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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特种涂层行业峰会通讯录          

   时间：2018.12.2～12.3 
                                            地点：深圳富临大酒店 

序号 参会单位全称 参会人/职务/通讯 

★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特种涂层专业委员会 

黄国清          13916049888 

周黎、沈林娣。总会 2 位。 

1 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陈烨 体系科长   13701833687 

李凤 副经理     13901832287 

2 上海格宁金属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徐永康 总经理   13901658458 

沈军   经理     13061714020 

3 上海亿盛特种涂装有限公司 朱伯明 总经理   13904948889 

4 上海锦彩涂料有限公司 

 

张耀俭 总经理   13901649709 

戴莳颎 主任 

5 上海禹三罗涂覆科技有限公司 金 成 总经理    18802109188 

6 上海安福隆涂覆工业有限公司 徐湘龙  董事长  13901803289 

居女士  主任 

7 上海路丰助剂有限公司 王文华 总经理   15921101668 

王 超   经理    15221283118 

8 上海洪望涂装厂 卢洪明 总经理   13331993608 

9 上海绣锦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宿迁市润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平安 总经理   13816140499 

10 永星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张志恒 总经理   13609689705 

王慧勇 业务经理 18930155312 

11 上海圣钇金属防腐技术有限公司 卫东 总经理     13818890945 

 

12 上海晶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朱明官 厂长     13501722232 

嘉伟   经理 

13 上海生屹实业有限公司 丁星宇 总经理   1505720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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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拉斯派特圆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赵毅谨 总经理   13801776160 

杨勇   技术     13472509567 

鲁志平 总监     13818239111 

15 上海奥达科股份有限公司 赵后良 技术总监 13567311616 

16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伟峰 总经理   13801508515 

顾红明 副总经理 13815018200 

朱文炳 经理     13901509579 

郭小勇 经理     13685279737 

毛科人 研发总监 13817775722 

韩斌 技术总监   13914333691 

朱伟龙 销售总监 13775180489 

贺银花  经理    13776840069 

17 无锡溪龙重防腐涂覆有限公司 

 

朱根林 总经理   13906177253 

杨静杰 技术部长 13812069710 

18 南京宏淮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傅辉   总经理   13770319957 

刘晓亮 经理     18761863731 

19 徐州新兴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 

 

陈家新 总经理   13705211630 

陈晓艳 经理     13951353928 

20 江苏达克罗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孙海 总经理     13776545118 

21 苏州市明康机械涂覆有限公司  赵小华 总经理   13771959315 

徐明  副总经理  13862556926 

张芬娟 经理     13052817195 

22 靖江市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肖学平 副总经理 13805260841 

23 常州亚罗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黄翔欧 董事长   13915077858 

徐真   总经理   18052527220 

24 江苏科成有色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翟国华 董事长   13809017608 

徐旭华 经理     18652631108 

25 常州嬴海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张亚明 总经理   13809078008 

崔竟牛 副总经理 

周 铖  副总经理 13585300598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suzdakeluo.html
http://profile.china.alibaba.com/user/suzdakeluo.html


 3 

26 常州高克锈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杨行龙 总经理   13337882388  

杨 健  副总经理 15189755700  

王学良 副总经理 13921033023 

27 常州达克锈涂覆有限公司 祝梓剑  总经理  13063998819 

曹伟    销售经理 18262988705  

唐利锋  销售经理 18602582928 

28 盐城科奥机械有限公司 陈柏松  副总经理 15351508502 

29 扬州加尔美涂料有限公司 王广波 总经理   13773526667 

30 江阴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陈光明 总经理   13311818185 

许仁标 厂长     13506229556 

31 无锡市现代达克罗涂覆有限公司 高宇新 总经理   13606188220 

32 无锡市贤源机械厂 陈贤  总经理    13812272555 

33 无锡康力抛丸设备有限公司 王 琪 总经理    13801515557 

34 常州骏达涂覆科技有限公司 吴庆一 总师     13601511179 

35 靖江泰通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朱炳均 副总     13852859609 

36 南京宏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王 勤 董事长    13505181842 

37 南京科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黄诚 总经理     13611599570 

38 南通达克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秦海飞 总经理   13801487280 

39 维特利智能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沈 奇 经理      15250170729 

倪萨 总设计师   13405106859 

40 江苏博业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蔡继斌 总经理   13815038038 

张建国 总监     18706123718 

李永刚 经理     13914333685 

姜本洪 销售经理 15562418686 

41 南通申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雪生 副总师   15240578845 

张鑫峰 工程师   18352678475 

42 世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常州） 张方建 董事     15161148886 

吴培增 总经理   13584328075 

http://yzjiaermei.cn.alibaba.com/athena/companyprofile/yzjiaermei.html
http://profile.china.alibaba.com/user/yzjiaerm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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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盐城乐砂抛丸设备有限公司 吴晓东 总经理   15950328816 

44 常州先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小锋 总经理   13861122020 

耿龙法 经理     15161170066 

45 常州恩宏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高刘扬 总经理   13951221186 

