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8 年第 8 号

国家标准委关于批准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
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18 个

技术委员会换届的公告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18 个技术委员会换届，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特此公告O

附件 1 .第二届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SAC厅C397 )组成方案

2. 第二届全国调味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398 ) 

组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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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届全国光学功能薄膜材料标准化技气委员会

( SAC斤C431 )组成方案

4. 第二届全国口腔护理用品 标准化技犬委员会

( SAC斤C492 )组成方案

5 .第二届全国食品 包装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去云

( SAC斤C494 )组成方案

6. 第八届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气委 员会

(SAC厅C35)组成方案

7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届密封

制品分技术委员会( SAC斤C35/SC3 )组成方案

8. 全国橡胶与橡胶钊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届合成

橡胶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SC6 )组成方案

9. 全国橡胶与橡校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号 :全E

制品分技术委员会( SAC斤C35/SC10 )组成方案

10.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笃三吾 化宝

助剂分技术委员会 ( SAC厅C35/SC12 )是二Z ú 主

11. 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 层 芸舌 ) 兵言

活性剂分技术委员会( SAC斤C631 5C8 ) 组或方案

12. 全国染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 JZEF 主力剂分卢

委员会( SAC斤C134/SC1 )经或 7万三

1 3 . 第 二 届全 国包 装机或标准化技术委气主



( 5AC斤C436 )组成方案

14. 第三届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5AC斤C252)

组成方案

15. 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焊缝试验与检验

分技术委员会( 5AC斤C55/5C3 )组成方案

16. 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手表材料及外观

件分技术委员会( 5AC厅C160/5C3 )组成方案

17.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家用电

器飞电动工具、照明设备和电气玩具的电磁兼容分

技术委员会 (TC79/5C6 )组成方案

18. 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

届激光材料加工和激光设备分技术委员会

( 5AC厅C284/5C1 )组成方案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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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八届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 )组成方案

第八届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斤C35 )由

57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 由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常敏 主任委员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 严国民 副主任委员 福建环科化工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3 孙建华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4 李敏 副主任委员 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

5 乐贵强 副主任委员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 龚光碧 副主任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7 刘惠春 委员兼秘书长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8 田洪池 委员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 孙光明 委员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0 何永锋 委员 大连球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1 及浩 委员 三橡股份有限公司

12 冯震 委员 宁波庸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3 刘名扬 委员 大连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14 刘双喜 委员 南开大学

15 刘毓民 委员 化学工业助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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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里 委员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卢光 委员 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8 马庆华 委员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19 马燕红 委员 福建华峰实业有限公司

20 邱玲 委员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21 宋宝清 委员 北京市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22 董方清 委员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23 孙丽君 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24 唐颖 委员 中吴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童玉贵 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6 王定友 委员 中吴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7 王继泽 委员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8 王利平 委员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9 吴毅 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30 谢君芳 委员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1 邓一志 委员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2 余和平 委员 农业部热带作物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33 张洪民 委员 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

34 安方 委员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35 郑琳 委员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36 贾丽亚 委员 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37 刘力 委员 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 曹元礼 委员 国家橡胶密封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9 李子安 委员 石油和化学工业橡胶及再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I 40 李健 委员 青岛中化新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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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苏琴 委员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2 王炳昕 委员 青岛科技大学

43 李普旺 委员 农业部热带作物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44 廖禄生 委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45 武吉伟 委员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46 顾文娟 委员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47 孟巧玲 委员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48 康志斌 委员 福建环科化工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49 王宇翔 委员 北京六合创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 林庆菊 委员 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1 聂长虹 委员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易荣 委员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李一峰 委员 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54 孙到中 委员 青岛科技大学

55 苏怀生 委员 太仓冠联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56 詹炜 委员 大仓冠联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57 张丽本 委员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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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届
密封制品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SC3 ) 

组成方案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届密封制品分技

术委员会( SAC斤C35/SC3 )由 40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曹元礼 主任委员 国家橡胶密封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陈晋阳 副主任委员 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 高静茹 委员兼秘书长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4 高锺明 委员 青岛开世密封工业有限公司

5 张小平 委员 海南司克嘉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6 罗英琼 委员 重庆多普橡胶有限公司

7 曹新 委员 无锡市美峰橡胶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8 戚建国 委员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袁江龙 委员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 李尚珍 委员 湖北派克密封件有限公司

11 纪顺本 委员 青岛海力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沈振 委员 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

13 陈晓彬 委员 昆山鑫澄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14 顾惠娟 委员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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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警 委员 北京天元奥特橡塑有限公司

16 谭锋 委员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张敦谊 委员 平顶山市矿益胶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8 杜长春 委员 重庆杜克实业有限公司

19 江文养 委员 南京东润特种橡塑集团

20 谭义阳 委员 明尼苏达精密制品(苏州、I )有限公司

21 詹炜 委员 太仓冠联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22 范德波 委员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3 黄惠坤 委员 浙江省上虞油封制造有限公司

