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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分通过5A级协会复评



一、高分通过5A级协会复评



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

研发与检验检测平台 技术转移平台人才培养 科技信息交流

二、顺利通过高分子产业服务体系项目验收



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

2018年8月8日现场验收答辩，2018年11月29日取得验收合格通知书。                 

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二、顺利通过高分子产业服务体系项目验收



三、团体标准起草数量大爆发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三、行业团体标准起草数量稳步增长



四、光电高分子研讨会轰动高交会三、团体标准起草数量大爆发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四、光电高分子研讨会绽放高交会



四、光电高分子研讨会轰动高交会三、团体标准起草数量大爆发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五、华工网络学历教育实现全网络授课



2018年4月2日

第八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第八届四次理事会    

四、光电高分子研讨会轰动高交会三、团体标准起草数量大爆发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二、完美通过政府项目验收 六、召开法定会议

2018年7月18日

第八届五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2019年
重点工作

国家标准“塑料车间VOCs气体排放管控标准”立项一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研讨会继续亮相高交会二

首次开展高交会新材料馆招展工作三

华工网络学历教育面向全国招生四

大力拓展国内外产业空间五

召开法定会议六



一、国家标准“塑料车间VOCs气体排放管控标准”立项



二、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研讨会继续亮相高交会



三、首次开展高交会新材料馆招展工作



四、华工网络学历教育面向全国招生



五、大力拓展国内外产业空间

国内产业空间



五、大力拓展国内外产业空间

国外产业空间国外产业空间



六、召开法定会议

按章程要求准时召开法定会议



表决

会员大会表决一

理事会表决二



一、会员大会表决：人事变动

    原监事长冯藏河因年龄原因届中请辞监事长一职，根据登记主管部门相关精神要求，第八届

六次会长办公会提名协会党委书记彭东吾兼任监事长一职，现提请会员代表大会补充表决通过。



二、理事会表决：2018年度评选结果

第二届高分子行业质量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森日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 迈高精细高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11 盛嘉伦橡塑(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2 三多乐精密注塑（深圳）有限公司

13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王玉梅 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王海平 迈高精细高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3 伍秀平 三多乐精密注塑（深圳）有限公司

4 寻尚伦 深圳塑能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5 汪智勇 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6 周拥仔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邱剑锷 浙江德清科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8 邵碧波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9 胡基如 深圳市广田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10 储少林 深圳市鼎泰化工有限公司

11 曾西平 深圳市华科创智技术有限公司

12 彭 军 深圳市纳米金塑料有限公司

13 彭建烨 东莞市炬辉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14 彭朕财 深圳市鑫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15 谭晓宏 深圳市广聚泰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16 黎 宇 广东聚诚信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第二届高分子行业工匠奖（个人奖）



二、理事会表决：2018年度评选结果

第三届高分子行业创新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志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华科创智技术有限公司

9 深圳市广聚泰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10 盛嘉伦橡塑(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11 深圳市广田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12 深圳市鑫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13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森日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 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16 深圳市天利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深圳市亿铖达工业有限公司

19 深圳市中京科林环保塑料技术有限公司 



热心贡献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超然塑胶包装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3 深圳市东穗洁源科技有限公司

4 深圳市帝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深联实业有限公司

6 深圳市聚亿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深圳市予富源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德铭光科技有限公司

9 力劲集团

10 东莞市力龙塑胶原料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11 骏业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12 广东聚诚信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13 东莞市彩健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华潽新材料有限公司

15 东莞市淳政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16 东莞市炬辉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17 东莞市创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8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 深圳塑能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20 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21 苏州艾盾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2 东莞市雄越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3 立尔（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

24 东莞市云长光固科技有限公司

25 深圳市嘉多宝科技有限公司

26 东莞塑邦化工有限公司

27 东莞市京隆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8 浙江金立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理事会表决：2018年度评选结果



二、理事会表决：新会员

新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协会职务

1 宁波南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副会长

2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副会长

3 东莞市炬烨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

4 东莞市大展吉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

5 东莞市创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理事

6 迈高精细高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理事

7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8 深圳市博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

9 惠州东风易进工业有限公司 理事

10 广东华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11 深圳毅彩鸿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12 深圳市迈迅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

13 深圳市永万丰实业有限公司 会员

序号 单位名称 协会职务

14 深圳市凯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15 保定市隆昊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会员

16 深圳市聚诚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7 东莞捷科塑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8 深圳市博瑞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会员

19 深圳市力弘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0 东莞市锦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会员

21 深圳市蔚来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22 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会员

23 中山市江宁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会员

24 上海际好展览服务中心 会员

25 广州市江声音响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会员

  



二、理事会表决:  人事变动

CONTENTS

       经吴宪会长提名，特聘请原监事长冯

藏河为协会第八届名誉会长，特提请理事

会会议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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