46 常州海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蒋海松 总经理   18019689677 

47 江苏恩菲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徐志伟 总经理   13801316668 

罗永飞 副总     13802606999 

48 太仓路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汪学超 总经理   13917123285 

49 南京新中鹏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有限

公司 

姜岳明  总工    13327771189 

50 江苏省海门市建冲金属涂覆厂 黄兴冲 总经理   13906281299 

51 徐州市汇力高强标准件有限公司 孙玉武 董事长   13605219107 

52 常州鑫仁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朱建平 总经理   13961208039 

53 温州市新特达克罗涂复有限公司 林道光 总经理    13958870099 

张国超 副总      13758750700 

54 宁波经济开发区达克罗涂复有限公司 李国兵 技术副经理 18906680263 

55 乐清市达克罗钢铁涂复有限公司 陈利芳 总经理    13587706211 

宋玥江 副总经理 

56 玉环三林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丁益民 董事长    13706557666 

陈能云 总经理    13575892888 

57 温岭市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王成钢 总经理   13705869120 

蒋佩值 经理     13566685275   

58   瑞安市盛翔达克罗加工厂 张 秋 总经理    15888200091 

黄权滔 厂长     15867742778 

59 舟山市正源标准件有限公司 林仲岳 董事长   13506806555 

林君泓 经理     13506600790 

60 宁波计氏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计文明 董事长    13805842694 

计蓉 总经理      15888051008 

许成雄  经理     1356656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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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杭州斌科标准件有限公司 林约海 经理     15158112688 

62 瑞安市瑞特标准件厂 叶晓海 总经理   13758745671 

63 德清新罗五金有限公司 

 
何勤荣 总经理   18968087683 

陈明军  经理    13685758782 

64 浙江海盐宏强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朱红根 总经理  13906835080 

65 海盐耐特涂覆有限公司 陆燕丰 总经理   13750793811 

王晓明 副总经理 13906831062 

66 宁波保世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胡炎峰 总经理   13805801038 

王光裕  经理    13884473288 

67 余姚余慈五金机械厂 褚建林 总经理   13605848776 

68 德清中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叶飞龙 总经理   18158130572 

69 宁波市镇海新鑫达克罗有限公司 张丽平 总经理   13336662918 

孙存良  经理    13355992228 

70 台州正越达克罗涂复有限公司 王建 副总经理   18006577565 

71 温州润泰标准件有限公司 胡超余 总经理   13587516767 

72 余姚市双龙精彩机械部件厂 胡广忠 总经理   13968369559 

73 浙江联宏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陈灿华 总经理   13967595163 

74 浙江新东钢丸有限公司 辻岡达也，总经理 

吕勤 部长  

金卫忠 课长     13750761170 

75 舟山市舟久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杨荣明 总经理    13646803388 

郭 珊  经理      13645805720 

76 宁波时代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朱惠邦 部长     15858419996 

77 嘉兴市丰源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顾明锋 总经理   13806729247 

78 温州市正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宋 安  总经理    13758716888 

林日其 副总经理  13806845280 

崔小伟 技术总监  1895888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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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瑞安市宇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郑定波 总经理   13967718418 

80 瑞安市宇泰标准件有限公司 陈方形 总经理   13758798958  

81 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李清湘 总经理    13823116316 

钟 勇 总经理 

林兴铭  经理     13640949815 

程玉才 经理      13501581072 

82 揭阳市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谢协通  经理    13829651800 

83 佛山市顺德耐龙金属表面处理有限

公司 

 

区启智 总经理    13802649658 

区锦生 经理      15015570242 

梁铭轩 经理      13192687540 

84 深圳市达克罗工业有限公司 陈伟堃 董事长    13902902776 

伍成英 总经理    13554837702 

雷强    经理     13612819429 

85 广东华源兴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小强 经理      13923113209 

李伟杰 经理      13709666734 

86 广州镁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周亚非 董事长    13925211299 

周亚夫 副总      13925155877 

杨柏林 厂长 

87 广州市跃阳化工有限公司 刘和平  技术总监 13903052758 

刘志敏  总经理   13332855077 

88 广东岭南达克罗涂覆有限公司 邓显伟 总经理    13827585480 

谢延迟  副总     13534971588 

89 广州市宏涂机械设备厂 

 
李伟亮 总经理    13802938178  

马文新 主任 

90 广州超邦化工有限公司 崔廷昌 技术经理  13503081755 

罗全生 工程师    18688314799 

91 广州市辉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黄久远 总经理   13928806973 

92 广东长荣兴盛无铬涂料有限公司 何海明 总经理   13928298829 

93 东莞市德客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彭方陵 总经理   13302698613 

http://company.china.alibaba.com/athena/companyprofile/dhwj93.html
http://profile.china.alibaba.com/user/dhwj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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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广东捷思威螺丝城有限公司 严孝勇 总经理   13808899025 

95 重庆航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赵 航 总经理    13908310020 

96 重庆爱多电器有限公司 吴治军 总经理    15823126622 

97 天津市利德达克罗金属防腐有限公司 

 

