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团体会员代表）

序号 单 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1
昆明登山探险协会

王玲 秘书长 13888645973
2 李章斌 技术副总监 18287564425
3 腾冲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万志鸿 会长 13987529178
4 红河州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杨际刊 会长 13888819998
5 楚雄州户外运动协会 夏靖珉 会长 13099995888
6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户外体育运动协会 和坚 会长 13988861869
7 临沧市登山运动协会 胡文龙 秘书长 13908831380
8

大理市户外运动协会
李剑荣 会长 13608723100

9 黄艳 秘书长 18008727917
10 大理州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张剑平 秘书长 13577885346
11 玉溪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吴国蓉 办公室主任 17787705577
12

德宏州登山协会
赵雪飞 会长 18608826288

13 陈佳运 常务副会长 13988200921
14

河口县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郭筠 会长 13629622230

15 戴丽 副会长 13987800832
16

罗平县户外运动协会
周泽平 会长 13887143771

17 张毕辉 常务副会长 15398743397
18 澄江县徒步协会 李正勇 副会长 13988463458
19

安宁市登山旅游协会
刘春亮 会长 13908870075

20 梅建张 秘书长 13888034678
21

澄江县自行车运动协会
张俊宏 会长 13378778479

22 祁艳 副会长 13608779339
23 峨山彝族自治县自行车协会 邱永洪 户协支部书记 15987720848
24 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星户外运动协会 郭晓伟 会长 13508728181

25
保山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李亚杰 秘书长 13987519881
保山市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

26 维西县户外运动协会 杨学斌 会长 13508870948

27 昆明霞客户外运动有限公司（原昆明山野
旅行社有限公司）

代雪峰 业务总监 18787099915

28
昆明蜂鸟运动有限公司

林才喜 副总经理 15198782248
29 李家学 活动总监 15925226448
30 云南行知探索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张艳萍 总裁 13708792987
31

云南顶峰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杨志雄 总经理 13988766211

32 王杰 18008877887
33 哈巴雪山生态牦牛养殖基地 曾洁 13629495405
34 昆明历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李金泽 总经理 13888154726
35 云南远山探险户外运动公司 戚鹏麟 总经理 13808707877
36

红河行攀户外拓展俱乐部
毛勇兵 总经理 13308732334

37 王暘 经理 13769471611
38 楚雄紫溪旅行社有限公司 唐红梅 总经理 13508786422
39 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哈巴公社接待站 和延志 13988704408
40

昆明兄弟连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张黎旭 总经理 13518776622

41 普金光 技术总监 15911348245
42

云南高山玫瑰户外运动管理有限公司
秦鹏 总经理 18388449698

43 高宏飞 副总经理 18288663437
44 云南乐程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赵修建 总经理 13888850538
45 昆明喆昆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杨华 攀岩馆负责人 18482188523
46

昆明足行天下户外运动俱乐部
杨磬 部长 13888611887

47 谢延期 助理 15025165026
48 昆明小毛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刘团玺 总经理 18669036732
49 云南葵花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许晓东 总经理 18608710977
50

昆明速辉商贸有限公司（原乐寻)
刘辉 总经理 13708863658

51 文静 主管 188088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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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远市风雨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王浚羽 董事长 13808770550
53 王禹 总经理 17787309292
54 云南阿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湾营

地）

艾镇云 董事长 13708488349
55 肖婷 总经理 13629694880
56 云南极美探险户外运动有限公司(AA户外

运动)

梁宏 董事长 13888702768
57 杨桂英 总经理 13888702708
58

云南云岭探索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佘少辉 总经理 13888683043

59 赵新旻 行政助理 18787095568

60
保山隆阳区山象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刘志晶 13994730590

61
云南博欣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杨灿松 总经理 13608866205
62 解刚 赛事总监 13888779456
63 云南天南地北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陈玉琼 总经理 15025158806
64

香格里拉市好四巅峰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李顺友 13988848381

65 杜云灿 13577339142
66 香格里拉市极峰探险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曾丽平 总经理 13988749660
67 昆明自由行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李剑秋 户外领队 13888875514
68 云南逐陆荒野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陈民辉 副总经理 13888682698
69

雪山之子登山运动服务有限公司
李树军 13988735643

70 杨继忠 18487696984
71

丽江路途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李英杰 总经理 18487583102

72 施永洪 副总经理 15969371315
73

昆明感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秋雨 总经理 13888270225

74 张力瑞 副总经理 13888614355
75 昆明麦步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李斯婷 经理 13987638319
76 禄丰农乡红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汪宏明 法人 13769257896
77

云南唯美户外拓展有限公司
代德锐 总经理兼董事 13577551112

78 邵章艳 13099686998

79
玉溪大道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文军
玉溪九峰专委

会主任
13887781051

80 沈宏伟
玉溪九峰专委

会委员
13913581307

81
昆明迈驰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建阳 总经理 13648880795
82 梁华 经理 13888438751
83

丽江雪山户外运动乐园有限公司
董韬 董事长 13988828205

84 和毓森 副董事长 13108714787
85 云南领山户外运动俱乐部 包刚 总经理 13988743202
86 云南健行者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绍禄 赛事总监 13577825910
87 昆明小熊攀岩俱乐部 史磊 负责人 13888203014
88

昆明博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裕楠 董事长 13987126886

89 张波平 经理 13888168117
90 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太阳

山体育运动休闲分公司（万科营地）
柳春宝 营地负责人 15861158797

91 王鑫 17368462622
92 云南尚行研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段红光 部门经理 18108785802
93 云南达阵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罗南 15398373055
94 昆明中安利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毛静 总经理 13700645888
95

云南众谊体育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邓紫龙 董事长 13888222374

96 张杜开 赛事策划总监 15912561572
97 昆明野鸭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杨芝标 总助 13888220053
98 云南晟途贸易有限公司 倪本刚 13769112889
99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户外运动

协会

舒应萍 秘书长 13529447078
100 王彩超 15808718662
101 云南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马坤 副总经理 13987665460
102

宾川鸡足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张君玲 经理 13908724850

103 张建蛟 1512503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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