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汽车流通行业第一届工会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主席和副主席

经费审查委员委员、主任

女职工委员会委员、主任

候选人名单公示

（公示日期：2021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1 日）

各会员单位：

根据沈阳市服务业工会批复文件要求（沈服工发[2021]52

号、54 号），协会工会于 10 月中旬成立了沈阳汽车流通行业工

会联合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前期大量工作和综合酝酿，

提名以下同志为沈阳汽车流通行业第一届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等

候选人，现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请各单位在公示日期内及时

反馈您的意见和建议。

反馈电话：024-23663298

沈阳汽车流通行业工会联合会筹备组

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附件 1： 沈阳汽车流通行业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主席和副主席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

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拟任职

1 于宁 女 汉 群众 大专
沈阳卓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

工会主席
210321199401302826 15140262672 委员

2 王宇 男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沈营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

站长

工会主席
210105198107193715 13998187099 委员

3 王岩 男 汉 中共党员 大专
沈阳大路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

站长

工会主席
210106196406105815 15904043800 委员

4 王晓北 女 汉 群众 本科
辽宁福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会主席
210102197708086620 15002439711 委员

5 王健 男 回 群众 本科
沈阳华夏东银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0106197910081239 13898109526 委员

6 史福宽 男 满 群众 本科
业乔汽车销售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210323198508280215 15712302777 副主席

7 丛大威 男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皓伦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总经理

工会主席
220502197811040210 15509874004 委员

8 兰兰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于洪丰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部长

工会主席
210102197810025023 13940209700

经审委

主任



9 刘珈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好车芝嘛科技有限

公司

科长

工会主席
210105198002124668 13840182585 委员

10 刘鹤岩 男 汉 群众 高中
辽宁奥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010219621231471X 13840072336 委员

11 李勇 男 汉 群众 大专
辽宁鑫迪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210106196310164917 13940309309 委员

12 时会强 男 汉 群众 大专
沈阳宾捷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车间经理

工会主席
210403198402282116 15640217789 委员

13 汪作千 男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汽车流通协会 培训部主任 210105196311303716 13019377648 副主席

14 张英洁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汽车流通协会 会员部主任 210102198108237223 13940599390
女工委

主任

15 张凯 男 汉 群众 研究生
沈阳市肇工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会主席
210727197510240733 13897950827 委员

16 张妮娜 女 汉 群众 大专
辽宁天广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人资总监

工会主席
21040219790426294X 13940043745 委员

17 张海峨 女 汉 群众 大专
沈阳蓝凌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0112197409300642 15998202725 委员

18 张瑶 女 满 群众 本科
沈阳市万通汽车职业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经理

工会主席
210782199411024422 18304041229 副主席

19 陈岩 男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汽车流通协会

支部书记

副秘书长

工会主席

210106198004174016 13940335805 主席



20 赵东海 男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汇鑫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220319197006020416 13840031119 委员

21 赵斐 女 汉 群众 本科
辽宁路安伟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

工会主席
210104198609300027 15904000090 副主席

22 赵静增 男 满 中共党员 中专
辽宁天合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工会主席
211223198203032216 15940421755 委员

23 赵嘉 男 汉 群众 大专
沈阳车之奇汽车用品销

售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

工会主席
210703198605072000 13840387526 委员

24 韩丽丽 女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中升仕豪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经理

工会主席
210423197910260424 13998346957 委员

25 翟文胜 男 汉 群众 大专
沈阳秋实报废汽车回收

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工会主席
21011219690115083X 15904001626 委员

26 颜阳 男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汽车流通协会 宣传部主任 211002198510010153 13840002232 委员



附件 2： 沈阳汽车流通行业工会联合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主任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

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拟任职

1 牛中源 男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卓益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

工会主席
220422197409250834 15142094850 委员

2 兰兰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于洪丰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部长

工会主席
210102197810025023 13940209700 主任

3 杨光 男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市车辆综合性能检

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210103197105290610 13066650210 委员

4 姜雪峰 男 满 群众 大专
辽宁宝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

工会主席
210422198210221414 18802423502 委员

5 高尚春 男 汉 群众 大专
辽宁鑫盛特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0111196404062015 13898847232 委员



附件 3： 沈阳汽车流通行业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主任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拟任职

1 宋楠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辽宁路安伟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工会副主席
210682198204271121 18602463545 委员

2 张英洁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汽车流通协会 主任 210102198108237223 13940599390 主任

3 赵明华 女 汉 群众 硕士
沈阳一天合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1322198208232021 15524169671 委员

4 夏红 女 汉 中共党员 本科 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210102196805216082 13352466618 委员

5 崔百更 女 汉 群众 本科
沈阳业乔龙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工会主席
210113197805103743 13940430569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