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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工商协会第十六届会长候选人简介
周芳 Lisa F. Zhou
周芳女士为美国杰诺康集团副总裁，Gensun Casual Living Company 杰晟高级庭院家具公司
CEO ，美国美中工商协会第十五届会长，天津海外联谊会理事。
1987 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贸易系。87 至 91 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1991 年移民美
国与先生共同创建杰诺康集团。经过 25 年的努力， 杰诺康集团已发展为一个投资兴趣广
泛，资本控制力强，涉足工业、实业、贸易、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新兴综合经济实体，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
杰诺康集团业务分布中美两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大型商业中心及房地产开发业；
2，高级旅馆及大型公寓的管理及经营；3，高级户外庭院家具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4，金融投资及控股；
Gensun Casual Living Company 杰晟高级庭院家具公司，主要负责该公司的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营运以及
集团美国资产的管理工作。Gensun 高级庭院家具生产基地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占地 18 万平米，自主设
计，自行生产。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以美观大方的设计，高质精良的品质,得到广大客户的推崇，行销美洲，澳
洲，欧洲及亚洲，销售年年大幅增长，成绩斐然。2010 年，2014， 2015，2017 年获得美国 International Casual
Furnishings Association 颁发的 Manufacture Leadership Award，成为在该领域唯一中国制造产品的获奖者。Gensun
品牌在美国高级户外家具行业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周芳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女性企業家，同時活跃于洛杉矶的工商界和侨界。 积极的参与和领导多次的赈灾和募捐
活动。多年来更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积极推动美中工商协会的会务， 参与侨界活动。 积极开拓与主流
社会的商务活动， 为促进美中两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和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人自愿竞选连任第十六届会长。
感谢大家对我过去两年的支持， 也拜请大家的继续支持继续我为协会和广大会员服务。共同为中美友好及经贸
交流尽绵薄之力。

陈靖 Jing Chen
陈靖先生为齊魯醫療中心主任
一九五一年生于中国山东，现定居美国, AMERICAN AAA HEALTH CARE CENTER
Director, ASIA PACIFIC HERBAL PRODUCT COMPANY president。他自幼酷爱书画艺
术，秉承正宗陈氏太极拳和道家内功。40 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毕业于山东医大，任教山东
中医药大学. 一九八八年应邀赴美国,墨西哥,等国讲学至今，历任教授, 省中医院骨科主任
医师。
现为医生、教授、书法家、画家、陈氏太极拳传人。传自一九九二年至 1997 年受聘为美国
帕萨迪那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任教该校 5 年.同时亦任教于波莫那学院及美国五所中医学院。同时取得医学博士
学位.2002 年受聘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客座研究员其学术特点是艺术与科技结合。陈靖也是世界多国访
问学者、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美中工商协会第十六届理事候选人简介

常劲 Gene Chang
常劲先生为 JC 研究及顾问公司总裁及喜马拉雅投资基金合伙人。他出生于中国新疆，1986 年
考入北京大学。1990 年来美留学，并于 1992 年底在旧金山大学获得物理学士学位。1996 年，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得商业管理硕 士学位。1996 年至 1999 年，常劲先生在摩立达香港
分公司任职资深管理顾 问及项目经理。他还领导了摩立达的中国市场开发团队。1999 年，他
创办互联网公司 Free2net.com 并担任 CEO 至 2001 年。2001 年，他加入美国华文媒 体公司多
维媒体并担任首席营运长。他兼任多维媒体公司董事至 2009 年。 2006 年他离开多维媒体并创
办 JC 研究及顾问公司。JC 研究及顾问公司致力于为机构投资者提供 证券研究及市场调查服务。常劲先生热心
社区及公益活动，目前为美中工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友总会理事及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理事长。

