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2020-2021 年度消费维权先进个人名单
（220 名）
北京市
杨文成（女）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王 妍（女）北京市西城区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任 军

北京市丰台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刘 博

北京市海淀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刘文朋（女）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职员
曹立军

北京市密云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天津市

徐 涛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消费指导部主任

程 媛（女）天津市河西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马永喆

天津市津南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高秀梅（女）天津市宝坻区消费者协会 职员
河北省
冯 贺

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消费指导科科长

张彦波

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黄志武

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与法律事务科副科长

马 超

河北省唐山市消费者协会 投诉部主任

范磊明

河北省衡水市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孙海军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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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

河北省涉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秘书长

乔建民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白 雪（女）河北省河间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山西省
刘 杰

山西省消费者协会 职员

任聪聪（女）山西省太原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郭婷婷（女）山西省长治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白 翔

山西省晋中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高晋革

山西省运城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潘文平

山西省忻州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程世斌

山西省临汾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内蒙古自治区

魏继广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投诉举报维权科科长

廖 伟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郝明忠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海 燕（女 回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张宝军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辽宁省

何晓非

辽宁省消费者协会 职员

冯国华（女）辽宁省沈阳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马继新

辽宁省鞍山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刘 峻

辽宁省抚顺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祝 邈（女）辽宁省本溪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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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望

辽宁省葫芦岛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王凤忠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吉林省

谢宛余（女）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新闻部主任
段 冶（女）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办公室主任
钟 萍（女）吉林省长春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李淑艳（女）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王洪涛

吉林省敦化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陈 勇

吉林省大安市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仇祝军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姜则辛

吉林省安图县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朴成龙（朝鲜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黑龙江省
李春禄

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 组织联络部副部长

张晓春（女）黑龙江省鸡西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夏明非

黑龙江省鹤岗市消费者协会 综合部部长

王奥博（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刘 巍

黑龙江省大庆市消费者协会 消费指导与商品服务
监督部部长

赵立辉（女）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消费者协会 综合部部长
韩子旭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消费者协会 投诉部部长

辛亚红（女）黑龙江省同江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孙 铭

黑龙江省嫩江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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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正东（满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上海市
王庆颖（女）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综合部副主任
韩登登

上海市徐汇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法律事务部部长

施敏华（女）上海市长宁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部主任
杨 杰（女）上海市宝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胡旭敏（女）上海市浦东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中心主任
杨家祥

上海市松江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周 烨

上海市青浦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周汉祥

上海市崇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江苏省

居 上（女）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黄雷达

江苏省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投诉部 负责人

沈建龙

江苏省江阴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孟 军

江苏省邳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李 民

江苏省溧阳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黄 平

江苏省南通市消费者协会 投诉部主任

顾峰琦

江苏省泰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龚晓琦（女）江苏省宿迁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高 飞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龚建锋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薛 榕（女）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陈放红（女）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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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韩志斌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李 嘉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消费调查监督部主任

姜莉莉（女）浙江省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部主任
陈 超（女）浙江省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沈 佳（女）浙江省温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苗成芳（女）浙江省嘉兴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新闻发言人
陈晓冰

浙江省湖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夏 磊（女）浙江省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戚文烜

浙江省龙游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童 雷

浙江省舟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部主任

林 健

浙江省温岭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陈钟良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消费者协会会长兼 秘书长

高志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
安徽省

樊具山

安徽省淮北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

许建静（女）安徽省铜陵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张维新

安徽省安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

程 鹏

安徽省黄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朱 伟

安徽省六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沈龙金

安徽省含山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朱小平

安徽省宿松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姜劲松

安徽省颍上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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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刘星莹（女）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消费指导部负责人
吴 波

福建省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王 宁

福建省厦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张建华

福建省漳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李振华（女）福建省武夷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刘晓婧（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部主任
连贯经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江西省

万 岱

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投诉与法律事务部主任

吴荣玲（女）江西省南昌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柏 宁（女）江西省景德镇市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范杰辉

江西省萍乡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罗 威

江西省鹰潭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乐 蓓（女）江西省抚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鄢淑敏（女）江西省丰城市消费者协会 办公室副主任
山东省
于旭辉（女）山东省青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崔利滨