24 蒋振中 委员 蚌埠市振中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25 吴永增 委员 青岛北海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26 祝海峰 委员 咸阳海龙密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7 黄顺道 委员 宁波泰科威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28 朱洪文 委员 四川华德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29 周永国 委员 四川新为橡塑有限公司

30 朱安明 委员 江苏明珠试验机械有限公司

31 石耀刚 委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32 王永刚 委员 青岛昌誉密封有限公司

33 王亮燕 委员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34 李北城 委员 山西泰宝科技有限公司

35 方炳虎 委员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36 张义贵 委员 胜利油田长龙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37 潘大伟 委员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38 王恩清 委员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39 黄荣 委员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40 高强 委员 马鞍山宏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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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届
合成橡胶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SC6 ) 

组成方案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届合成橡胶分技

术委员会( 5AC斤C35/5C6 )由 48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龚光碧 主任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质量 l
2 彭金瑞 副主任委员

监督检验中心

3 李迎 副主任委员 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

4 周豪 副主任委员 独山子石化公司研究院

5 吴毅 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质
6 周瑞彬 委员

检部

7 崔广军 委员 淄博鲁华混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 李丰晓 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橡胶厂

9 宋兰英 委员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 姚晓晖 委员 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
11 朱建军 委员

公司橡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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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涂智明 委员 重庆化医长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3 张兆庆 委员 宁波顺泽橡胶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有
14 张欣荣 委员

机合成厂

15 张弘强 委员 浙江天晨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许鑫 委员 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厂

17 黄建鑫 委员 福建省福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8 唐颖 委员 中吴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陶红辉 委员 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

20 王禄 委员 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21 赵永兵 委员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三厂

22 赵传华 委员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23 梁华 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24 邵世钦 委员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25 李峰 委员 巴斯夫造纸化学品(江苏)有限公司

26 刘巍 委员 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7 吕 只在 委员 黄山华兰科技有限公司

28 陈宏愿 委员 北京华塑晨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詹正云 委员 赞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0 田彩芝 委员 沈阳第四橡胶(厂)有限公司

31 威学昌 委员 青岛橡六输送带有限公司

32 冯萍 委员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3 李晓强 委员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4 刘锐 委员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5 郭菲 委员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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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邢涛 委员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7 王丹灵 委员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38 张仲伦 委员 广州市汉朴利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9 林庆菊 委员 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0 董清木 委员 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41 ~匕芷f且，埔工毕 委员 西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42 贾维杰 委员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树脂
43 郑慧琴 委员

应用研究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质量
44 于洪洗 委员

监督检验中心

45 王超先 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

46 袁丽风 委员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47 代传银 委员 中吴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48 苍飞飞 委员 北京橡院橡胶轮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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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
涂覆制品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SCI0)

组成方案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涂覆制品分技

术委员会( SAC斤C35/SC10 )由 26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l 孙钢强 主任委员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 付宝强 副主任委员 凯迪西北橡胶有限公司

3 刘勤度 副主任委员 上海奉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事
4 杨建雄 副主任委员

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5 李枫 委员兼秘书长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 赵树发 委员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7 陈庆亮 委员 江苏扬州合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8 刘冰 委员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所

9 金耀程 委员 沈阳第四橡胶(厂)有限公司

10 李保卫 委员 西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11 孔令刚 委员 国家煤矿防尘通风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2 王震宇 委员 国家车用橡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3 刘国志 委员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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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艳秀 委员 河北燕阳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15 蒋兆荣 委员 上海新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16 闻晋 委员 辽宁省铁岭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17 金宇 委员 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李霜兵 委员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9 邓中文 委员 福建恩迈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郑玉婴 委员 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张惠杰 委员 北京光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2 李鹏 委员 中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 钱爱东 委员 铁岭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安康 委员 北京燕阳新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5 程世君 委员 万事达胶带(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26 许佳佳 委员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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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届
化学助剂分技术委员会 (SAC厅C35/SC12 ) 

组成方案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届化学助剂分技

术委员会( 5AC斤C35/5C12 )由 25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

秘书处由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承担。

序号 姓名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刘毓民 主任委员 化学工业助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杜孟成 副主任委员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杜建国 副主任委员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4 安方 委员兼秘书长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5 李红良 委员 鹤壁联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刘明珍 委员 山东省临沂市三丰化工有限公司

7 罗成伟 委员 河南恒瑞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钱龙云 委员 圣莱科特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9 屈军伟 委员 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王奎亮 委员 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 薛周析 委员 化学工业助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2 郑丰平 委员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 黄伟 委员 江苏四新科技应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4 李锋伟 委员 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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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春华 委员 南京曙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6 蒋平平 委员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17 单鑫 委员 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

18 邢光全 委员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白春梅 委员 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宋魁琼 委员 汤阴永新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21 姚宁 委员 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冷东斌 委员 丹东明珠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23 付玉娥 委员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4 熊良佳 委员 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25 潘学松 委员 安徽香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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