江南 Diana Jiang Kaplan
RE/MAX Fine Homes - Certified Commercial Investment & Luxury Home Specialist
美国瑞麦克斯房地产公司 - 资深商业地产投资和豪华住宅顾问
江南女士来自中国东北著名的冰雕之都哈尔滨市﹐毕业于中国哈尔滨科技大学精密仪器设计
专业﹐获学士学位。 曾任仪器仪表设计工程师﹐ 后转任政府机关干部。1992 年来美求学﹐
两年后获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 1993 年﹐江南女士在加利福尼亚州考取了房地产执照﹐
开始从事房地产行业。 现为美国最大房地产公司之一的瑞麦克斯房地产公司洛衫矶公司的
高级投资顾问。
江南女士是全美房地产协会的会员和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协会的会员。 她先后获得了美国商业房地产投资专家
资格认证和美国豪华住宅营销专家资格认证。 江南女士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商业房地产的投资和豪华住宅的买
卖。 她专精大型购物中心，办公楼，旅馆，豪华酒店，仓储库房，豪华別墅，高级住宅。 作为一名成功的千万
经纪，江南女士以她精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诚恳可信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为客户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帮
助众多的客户实现了渴望以久的美国梦。 1995 年以来，江南女士以她出色的业绩连年被平为优秀经纪，并多次
获得了 100%俱乐部奖，精英奖﹐国际钻石奖，白金奖等多项奖励。并蹬上了总公司的名人榜。
江南女士是美中工商协会创始会员, 多次当选为理事, 并担任过两届副会长。

林宁国 Neville Lin
林宁国（Neville Lin）现任美國永霸电池公司董事长，美中工商协会理事。
美国永霸电池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类电池的营销，客户包括美国大型连锁超市，知名的品牌
商以及亚马逊平台的销售。同时提供新能源锂电池解决方案，产品包括低速电动车，户外
及家庭储能，仓储物流机器人的锂电池。
本人热爱生活，事业和家庭，热爱美中工商协会，积极参与活动。长期担任协会理事，希
望继续为协会及会员服务。

李恵瓊 Sophia Li
李恵瓊（Sophia Li ）女士现任美國百傲藥业董事长，美國華人社團副會長，洛杉磯華藝合
唱團創辦人及團长，美中工商協會副會長。
李惠瓊毕业于广州星海音樂学院聲樂系本料。八二年畢业後任深圳樂團演员。八三年自费
留学美國。二十年前参与与组建美中工商协会。在美國三十多年来，李恵瓊热心公益，全
力推动中美文化藝術交流活动：1994 年举办首场“洛杉磯中國音樂家音樂會”，1997 年创办
美国華人藝術家协會和洛杉磯華人藝術團和合唱團，同年籌辦庆祝香港回归大型音乐晚会
仼藝術總監，2004 年舉辦“四海一心抗震救灾”慈善筹款会，2005 年在美國著名的狄士尼音
樂廳举办“紀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型纪念音樂會”任藝術總監，2008 年与 2015 年李恵
瓊舉辦個人慈善獨唱音乐会，2012 年策劃組織“百年辛亥，百年辉煌”大型交响诗音乐会，2013 年組織籌辦中国
三大男高音戴玉强，巍松，莫华倫洛杉磯新春音樂会，2015 年 8 月李惠瓊再次和洛杉磯多个侨團一起組織策划
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纪念音樂會并任藝術總監。
李惠瓊作为一名企業家，她热爱生活与音樂，为美中之间经贸，文化，藝術等贡献良多並受到社会的肯定！
她是一位追求卓越的美籍華人的優秀代表。

李世海 Edward Lee
Edward Lee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AIDP Inc.. AIDP is a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of
nutraceutical ingredients. The market is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The annual revenue is
about seventy million US dollars. Customers include Abbott, Bayer, Nestle, Pfizer, Sunny Delight,
NBTY, Schiff and etc. Before that, Edward also worked as Partner and Vice President of AID
Co., which was an exporter of electronic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with annual revenue of
seven million dollars.
Edward has a PhD degree and has worked a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Besides that, Edward has eight papers published in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 Journals, and holds patents of Mineral Collagen Chelates and Methods of Making and Using
Same US 7,495,076, US 7,608,588.

