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广东同德化工集团 盛洪 应用技术总监 /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姚唯亮 研发技术总监 /

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刘宪文 技术总监 /

江西省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巴于磊 研发gcs /

河北兰竹化工有限公司 高占军 董事长 /

上海奇想青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原 副总经理 /

中国科学院苏州格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

刘立伟 教授 /

广东德鑫翔远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刘彤舟 总经理 /

广德金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刘清国 总经理 13616505201

青岛中氟氟碳材料有限公司 宋兆斌 总经理 13370880518

青岛中氟氟碳材料有限公司 范朝阳 技术主管 15275426095

郑州拓立漆有限公司宁陵公司 赵宁 工程师 18703691345

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袁兴 副总经理 13584317737

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曹亚成 实验室主任 13775100258

衡水新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田海水 副总经理 13932861318

迈实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贾凡强 技术经理 18221228296

迈实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贾祥贵 研发主任 18516714127

迈实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王银绣 销售区域经理 17269674492

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张强 总工程师 13547600356

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刘伟 副部长 18982339587

山东亿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葛玉梅 总经理 13791751887

山东亿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陈璐 技术 15863727232

沈阳帕卡濑精有限公司 高健 项目组长 13804054990

沈阳帕卡濑精有限公司 潘良 技术 17302423563

哈尔滨市道外区恒德利涂料厂 陈振天 技术总工 13944682437

东台市明山石涂料有限公司 何思宏 董事长 15962032699

东台市明山石涂料有限公司 何友军 厂长 18361645777

河北金业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马鹏鑫 技术员 15612931022

海洋化工研究所 王晓 技术研发 13153262778

海洋化工研究所 侯佩民 技术研发 13156891019

武汉艾立斯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艾俊华 总经理 13986232077

苏州佳邦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蒋国清 总经理 13912632652

苏州佳邦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达 经理 /

苏州佳邦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丽孜 经理 /



苏州佳邦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子冬 经理 /

苏州欧瑞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松 总经理 13812738544

苏州欧瑞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柯希胜 经理 /

苏州欧瑞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小武 经理 /

苏州欧瑞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峰 经理 /

嘉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吕兆荣 总经理 18616098666

上海雷鸟涂料有限公司 杨剑 总经理 15000716898

上海雷鸟涂料有限公司 程华 技术经理 13311925871

丽水宏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杨国锋 工程师 18268892475

丽水宏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廖晓峰 总经理 18767873401

丽水宏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吴伟焕 工程师 13362006975

临沂凯奥化工 王兵 总经理 13355085848

临沂凯奥化工 闫珂 总经理 18053905848

江阴市鑫宝铁塑制品有限公司 徐宏超 总经理 13358156888

上海中斯远实业有限公司 童明雷 总经理 13916528679

上海中斯远实业有限公司 杨志明 项目经理 13816680701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袁凯 销售经理 13771294344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孙凌 工程师 13327907668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秦专成 销售总监 18921119560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程国栋 销售总监 18762678899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匡文军 经理 13918758798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孙峥 经理 13817195006

无锡洪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时劲松 销售总监 17186450529

上海保立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汪洋 工程师 18800297813

上海保立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沛旗 工程师 18939367569

滁州万桥绢云母有限公司 董善玲 总经理 15955015840

滁州万桥绢云母有限公司 徐其戈 业务经理 15955003876

滁州万桥绢云母有限公司 左伯阳 业务经理 19955028823

江西省龙海化工 饶永迈 销售总监 13713214545

江西省龙海化工 张卿 华东销售经理 13925531830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王雪三 化学师 13681721623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张楠 化学师 15000770618

无锡牛拓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陈超 总经理 13616191669

武汉晨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蒋伟南 总经理 13606155867

河北晨阳工贸有限公司 段客春 项目副总监 13621548982



河北晨阳工贸有限公司 祁惠勇 应用经理 18914957334

河北冀中漆业有限公司 李涛 技术 18531292701

河北冀中漆业有限公司 李亮 技术 /

河北冀中漆业有限公司 杨杨 技术 /

江苏新国光涂料 沈言彬 总经理 13813452097

醴陵友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刘宏伟 技术员 13974194861

湖州湖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姚会泉 总经理 13905728569

商丘市博大化工有限公司 孙欣 工程师 17630773613

江苏欧摩德漆业 陆竹平 总经理 13918630310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浩 业务经理 13658156700

