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眼镜协会第一批入库专家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大类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1 管理 邢荣栋 61  男 北京市眼镜行业协会 党员 会长 

2 管理 许海洲 52  男 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 群众 秘书长/工程师 

3 管理 袁红锦 49  女 丹阳市眼镜商会 民建 秘书长 

4 管理 王瑞强 59  男 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党员 
总经理兼书记/ 

工程师 

5 管理 戴珏如 35  女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员 配镜总监/中级 

6 管理 叶定坎 55  男 千叶眼镜连锁股份公司 民建 董事长 

7 管理 刘盈 45  女 山东姜玉坤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民革 总经理/一级验光技师 

8 管理 谢公兴 49  男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党员 总裁/一级验光技师 

9 管理 王传宝 36  男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群众 技术总监/工程师 

10 管理 高克胡 63  男 浙江康华眼镜有限公司 党员 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序号 所属大类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11 管理 杨晓光 46  男 卡尔蔡司光学（广州）有限公司 群众 营销副总裁 

12 管理 黄法调 37  男 厦门雅瑞实业有限公司 群众 董事长兼总裁 

13 管理 赵牧夫 56  男 鹰潭万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党员 董事长/中级 

14 视光技术 孔磊君 53  男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党员 培训经理/高级技师 

15 视光技术 秦英瑞 59  男 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党员 
王府井旗舰店验光组主管/一级验光

技师 

16 视光技术 杨晓军 68  男 河北康明视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党员 
技术顾问/ 

一级验光技师、眼科主治医师 

17 视光技术 吕彦武 46  男 吉林王鹏眼镜公司 群众 副总经理/一级验光技师 

18 视光技术 黄礼妮 50  女 武汉精益眼镜有限公司 党员 技术总监/一级验光技师 

19 视光技术 吕燕云 51  女 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 党员 总经理/一级验光技师 

20 视光技术 李丽华 59  女 天津市眼科医院 农工民主党 视光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序号 所属大类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技能等级） 

21 视光技术 屈传武 59  男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 党员 院长助理/主任医师 

22 视光技术 王小娟 48  女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群众 眼视光中心主任/副教授 

23 视光技术 李岩 51  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九三学社 副主任/主任视光师 

24 视光技术 黄小明 52  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党员 分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25 视光技术 瞿小妹 57  女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党员 眼科与视觉科学系副主任/主任医师 

26 教育培训 王海英 47  女 天津职业大学 党员 院长/教授 

27 教育培训 任凤英 42  女 厦门医学院 党员 眼视光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28 教育培训 谭青青 35  男 川北医学院 党员 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29 教育培训 李颖艳 46  女 河南宝视达视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群众 宝视达商学院院长/一级验光技师 

30 教育培训 刘亚丽 47  女 豪雅（上海）光学有限公司 群众 
培训总监/光学工程师、一级验光技

师 



 

 

序号 所属大类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31 教育培训 魏峰 60  男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群众 教育部总监/高级工程师 

32 生产技术 彭良 65  男 四川省眼镜商会 民革 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3 生产技术 叶佳意 45  女 
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 
党员 常务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34 生产技术 刘红军 41  男 国家眼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党员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35 生产技术 黄涨国 53  男 宁波明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党员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36 生产技术 王明华 52  男 江苏视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致公党 董事长/教授 

37 生产技术 欧阳晓勇 61  男 万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党员 副总裁/正高级经济师 

38 生产技术 卢灿龙 58  男 北京博士伦眼睛护理产品有限公司 群众 高级经理 

39 生产技术 何翔 48  男 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群众 副总经理/一级验光技师 



中国眼镜协会专家库顾问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齐 备 中国眼镜协会 名誉副理事长

刘多宁 北京市眼镜行业协会 名誉副会长

徐显固 江苏省眼镜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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