刘丽 Margaret Liu
刘丽女士现为美国 HK Imaging Inc 总裁，美国美中工商协会会员，橙县华商会理事。1997 年
移民美国。
HK Imaging Inc. 是一个以网络为主, 销售打印机油墨墨盒和再生墨盒的零售店。经过 14 年努力
耕耘, 本着质量优良服务至上的宗旨, 销量逐年增长, 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办公用品
行销商，获得客户群体很高的赞誉。目前，公司在继续稳定开展业务的同时，涉足地产及新兴
产业方面的投资。
刘丽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女性企业家，同时活跃于洛杉矶的侨界，社团和工商企业界。刘丽热心
公益，兴趣广泛，积极组织参与了很多社团活动，得到了侨界及很多社团的一致好评。
本人自愿参选十六届理事。希望有机会为大家服务。

马琳 Marlynn Ma
Marlynn Ma, CFP®, CRPC®, CRPS® Marlynn Ma is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Wealth
Management in Merrill Lynch. She is also a qualified Portfolio Manager who,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raditional advice and guidance, can help clients pursue their objectives by building and
managing her own personalized or defined strategies, which may incorporate individual stocks and
bonds, Merrill Lynch model portfolios, and third-party investment strategies. When servicing
clients through the firm’s Investment Advisory Program, a Portfolio Manager may manage her
strategies on a discretionary basis. Marlynn has been in the Finance industry since 2002.
Marlynn focuses on working with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understands the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oday’s affluen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For this reason, she also assists a select
group of affluent individuals with their personal finances and in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ir wealth in areas such
as wealth accumulation, asset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ultimately a wealth transfer strategy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o
help ensure clients always receive the advice fitting to the unique situation, she works closely with clients other trusted
advisors including attorneys and accountants, enabling her t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address each client’s tax, trust
and estate issues.
She is a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certificant, a designation awarded by the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Board of Standards, Inc. She is Certified Plan Fiduciary Advisor also holds the Chartered Retirement Planning
Counselor℠ designation and the Chartered Retirement Plans Specialist℠ designation.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Board of Standards, Inc. owns the certification marks CFP® and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in the U.S.
Specialties: Marlynn focuses on managing corporation clients’ retirement benefit assets including 401k, profit sharing,
defined benefit and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s. Marlynn's team work closely with plan sponso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ensure prudent plan administration.

潘明 Andrew M. Pan
潘明先生是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中国事务主管，主要负责华美银行对华业务的开展以及协
助银 行在大中华区的发展。潘明先生的工作包括拓展大中华区和美国之间的商业和个人银行
业务、协 助制定并实施银行在大中华区的发展策略以及帮助银行更好地与中国政府及银行监
管部门进行沟 通。 潘明先生同时负责管理银行的金融机构业务以及大中华地区位于北京、重
庆、厦门、广州及 台北的代表处。
潘明先生之前任职为中国深圳市驻北美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促进中国深圳与北美之间
双边 投资和贸易往来。 潘明先生在招商引资、贸易促进、政府关系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
方面有 丰富的经验。
潘明先生于 1989 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于 1993 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进入经济和
金融领域前，他曾在深圳多个政府部门工作。

