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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杨培明 上海宝丽妍贸易有限公司（POLA化成工业株式会社）
张军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有限公司
李文珍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范莹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耿涛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姿 蝶恋花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厉金锋 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琪莹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郭晖 湖南嘉利香料有限公司
张燕萍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云仙/李晓宏 昆明芬美意香料有限公司
何志如/杨世劲 中山玛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陈淙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侯玉新 西里西亚香精（上海）有限公司
殷美琴 资生堂中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民/陈静 苏州东吴香精有限公司
周玲萍 江苏美爱斯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 滕州市悟通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宋雪君 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李 罡 营口三喜加工有限公司

瀛海（沧州）香料有限公司
山东瀛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宁岳雄/雍蓉 长谷川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赵长缨 浙江黄岩香料有限公司
郭多晴 浙江章华保健美发实业有限公司
张靖卓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山 中土畜三利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晏家瑛 重庆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
朱俊峰/李研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周燕 武汉黄鹤楼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王志伟 科玛化妆品（苏州）有限公司
葛淑英 厦门牡丹香化实业有限公司
薛莹 宏芳香料（昆山）有限公司
王晓杰/李爱华 北京味食源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应美雯 天津郁美净集团有限公司
韩荻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康丽敏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许成 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
李萌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梁玉华 北京章光101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志净 上海奥利实业有限公司
张志强 石家庄顶级香精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朱奕船 苏州百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丽 上海绿洲源香料有限公司
姚婉平 上海浦杰香料有限公司
刘炜 罗伯特香精香料（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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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梅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甄恩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纪明华 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李倩 北京博邦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邵文娇 艾地盟食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黄磊敏 科丝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施至择/刘蔚冬 天银香料(昆山)有限公司
刘力 日光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许荣斌 江门市和馨香精技术有限公司
崔一 朋友化妆品（苏州）有限公司
庄琳懿 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雷婷 永州山香香料有限公司
徐咪 雅迪香料(广州)有限公司
陈力健 广西金秀香料香精有限责任公司
廖翠媚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刘欣建 乌鲁木齐市友谊香料厂
刘凤莉 奇华顿食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陈静 奇华顿日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李富明 成都市蜀荣雨辰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赵薇 天津盛世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爽 伊势半（天津）化妆品有限公司
魏艳凤 厦门娜其尔日化有限公司
夏红蕾/顾  纯 杭州西湖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赵蕾 广州满庭芳香料有限公司
代晓灵 珠海神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朱善珍 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
王翠兰 北京天利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刘卫明 北京香山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严红梅 上海高砂鉴臣香料有限公司
谷贺勤 尉氏县香料厂
袁金慧 国际香料香精（杭州）有限公司
徐秋梅/冯辉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
焦艳萍/宋迎旭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严丽梅 厦门琥珀香料有限公司
吕楠 达尔美（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慧卿 南京远东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苑丽文 熊津蕊痕化妆品（沈阳）有限公司
孙芝 大连来克精化有限公司
林婉微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潘雪松/谢雄华 福建省建阳天香日化有限公司
汤志伟 福建片仔癀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静 山东吉田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翠 南京巴黎贝丽丝香水有限公司
王雁飞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王玉兰 集美化妆品（东莞）有限公司
孔玮宜 爱索尔（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宣二鹏 天津市双马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方逸生/李瑞君 汕头经济特区芳香厂
蔡赟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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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燕 三樱包装（江苏）有限公司
李红岩/李洁 北京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李晓璐 皇封参（抚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朱文锋 广州市立颖贸易有限公司
肖朕华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王惠厦 厦门中坤化学有限公司
胡 萍 杭州瑞华香料有限公司
岳冈 高丝化妆品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王冬莹/杨振华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如斌/田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洪胜保/李晓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曾根/诸戴芳 上海东色日化有限公司
王金蕾 北京东彩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王云龙 山东天博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宋婉玲 德乐满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蒋敏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张萌萌/杨依瑾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陈建华/周少华 上海旭梅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菊良 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王彤 北京北达正元科技有限公司
谢常珑/王燕刚 海口日岛香料有限公司
汪民富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谢巍/徐娟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王晓丹 杭州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严崇杰/陈秀勤 佛山怡安信香精有限公司
梁文婷 普罗旺斯欧舒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张贵婷 广州卡姿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韩莹/董娅丽 北京隆盛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曾君萍 全因爱（上海）有限公司
付萍 小川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周晶晶 浙江庆元欧迪实业有限公司
冯杰 广西横县金鼎香天然香料厂
郭秀茹 北京贝丽莱斯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王春梅 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
刘单奇 甘肃泛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旭东 江永百润福天然植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洁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
王洪滨 北京信诺久恒科贸有限公司
易进成/陈达贤 海南中南岛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刘冬 苏州绿叶日用品有限公司
彭婷 广州馨杰添加剂有限公司
黄刚 黄山科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菁 福建省建阳市玳玳花天然香料有限公司 
李苍军 上海长冈香料有限公司
林飞 浙江安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涛 伊丽莎白雅顿(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马建瑞/赵琳 威尔芬(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翁煦楠 上海惠比须化工有限公司
孙晓霞 成都蓝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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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张孟 北京恒城实业发展公司
袁炜恒 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容健成 广州恒滔贸易有限公司
刘少英/韩世姣 山东福瑞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合意/胡紫依/吴新星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成奇 昆明仟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赵江悦/周梦妮 大东化成（上海）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邬宗平/叶青 北京市亚美日化厂
任向霞/张京莲 北京植物医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慧珍 深圳市兰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贺冬梅/杜洪良 浙江艳庄化妆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