镇江泛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罗蛟 主任 15952881252

镇江泛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周海洋 工程师 15706102924

锦州丽达漆业有限公司 赵斌 生产技术部长 13591265977

锦州丽达漆业有限公司 谢中华 工程师 18056227738

无锡淳钛新材料有限公司 范稼 总经理 13338772196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朱结东 产品经理 13681739753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郑锋锋 技术员 18800322102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汪沁 技术员 17521093706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掌婷婷 组长 18801623503

特智迈管理咨询公司 谷明龙 总经理 13611892776

特智迈管理咨询公司 任韦羽 15618155109

太原市誉远涂料有限公司 申磊 总经理 13353412314

太原市誉远涂料有限公司 申淼 技术检验部 18622065696

长沙新德航化工有限公司 卢学军 总经理 18908456192

河南润南漆业有限公司 张旺 技术工程师 17739671998

河南润南漆业有限公司 潘赫然 技术工程师 18839659672

余姚市宏盛涂料厂 田国栋 总经理 13336864886

余姚市宏盛涂料厂 田进才 经理 /

上海科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韩国伟 总经理 18019266416

上海科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吴海梅 经理 15821750215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刘薇薇 技术总监 15021264661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孔凡桃 副总经理 13817497701

山东万华化学 胡臻皓 技术服务工程师 18153519302

江苏太仓美航涂料 艾鹏 总经理 13809051239

浙江纳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朱逸宇 总经理 13817592970



上海巴德士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曹进 工业漆主任工程师 15951184980

上海巴德士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方余枫 工业漆工程师 17730128746

重庆高赏涂料 谢刚常 总经理 15856029588

江苏邦杰防腐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韩建国 技术总工 18360421200

上海禹辰化工有限公司 李艳萍 工程师 13917361144

淮北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戴光星 总经理 18856169667

淮北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思昌 业务经理 18737095418

淮北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思淇 区域经理 18539863077

淮北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振雨 技术总监 17719966037

浙江舜风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建新 工程师 13661416910

青岛华吉安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刘泊辰 技术负责人 13863987516

上海欧畅化学有限公司 黄清根 总经理 13801695996

上海欧畅化学有限公司 陕生银 高级工程师 15338701064

广州擎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许奕祥 副总经理 18926128907

大金氟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王健强 技术担当 15221322767

大金氟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齐正 技术担当 17621398615

江苏久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欣 研发工程师 18262551023

江苏久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孔畅 研发工程师 17721679829

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周礼 水性工业漆产品经理 18158691147

维新制漆（江西）有限公司 王立峰 总经理 18825812149

安徽永洁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李文超 业务经理 15395617077

安徽永洁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王爱连 财务总监 15395617555

安徽永洁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王帅 业务员 18736862989

上海凯克涂料有限公司 于召召 经理 18717298442

昆山石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黄俊达 经理 13806267991

昆山石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陆泉华 主任 15950924986

佛山市顺德区巴德富实业有限公司 李旭林 上海区域经理 18852962057

安徽开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茅赟 工程师 15555040222

安徽开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杜立凯 工程师 15855085505

安徽开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吴永强 水性工程师 19955011849

山东德齐华仪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娄毓昶 总经理 /

山东德齐华仪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朱明亮 技术副总 13305315589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任卫东 总裁 13701795761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明 主管工程师 13402107658

中山大桥化工企业集团中山宝科化工有
限公司

赵亚义 总经理 13828728957



保定金骐跃城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建强 总经理 13121233187

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史正海 创新开发部副主任 18944408482

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李爽 高级产品经理 /

上海鹏图抗菌新材料有限公司 朗坤 销售经理 13661965754

上海鹏图抗菌新材料有限公司 方胡兵 销售经理 15317746676

浙江宁波三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超 技术总监 15910728788

北京荣力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彭飞 技术经理 15010186993

北京金氟龙制漆有限责任公司 李实才 董事长 15911011289

无锡市虎皇漆业有限公司 孔祥华 总经理 13816585892

无锡市虎皇漆业有限公司 陈天 总经理 18701773705

上海荆溪化工有限公司 梁超 总经理 18017456818

上海尔巢实业有限公司 邓雪梅 总经理 18917134099

上海尔巢实业有限公司 雷静 总经理 15102197436

上海洪象化工有限公司 柳洪俊 总经理 13917359179

上海亿钛化工有限公司 李干祥 总经理 13321928889

上海易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刘叙平 总经理 13801819454

上海都昌化工有限公司 卢明 总经理 13818486792

上海汉中涂料有限公司 刘飞 销售工程师 15618666400

上海汉中涂料有限公司 丁艳美 销售工程师 15026696270

江苏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周斌 总经理 13337763456

易县中实化工涂料厂 李爱宾 董事长 15231267788

上海箴智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欧明慧 总经理 15002157668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张宪康 技术顾问 18917470583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范鸿雁 技术工程师 13636392946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冯娟娟 技术主管 15221691801