钱敏玉 Mariah Qian
钱敏玉女士为 SEBA INTERNATIONAL CORP 总裁。她來自江蘇省蘇州市，原就读于江苏
化工学院和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1992 年來美自费留学，1994 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学位
(MBA)。1997 在西雅图成立了一家运动服装贸易公司， 開始創業的旅程。SEBA
INTERNATIONAL CORP 公司主要從事中美之间的生产和贸易，产品主要是运动服装、公
司制服和其他公司广告促销产品。公司于 1999 年从西雅图搬至加州洛杉矶，目前总部位于
Torrance。公司的业务运作主要是在美國承接订单，在中国加工制造再进口到美国分运给全
国各地的客户。主要客户有全美国和加拿大的运动联盟和球队，如 MLB，NFL，NBA，
and NHL 等及洛杉矶的 Dodgers, Angels, Galaxy, Lakers and Clippers, Chicago Bull, Houston
Rockets, Astros 等，大型连锁餐饮店的制服和其它附加产品，像 Pizza Hut, Taco Bell 等；企
业和公司的制服和广告促销产品，包括 Boeing, Microsoft, Reagan Library, Northrop Grumman, U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ompanies, even US Air Force One 等； 以及时装连锁店，主要是成年女装和少女装，客户有 Forever 21,
Bebe, Sears, TJ Max 等。
钱敏玉热心公益，热爱生活。对美中工商协会感情深厚，连续多年任职理事，积极参与组织协会的活动，曾任财
务长，目前就职秘书长，为协会的发展尽着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这次本人自愿继续参选理事，支持会长连任。
希望我们同心协力，继往开来，把我们协会越办越好！祝美中工商协会越来越兴盛，越来越昌隆！

王爱萍 Emily Wang
王爱萍女士 1996 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曾获校十佳歌手，2005 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分析
化学硕士，得过安大略省最高奖学金。2004 年和先生一起创业销售苏州刺绣，产品在北美
澳洲得过无数奖项，受到当地电视，报纸，电台十多次专访，2010 年获得加拿大城市电视
新枫采新移民创业奖。2011 年创立斯嘉丽皮具品牌，其 2016 年初成为美国加拿大亚马逊女
包类最大卖家。创立（2016-2019）大连理工大学斯嘉丽创新创业奖学金。社会活动方面，
2016 年 9 月成立大连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并组织校友回母校分享北
美学习创业经验。同时，2017 年任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第一副会长，并当选 2018 年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会长，组织赞助了 2017 几乎所有联盟大型活动的赞助工作。
王爱萍女士如当选后，会帮助加强协会的宣传，并利用高校联盟和协会的各自优势共同办活动，取长补短。

杨卫宁 Weining Yang
杨卫宁律师现任“Chen Yoshimura LLP”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这之前，她曾是世界十大
国际律师事务所 Hogan Lovells 的合伙人。她二十几年的法律实践涵盖了广泛的知识产权
（IP）相关事宜。她曾代表众多企业，包括世界 500 强公司，进行专利诉讼，全球技术转
让和专利许可谈判，专利申请，专利组合和管理；以及在公司上市，兼并，风险资金投资
和专利买卖时的 IP 审计，专利审查；对客户提供专利侵权，有效性，专利合法规避和自由
操作的专家咨询。她被洛杉矶杂志被评为“后起之秀”，其代理的美国 337 电池案件被评为
中国 2006 年的十大案件之一，也被美国律师行业杂志专题报道。她也经常在中国律师事
务所，行业协会，企业，大学和政府界对知识产权问题发表专题演讲。她曾在安进公司进
行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杨卫宁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获得生物学学士及生物化学硕士学位，美国洛约拉法学院（Loyola Law School）获得法
学博士学位。她曾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University of Colorado Health Sciences Center）进行分子生
物学与免疫学博士研究。

張國興 Kenny Chang
張國興先生为華興保險總裁暨創辦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华兴保险创始人张国兴先生移
民美国。作爲早期华裔移民，张国兴先生对许多新移民可能面临的挑战有切身经验：语言障
碍、文化衝突、缺乏自己的声音、难以享受平等的待遇。因此张国兴先生热情参与公众事
务，希望能透过社区活动、教育和知识分享，为南加州华人社区注入活力。目前除南加外，
长沙及台北均设有办公室。累计服务客户超过十五万人次。
张国兴先生，认为唯有真诚待人、用心回馈才能建立坚定的人际关系，并以服务社区为重要
使命。得到许多社区肯定的奖项与殊荣, 目前担任西来寺执行监事及公关，洛杉矶地区警察
顾问的创始人和顾问之一。张国兴先生在洛杉矶当地广播电台 1300，1430 开设专门的广播节目，同时在多家主
流电视台开办电视讲座，与南加州居民分享最新的社区資讯。
热心公益古道热肠的张国兴期待能有機會為所有會員服務。

