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单位名称 级别 联系人 职务

1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会长 黄志刚 书记/教授

2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秘书长 翁云宣 院长/教授

3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副秘书长 刁晓倩 实验师

4 四川大学 副会长单位 王玉忠 院士/教授

5 清华大学化工系 副会长单位 郭宝华 教授

6 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白娟 科研所所长

7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天宇 经理

8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骆东 工程师

9 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王春霞 经理

10 江苏龙骏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朱丹玉 总助

11
南京五瑞生物降解新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媛 行政主管

12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樊武元 总经理

13 清华大学生物系 副会长单位 汪立娟 行政助理

14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会长单位 金恋慰 行政

15
中科院理化所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副会长单位 季军晖 主任

16 安徽华驰塑业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李昊 经理

17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黄健 市场部部长

18 重庆市联发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堂弟华 办公室主任

19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刘国祥 市场部部长

20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向南 副总经理

21 深圳市正旺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坚洪

22 苏州汉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刘小文 技术总监

23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郑颖 总经理助理

24 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剑锋 技术工程师



25 浙江绿禾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宓可钧 总工程师

26 福建泛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丁少忠 总经理

27 漳州绿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许燕龙 总经理

28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李积迁 总工程师

29 江苏锦禾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晏伟 副总经理

30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副会长单位 杨伟军 副教授

31 安庆和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副会长单位 马骄验 董事、经理

32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林一速 总监

33 湖北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谢永磊 总经理

34 兰州鑫银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姚晗 办公室主任

35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田晓燕
科技创新管理

工程师

36 江苏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阮刘文 董事长

37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谢建伟 副总经理

38 江苏中科金龙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林建新 副总经理

39 江西禾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翟国强 总工程师

40 营口正大实业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吕迪 网络运营

41 北京绿程生物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张维 项目总监

42 四川柯因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吕宇翔 工厂负责人

43 NatureWorks 理事会员单位 宁宝玲 总经理

44 北京永华晴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崔伟星 生产副总

45 承德同汇生物降解制品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孙彦升 总经理

46 道达尔科碧恩聚乳酸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王华奇 工程师

47 福建师大环境材料开发研究所 理事会员单位 陈庆华 教授

48
甘肃莫高聚合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理事会员单位 杜广真 董事

49 广州碧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李俊 总经理



50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鲍吉 销售经理

51 安徽恒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王春霞 经理

52 吉林省中亿降解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马丽颖 总经理

53 江苏金之虹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梁鹏 高级工程师

54 兰州金土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王洋 总经理助理

55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王健 董事长助理

56 南雄市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吴淑华

57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周义刚 品质总监

58 青岛捷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胡发杰 业务经理

59 山东通佳机械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任贻旺 副总经理

60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王克智 总工

61 上海昶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杨勇 市场

62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李智勇 销售经理

63
深圳市中京科林环保塑料技术有限公
司

理事会员单位 刘慧茹 研发工程师

64 无锡华辰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周启云 销售经理

65 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生刚 总经理

66 扬州惠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柴青立 工艺工程师

67 浙江谷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周伯昕 技术总监

68 浙江南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龚冠今

69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塑造科技有限
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刘之烨 工程师

70 珠海市易科德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陈锡昌 总经理

71 佰信（福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会员单位 李清河 总经理

72 北京一撕得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丽宏 市场总监

73
呼伦贝尔市绿美食品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刘喜泽 董事长

74 吉林省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春蕊 助理



75 济南新三塑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秀荣 法人代表

76 山东斯达克生物降解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袁守汶 总经理

77 上海久连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周锋 副总经理

78 中山互润天成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苗英婷 市场助理

79 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会员单位 张坤 副院长

80 湖北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谢永磊 总经理

81 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宋月侠 副部长

82 安徽同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江源源 经理

83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黄兆 销售经理

84 北京普利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史佳林 总经理

85 北京双健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袁威
质量管理部部

长

86 比澳格（南京）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亚婷 行政人事主管

87 苍南加利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礼卯 董事长

88 常州金纬智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曹兵 销售经理

89 东北农业大学 会员单位 张华江 系主任

90 东莞市鑫海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马小叶 总经理助理

91 东莞珠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欧辰 助理

92 佛山市益思高贸易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梁广财 总经理

93 广东华腾生物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魏志国 总经理

94 河北科伦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新坡 技术部经理

95 湖南聚仁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高伟 技术副总

96 吉林省亿阳升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郑春生 董事长

97 吉林中粮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关阳 品控部经理

98 江门市弹普乐橡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唐一丹 办公室主任

99 江西省萍乡市轩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鹏 总经理



100 南京立汉化学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宗敬东

101 南通恒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锦泓 人事后勤

102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张晓英 专员

103 宁波百福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李均 总经理

104 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辉 经理

105 青岛海益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李飞 主管

106 泉州丰泽华山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陈昌辉 总经理

107 山东华鑫塑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洪才 经理

108 山东莱芜新浦冠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孟国 董事长

109 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吴泽华 研发部主任

110
山东天野生物降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宣兆志 技术主管

111 山西慧谷嘉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郭文芳 综合部部长

112 汕头市雷氏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雷保兴 总经理

113 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晏英华 总经理助理

114 上海弘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梁铿羽 市场经理

115 苏州爱地球生物降解新材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丰宇 研发总监

116 苏州市星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亚娟 董助

117 苏州市星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刘亚娟 董助

118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会员单位 任杰

119 希比希（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程潜

120 营口永胜降解塑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刚 营销总监

121 云南科地塑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卢雪慧 文秘

122 张家港市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建春 总经理

123 张家口洁源环保塑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樊建明 副总理

124 浙江家乐蜜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王文祥 办公室主任



125 中达航（深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项衡 技术部

126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会员单位 陈学军
PHA联合实验

室主任

127 中科清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纪彦文 综合主管

128 中天（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黄淑萍 行政

129 重庆鸿庆达产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甘建中 副总经理

130 重庆科欣塑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代模 总经理助理

131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程倩 人事行政总监

132 淄博中南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于文慧 质检员

133 江阴市杲信化纤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章舟 副总经理

134 青岛福顺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杨栋 经理

135 上海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孔婷 业务

136 爱降解材料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敬首雄 总经理

137 哈尔滨龙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会员 李秉和

138 杭州新当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会员 戴清文 经理

139 洁家塑业（江苏）有限公司 个人会员 杨庆进 法人

140 陕西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个人会员 李成涛 副院长

141 浙江大学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个人会员 吴林波 教授

142 郑州大学 个人会员 陈金周 教授

143 重庆晋豪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 个人会员 庞广元 助理

144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 李二桥 总经理

145 林存革

146

147

148

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