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杨帆 工业漆技术总监 15860055813

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江笃和 工程师 18061235356

狮帝涂料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党爱路 总经理 /

狮帝涂料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党爱华 总经理 13476303972

紫荆花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赵连洪 主任化学师 13621786598

舟鸿泰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吴国球 经理 13013823376

舟鸿泰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顾利民 经理 13806233873

舟鸿泰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强 经理 15162581707

河南恒润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森龙 技术研发 13253312173

山东枣庄兴民涂料有限公司 李茂民 总经理 13791438666



山东枣庄兴民涂料有限公司 赵虎 实验室主任 18769257919

张家港恒泰佳居贸易有限公司 缪鑫 总经理 13921955906

上海荟研新材料有限公司 何女士 总经理 021-59100150

无锡华夏化工有限公司 史建科 总经理 13961525555

上海金力泰化工有限公司 潘军辉 技术主管 13564654843

上海壹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海龙 销售经理 18601737272

山东东岳集团 张帅 总经理 13573313423

浙江南方漆业有限公司 张大红 总经理 13858979969

上海恒丰氟碳科技有限公司 齐中华 总经理 13564085153

武汉山虎涂料有限公司 徐楚阮 总经理 13907154651

长木新材料（宁波）有限公司 于郭 董事长 13777083555

武汉圣鑫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伍文学 总经理 13826092662

河北兰竹化工有限公司 李华宾 技术总监 15733827132

河北兰竹化工有限公司 张静 销售经理 13313228902

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卞新海 总经理 13611652930

润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夏天 销售总监 18852616288

上海汉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黄利明 总经理 13701686175

无锡牛拓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陈超 总经理 13616191669

上海孚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蔡军民 董事长 13801981152

上海决胜化工总经理 李清源 总经理 13818399137

上海昊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蒋彬 总经理 18616146628

上海清竹新材料 张延斌 总经理 1391353082

潍坊万兴建材有限公司 李英明 总经理 13964616877

保定点点祥水性防火涂料制造有限公司 陈小辉 总经理 13331213336

江苏紫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吕书力 副总 19850005878

上海安启实业有限公司 危开启 总经理 13817687896

上海育皇化工有限公司 沈志刚 17701795082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 李永峰 工程师 15862319864

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響 研究院 15150337825

上海巴德富实业有限公司 李旭林 工程师 18852962057

山东永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姜朝松 技术总监 18705363889

淄博世纪联合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路玲 总经理 15305331533

苏州远飞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顾利民 经理 13806233873

苏州远飞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强 经理 15162581707

上海赫玛工业涂料有限公司 吴开文 经理 13902619216



淮北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刘建民 总经理 13309617918

淮北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段炳新 经理 13309617868

淮北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孟哲 经理 18365227313

湘江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欧兴 工程师 18874091995

绍兴奥唯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周宜学 工程师 13817482017

昆山松鸿钛白 王松春 工程师 15001738388

常州市月冠化工 余平雄 工程师 13482672135

上海嘉临实业 吴海青 工程师 18017125566

上海众燊化工有限公司 谢春丽 工程师 13601962808

上海众燊化工有限公司 杨伟宸 经理 /

广西梧州市方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王庭阳 经理 13807748384

锶尼申徽化工有限公司 倪兰英 经理 /

南京和润偶联剂有限公司 徐智伟 经理 15951901187

上海君梅化工有限公司 杜志明 经理 13788940912

上海精彩化工有限公司 苏琪 经理 13020188837

上海盈华化工有限公司 徐志强 经理 18016282223

江苏颜钛化工有限公司 陈华伟 经理 18662205399

上海黑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周兴华 经理 13585801480

上海黑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叶碧波 经理 13819825260

上海黑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周建华 经理 /

上海同霁进出口有限公司 毛健 总经理 13331914119

江阴董佳化工有限公司 杨恩林 总经理 18861138590

上海航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郑尚元 总经理 17621928111

江苏恒展新材料有限公司 吕孝辉 总经理 18201998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