红 唐圣（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吴俊勇 石狮市初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静裕 石狮市比裕服饰有限公司

李 勇 开易严选（泉州）有限公司
李克威 石狮协豊威鸿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杨 飞 武汉品诚唯创商贸有限公司
杨 豪 石狮市牧亦扬服饰有限公司

沈艺霖 石狮市喜来乐服装有限公司
邱育卫 萌范（厦门）商贸有限公司
邱家艺 石狮市锐狼服饰有限公司

陈志能 石狮市森元盛世贸易有限公司
陈佳乐 杭州乐聚传媒有限公司

陈流勇 泉州君艾服饰有限公司
林文荣 石狮市荣易达制衣有限公司
林佑立 福建卓坚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林美娜 福建省新宏运衣车贸易有限公司

施俊棋 石狮市古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洪我议 三威龙（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钟炳灶 福建省京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唐建新 福建鹏创控股有限公司

徐望生 福建泉州市安宇服饰有限公司

翁中秋 九鑫针织布行

郭建明 福建八号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郭金锭 石狮市征服者服装商行

康延章 石狮市顾克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曹 峰 迈峰服饰有限公司

萧伟华 蒙口羽皇有限公司

黄美玲 石狮市森妍服装有限公司

傅文相 石狮棉斗士纺织供应链有限公司

傅培钦 厦门米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曾祥云 石狮市麦之初服饰有限公司

程松旺 泉州九阿哥贸易有限公司

蓝春松 石狮市春松申通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蔡再森 海西（石狮）电子商务园区

蔡灿荣 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

谭成林 石狮市泰成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潘汉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分行

颜连城 泉州创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吴秋红（兼） 石狮市伟峰服饰有限公司（闪电潮牌）

副秘书长：
蔡清选 石狮网商协会副秘书长
吴远芳 石狮网商协会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传 福建世联达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石 玲 石狮市旗森威服饰有限公司
刘汉杰 石狮市库里奇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朱 峰 泉州哲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许志成 泉州市伟启拉链工贸有限公司
余日生 石狮市日辉服饰有限公司
吴辉深 轩林服饰
杨冰艳 泉州蒙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连斌良 中国工商银行石狮支行
邱锦航 泉州锦航商贸有限公司
陈 波 泉州羽米佳人传媒有限公司
陈 俊 众兴服饰
陈志勇 泉州聚禾服饰有限公司
陈忠描 福建省指掌鲜生贸易有限公司
陈泰建 石狮市狮城众创网批中心
卓东伟 石狮市佐龙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林春润 石狮市辛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林海洪 泉州仕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施纯谊 泉州娇诗贸易有限公司
胡庆华 石狮市唐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黄志峰 泉州市佐度服饰有限公司
蔡文港 三龙纺织贸易
蔡安安 泉州市简恒服饰有限公司
蔡德意 石狮市诺驰服饰有限公司（2人组）
颜俊杰 石狮市诺维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戴逸铭 圣吉奥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理 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利波 石狮市思源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许建景 泉州优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邱世恭 石狮市库珞奇服装有限公司
林育仁 福建黑马纺织有限公司
陈炫烨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陈金矿 晋江市蛙帅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唐 欢 泉州奔越服饰有限公司
彭榕辉 泉州武林一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蒋肇焱 福建省帮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蔡利平 型走江湖（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蔡经强 石狮市潮令绅士贸易有限公司

会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连初 诺丁优品服饰
万贻兵 石狮市多兰地服装有限公司
于显明 泉州在于服饰有限公司
方 雯 石狮市天马行空贸易有限公司
王 娟 石狮市欧思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王小燕 石狮明驰服装加工厂
王加彬 泉州市左右未来服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王亚宁 石狮市豹中一族服饰商行
王旭文 泉州市狼骑兵服装有限公司
王邦和 石狮市甘霖服饰有限公司
王苏芳 泉州市煌仕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学良 石狮市华豹服饰有限公司
王泳达 石狮市宏达服饰
王荣军 福建省泰王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王清池 石狮市集嘉佰斯源织造有限公司
丘锦斌 石狮市联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冯秀兰 鑫卡尔服饰强造有限公司
卢硕妹 福建省创客汇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田巍楠 石狮市智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 灵 石狮市力旗威服饰商行
刘 兵 石狮市飞越吉普服装厂
刘 辉 卒行伊服饰有限公司
刘青龙 泉州市至简服装有限公司
吕晓为 广州小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孙彬城 老景头特工坊有限公司
庄金钢 晋江市龙湖依表惊人服装店
朱志勇 泉州志图服饰有限公司
毕乐春 酷尔服饰
许文焌 泉州陆途商贸有限公司
许永达 石狮市城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许欢迎 石狮盛豪众服饰
许自力 摩天人服饰有限公司
许其英 石狮迈特威龙服饰有限公司
许锟波 柒威（泉州）服饰有限公司
齐 忠 叁加肆服饰
余 飞 石狮畅闲服饰有限公司
余 谱 泉州市朴仓商贸有限公司
余台一 石狮思涵服饰有限公司
余运粮 杭州弘达科技有限公司
余宝华 牧比斯服装厂