张永刚 Robin Zhang

Robin Zhang is the Director of Global Account at China Unicom Americas. He engaged in the
Media, Hosting, Online Gaming, Engineering and Chinese Americas background enterprises and
managed some of the channels. Robin has multi-year Telecom experience in US, CHINA and
bilingual capability. Before that, he worked as Sr. BD Manager, Global Enterprises.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was to deliver the IP Infrastructure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expansion to
US, APAC and China, and to coordinate the US firms like Motorola, Ford Auto setup the Data
Center and Cloud application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09, Robin was the Director of
Carrier/Enterprises/Voice at China Netcom USA.
张永刚先生也是美国内蒙古总商会常务副会长，组织美国内蒙古总商会/美中工商协会赴内蒙古商务交流。

赵津 Charles Zhao
赵津先生为 Golden Bridge Int’l Inc 总裁。1999 年创建美国金桥国际有限公司 Golden Bridge
Int’l Inc ，主要从事国际货物进出口运输服务，为客户提供海运整箱拼箱，空运货物进出口
货物运输；报关；第三方物流仓储及集运分拨；卡车陆路运输，电商 B2B,B2C 配送；以及
为客户提供有关国际贸易相关法律，财务，展览，保险等相关问题咨询服务。经过近二十
年的努力，金桥国际在美国和中国客户之间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梁，得到了广大美国和中
国客户的好评和信赖。
赵津先生曾于 1993 年至 1998 年在香港怡和太平洋集团属下机构从事东莞沙田深水港及太
平码头建设和运营；东莞往返香港支线船船舶运输管理和经营；报关报验等全面服务。1990-1993 在天津时任香
港怡和太平洋属下机构天津首席代表，代表公司与天津外代创建合资企业香港嘉明船务有限公司；与中远合资创
建天怡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1988-1990 在天津市海运公司航运部工作，从事运费管理，船舶调度，市场销售工
作。

我自幼出生在军营， 生长在部队大院，在军队服役十四年， 培养了令行禁止，吃苦耐劳，作风顽强的品质。 热
爱爬山和游泳运动。本人自愿竞选连任美中工商协会理事，继续为大家服务，并继续为美中经贸合作做出自己的
贡献。

钟毅勇 John Zhong
钟毅勇先生为 Accutek Imaging Resource Inc CEO。
钟毅勇先生于 1985 年毕业于福建华侨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先后在武汉复印机研究所及深圳
大学工作，1990 年来美国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后在美国 Ikon Office solution 任工程师，
1997 年创业，2001 年创办 Accutek Imaging Resource 至今，公司业务主要是销售，维护及技
术支持 HP 专业打印机和多功能一体机，Accutek 是惠普授权的代理商。

朱天和 Tim Zhu
朱天和先生为 HP Craft Inc 公司创办人及 CEO。他是摄影爱好者，也是洛杉矶国际摄影家
协会的主席。他于 1969-1973 在东北黑龙江插队。1973-1977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有机化
学专业。1977-1984 在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所工作。1984-1987 留学美国，在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St. Louis (MS) 攻读硕士学位和从事研究工作。1989 年离开学术研究工作来到洛
杉矶创业经商，创办了大型连锁店 CRAFTDEPOT。洛杉矶国际摄影家协会创办于 2007
年，是北美最大的亚裔摄影专业团体之一，目前该会有上千名注册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