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商贸促字〔2021〕291号 

 
关于公布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组成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贸促会《“十四五”贸促事业发展规划》关于

“积极参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要求，

满足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标准供给需求，建立与完善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标准体系，同时为积极参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国际标准制

定提供技术支撑，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批准筹建了中国贸

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

“外贸两新标委会”）。 

首届外贸两新标委会由59名委员组成，马述忠任主任委员，

李丽、刘伟丽、章建方、潘建军任副主任委员，姚歆任委员兼秘

书长，付国印、张喜会、黄远任委员兼副秘书长，秘书处由中国

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承担。     

 



联系方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 

电  话：010-66094072   邮  箱：ccpitning@163.com 

联系人：崔宁 

 

附件：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2021年 9月 5 日 

 

 



附件 

 

首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职务/技术职称 

1 马述忠 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 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院长/教授 

2 李丽 副主任委员 世纪富轩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敦煌网研究院副院长 

3 刘伟丽 副主任委员 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 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4 章建方 副主任委员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 

5 潘建军 副主任委员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6 姚歆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秘书长 

7 付国印 委员兼副秘书长  广东省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认证中心 执行主任 

8 张喜会 委员兼副秘书长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 



9 黄远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副研究员 

10 曹晓锋 委员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商业合作促进中心 首席智库专家 

11 陈军 委员 英太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2 邓国标 委员 上海夺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EO 

13 邓宁君 委员 广东理工学院 国贸教研室主任/讲师 

14 丁莹 委员 南京馨和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董加敏 委员 深圳市亿丰电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杜伟 委员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讲师 

17 范飞飞 委员 北海职业学院 副教授 

18 方大陆 委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助理教授 

19 方美玉 委员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20 冯兴桥 委员 宁波中安电气检测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胡凯 委员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2 黄裔华 委员 广州标明机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总经理/副研究员 



23 纪淑军 委员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主任/副教授 

24 江涛 委员 中国计量大学 副教授 

25 蒋晶 委员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6 蒋满元 委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院长/教授 

27 金旭峰 委员 浙江义境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8 金正锋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金华市委员会 会长 

29 李晟 委员 昆山新动力科技创新研究院 院长 

30 李璟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会员部副部长 

31 李伟庆 委员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32 李新龙 委员 厦门颜值立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33 廖晨宇 委员 厦门易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廖艳梅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 国际商事认证中心负责人 

35 刘昕 委员 陕西国新汇金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经理 

36 刘颖 委员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37 卢传胜 委员 合肥君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一六跨境人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 

38 鲁进京 委员 云南融智跨境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39 钮亮 委员 河南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总经理 

40 潘瑶 委员 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 部门经理 

41 宋莹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助理研究员 

42 隋月红 委员 中国计量大学经管学院 副教授 

43 滕众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波市委员会 三级调研员 

44 王炳文 委员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5 王岫嵩 委员 
中国国际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研究员 

46 吴宏 委员 浙江财经大学 系主任/教授 

47 吴颖 委员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副教授 

48 伍蓓 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 院党委书记/教授 

49 许光建 委员 中国计量大学 讲师 



50 姚大伟 委员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长/教授 

51 张代威 委员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 投资总监 

52 张洪胜 委员 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 
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 

院长助理/助理教授 

53 张倩 委员 广东理工学院 标准化工程教研室主任/讲师 

54 张宇馨 委员 北京联合大学 教授 

55 章辉 委员 西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副教授 

56 赵莉莉 委员 桂林学院 副教授 

57 郑崇文 委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 涉外商事法律部一级主任科员 

58 郑春芳 委员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教授 

59 朱锦晟 委员 桂林旅游学院 院长助理/副教授 

 

注：按委员姓氏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