吴火荣 石狮市振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吴主昌 石狮市英格吉里服装有限公司
吴建连 石狮奥拼服饰有限公司
吴明声 优衫（石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吴诗蓓 福建省诺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是贤 泉州王者之狮服饰有限公司
吴结松 石狮市迪人杰商贸有限公司
吴荣华 石狮市麦恩斯朗贸易有限公司
吴家先 石狮市吾来睿克服装店
吴桂琴 泉州艾美服装有限公司
吴清苗 石狮市顺鹏服饰有限公司
吴智华 泉州市星狮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张文力 拾月狼
张文华 石狮市联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文忠 石狮市唯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亚东 深圳市陆壹捌服装有限公司
张钟英 石狮市动感世家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张福建 石狮国起服装有限公司
张耀彬 泉州市浪彬贸易有限公司
李学义 石狮市雨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俊杰 石狮市博毕奥服装有限公司
杜 顺 真百仓牛仔
汪太保 石狮市锐宁服装加工厂
汪能军 石狮市彬志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 毅 石狮市梵诺服饰有限公司
苏晓锋 石狮瑞昌鼎裕商贸有限公司
邱尚杜 石狮蓝七服饰有限公司
邹忠伟 福建创乐叶实业有限公司
陈 彪 石狮市美斯特瑞克服饰有限公司
陈 禹 石狮市沃升泰服饰有限公司
陈友竟 石狮友竟贸易有限公司
陈文龙 龙志豪服饰
陈巧凤 石狮市赛诺动感服装有限公司
陈光洪 斯巴格商贸
陈齐波 鼎盛网红城
陈丽英 泉州市卡蒙奇服饰有限公司
陈国华 石狮市猛健达商贸有限公司
陈建霖 石狮市新潮沣服装厂
陈贻献 微潮男装
陈桂林 石狮市幻想玛雅服饰有限公司
林 曦 石狮市震崴服装有限公司
林友忠 中纺协检验（泉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林水泷 石狮跨界服饰有限公司
林加强 泉州坤洛贸易有限公司
林宝钰 石狮市酷派莱克服饰有限公司
林松汇 厦门龙腾盛贸易有限公司
林荣亏 泉州英夏集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范燕辉 男衣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长情 石狮市佐狼途服饰
郑良俊 广州威昌服饰有限公司
施武彬 石狮市彬宁鹤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施养跃 厦门市翔诺凡品贸易有限公司
施能埭 伸月纺织
柯伟峰 石狮龙鼎商贸有限公司
柯志协 石狮市协龙服装有限公司
洪木升 石狮市安凯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胡庆华 石狮市唐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胡哲其 高腾服饰
钟云亮 石狮市奥拉夫服装厂
钟有武 石狮乏博服饰有限公司
徐传书 石狮市鑫诚联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徐芳芳 宝奇男装
殷松红 泉州鑫空语贸易有限公司
黄 凯 美可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黄孙亮 石狮市鲸狮铄先绅服饰有限公司
黄春照 泉州市初唐三杰服饰有限公司
黄益存 江苏鸿达飞裤业公司
黄镇南 石狮猛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曾荣健 福建省卡鑫隆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蒋中华 石狮市王者之狮服饰
韩 剑 慕尚纪禧服饰有限公司
赖文军 范希服饰
鲍白龙 骊尚网莱服装有限公司
蔡仁共 第五季节服饰
蔡少雄 厦门市缘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蔡文录 石狮观致服饰有限公司
蔡加育 石狮市万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蔡加育 石狮盛大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蔡有根 石狮市独城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蔡利平 型走江湖（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蔡志贤 石狮市范帝斯服饰有限公司
蔡俊杰 石狮市杰冠服饰有限公司
蔡艳萍 石狮时立贸易有限公司

热烈祝贺
石狮市电商协会升级为石狮市网商协会

全体理事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