王超 副总经理    18649125406 

李玮 副总经理    13116103883 

李小林 部长      13132500348 

李凤梅 部长      15302165365 

98 天津德威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王志明 总经理    18526346999 

魏 毅 技术总监   18526346999 

于惠宾 营业总监  18526345666 

99 天津滨海润鹏路桥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杨金发 总经理    13820082588 

100 天津市乾元达科技有限公司 焦汝雄 经理     13820388012 

孙 蕊   经理     13820172507   

101 枣阳市金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湖北） 李 金 总经理     13995794969 

102 武汉东风佳华工业有限公司 赵 鹏 副总经理   13627207799 

103   泉州鲤城福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林应专 经理      13808549919 

104 达克罗（厦门）涂复技术有限公司 于善国 副总      13800960796 

谢 薇  总经理    13906019915 

105 安徽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 李道宏 部长     13965686521 

106 安徽芜湖众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晋华明  总经理   13309635815 

范祚玉 总工      15055108039 

107 安徽海程铁路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刘卫国 总经理    13866718857 

108 安徽省振华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汪家武 总经理    13905536488 

109 衡南县达克罗工业制造厂 

 

许启章  总经理   13908449676 

朱红清   经理    13332544672 

110 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 翼 经理       13799547433 

李文辉 技术总监  1330595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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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湖南希森美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强 董事长    13807318771 

蒋卫中 总经理    18675834031 

112 长葛市迪克龙机械有限公司 丁 越  经理     13323998906 

113 洛阳鑫益达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王志同 总经理   13903888993 

114 河南坤金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耀春 总经理    13782231177 

高辉，副总经理   13103881789 

115 新乡嘉汇达克罗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张成峰 总经理    13782550299 

张德滨 副总      13523875816 

116 山东高强紧固件有限公司 潘善杰 车间主任  13573643573 

于海洋 工艺员    13127163552 

117 青岛新东机械有限公司 王玉林  事业部长 13656481487 

王雪亮  营业课长 15806586284 

逄绍金  技术课长 13061409022 

118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管 伟 厂长       18653655598 

薛 勇 车间主任   15265624318 

119 日照世晟北方达克罗汽配有限公司 张守磊 总经理    15806336568 

120 潍坊达克罗涂装有限公司 魏信勋 总经理    13583672711 

李宪宝  经理     13884828728 

121 烟台嘉麒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王 春  部长      15753578678 

122 潍坊远大金属表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和 经理     17751381338 

123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牛昌仪 经理      15206692906 

李传顺 总经理助理 15206692906 

124 河北黄骅市恒泰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刘 欣  经理      18632738877 

白仁宏 经理      18633726777 

125 河北沙河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单华林 总经理    18631967201 

126 沧州荣泰金属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于金涛 总经理    13513485766 

李之刚 经理      13582475561 

127 翼州市亿鑫紧固件有限公司 

 

郝 义 总经理     18631848088 

朱茂林 副总经理  1863189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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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会 生产经理  13831824658 

于金池  采购部长 15297684333 

刘华辉  副部长   15076836820 

张长征 质检部长  16631810033 

128 河北简途科技有限公司 邵世伦 总经理    18833195199 

苏洋 销售经理    18833191699 

苏岩 销售经理    13722786669 

贾昕昊 产品经理  13111585945 

129 河北宇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文强 总经理   13131920000 

130 邯郸市普力特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郑佩章 副总经理  13932062613 

131 黄骅市金顺金属防腐有限公司 张金虎 总经理   18633739777 

132 沈阳市航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殷跃军 总工      13998214516 

韩长智 总经理    13909882365 

杨宏强 副总经理  13390566667 

133 眉县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文理 总经理   13991706975 

134 眉县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文理 总经理   13991706975 

135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紧固件

分公司 

张鹏飞 总经理 

高林泉 高工     13596262859 

136 齐齐哈尔龙铁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方圆金属表面处理加工厂 

史宝鸿  厂长    13339525377 

主宪武  经理   18746815665 

刘勇敏  经理    13019731110 

137 云南博远通用技术有限公司 

（原云南格兰公司） 

张俊敏 总经理   18087778118 

138 昆明理工大学 朱晓云  教授  13008687212 

139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吴 勇 所长       

140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马 捷 秘书长    

141 恩欧富涂料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刘剑萍 副总经理  13916556692 

铃木铁平 营业经理 13916586437 

郭蕾     所长    1361160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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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星 科长      15021964272 

印晓清 主任      13611607602 

角田彻 部长 

142 安美特（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撒贝宁 女士    德国全球经理 

陆文君  经理     18721200665  

宦方明 经理      15800558941  

郑州生  经理 

叶树苗 

143 苏州美加力新能源科技（海安）有限

公司 

 

何志铭 总经理    13861319736 

朱建辉 经理      13917929629 

赖彦桦 经理      15862414068 

陈士路 经理      15150192986 

144 SIDASA-西班牙希达萨设备有限公司 Roger Pou 浦罗杰 总经理 

白文展  亚太区经理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特种涂层专业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