山东省东营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邓元刚

山东省烟台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刘 革

山东省济宁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魏 伟

山东省滨州市消费者协会 副主任

牛建峰

山东省菏泽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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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相东

山东省禹城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李兴山

山东省聊城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宋巧圆（女）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
纪桂玉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李化文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消费者协会 主任

葛庆坤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河南省

赵 阳（女）河南省消费者协会 新闻宣传部主任
沈新春

河南省平顶山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牛咏梅（女）河南省鹤壁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陈林峰

河南省焦作市消费者协会 投诉部主任

刘红亮

河南省濮阳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李大顺

河南省漯河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黄宗幸

河南省南阳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吴郁峰

河南省信阳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湖北省

胡翠兰（女）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 法律与宣传部副主任
肖诗新

湖北省武汉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王李华（女）湖北省宜昌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魏海霞（女）湖北省襄阳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何 芳（女）湖北省荆州市消费者委员会 副秘书长
侯雨木（女）湖北省荆门市消费者委员会 职员
章志军

湖北省汉川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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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丹

湖北省洪湖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张柏雄

湖北省黄冈市消费者委员会 职员
湖南省

雷渊智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政策法律部主任

虢森波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谭艳娟（女）湖南省湘潭市消费者委员会 副秘书长
唐雄健

湖南省衡阳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苏 静（女）湖南省邵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刘爱湘（女 白族）湖南省张家界市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陈丽娟（女）湖南省娄底市消费者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余家勇

湖南省吉首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广东省

赵 炎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 消费指导部主任

张开仕

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 副主任

熊汉东

广东省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六级职员副总监

周 珏

广东省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投诉部部长

王剑平

广东省惠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王瀚俊

广东省梅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副主任

张文超

广东省陆丰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黄泽湟

广东省潮州市消费者委员会 职员

林丹萍（女）广东省揭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王 敏（女）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
杨俊勇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消费者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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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负责人

朱光晞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陈日坤（女）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消费者委员会 副秘书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继辉

广西壮族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黄月清（女 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职员
陈友贤（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朱冬艳（女 仫佬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消费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海南省
林 燕（女）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主任科员
重庆市
程晓莉（女）重庆市万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刘 波

重庆市垫江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范渝汶

重庆市奉节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陈 涌

重庆市九龙坡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郝昌海

重庆市大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蒋耀锋

重庆市长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四川省

邓 磊

四川省成都市消费者协会 宣传指导部主任

宋琴书（女）四川省自贡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秘书长
贾 伟

四川省绵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高新分会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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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利（女）四川省广元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秘书长
简雨桐（女）四川省遂宁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职员
孙 洋（女）四川省南充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职员
郑南山（女）四川省雅安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副秘书长
袁正军

四川省巴中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秘书长

钟 勇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冯宗和

四川省开江县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秘书长

曹旭光

四川省泸定县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负责人
贵州省

杨传飞

贵州省遵义市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江 山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曹承立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消费者协会 职员

宋正忠（苗族）贵州省锦屏县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云南省
李丰伶（女 侗族）云南省澄江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杨武国（彝族）云南省丽江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李建祥

云南省楚雄市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童仁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消费者协会 办公室副主任

赵 勇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消费者协会 办公室负责人

何芸君（女）云南省梁河县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西藏自治区
德吉卓嘎（女 藏族）西藏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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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刘桂香（女）陕西省宝鸡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陈 斌

陕西省汉中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李 婧（女）陕西省安康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毕 雪（女）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范建学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许航飞

陕西省武功县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马永岗

陕西省富平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
甘肃省

周 婷（女）甘肃省兰州市消费者协会 职员
辛小兰（女）甘肃省天水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孙黎晓

甘肃省兰州新区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李辉军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消费者协会 专职调解员

鲍洪斌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青海省

周启萍（女）青海省消费者协会 职员
保长业

青海省海东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田振军

青海省刚察县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旦正措（女 藏族）青海省共和县消费者委员会 职员
南炳旭（藏族）青海省格尔木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杜 琳（女 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职员
马耀忠（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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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蔡广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消费者协会 副秘书长

阿米娜·买买提（女 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努尔巴提·托勒汗拜（女 哈萨克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富蕴县消费者协会 负责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李海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赛米·马木提（维吾尔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铁门关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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