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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六届胶鞋分技术委员会 
（SAC/TC35/SC9）组成方案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胶鞋分技术委

员会（SAC/ TC35/SC9）由 69 名委员组成（委员名单见下表），秘书

处由福建华峰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恒捷兴运动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承担。 

序号 姓名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1 马庆华 主任委员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2 李  苏 副主任委员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3 尤永谊 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4 章若红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5 马燕红 委员兼秘书长 福建华峰实业有限公司 

6 李天源 委员兼副秘书长 上海恒捷兴运动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7 林  伟 委员兼副秘书长 莆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8 徐秉德 委员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9 蔡志杰 委员 厦门中迅德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张海泉 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扬州海关 

11 王肖南 委员 瑞安市鞋革行业协会 

12 黄  赢 委员 温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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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闵宝乾 委员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14 王维明 委员 上海旺泰实业公司 

15 王  刚 委员 国家轻工业鞋类皮革质量监督检测青岛站 

16 季洪畴 委员 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司 

17 周江帆 委员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8 唐明生 委员 昆山多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9 许仕君 委员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 

20 刘  俊 委员 浙江中远鞋业有限公司 

21 王德春 委员 莆田市鞋业协会 

22 张乃浩 委员 南通大华橡胶有限公司 

23 沈丽珠 委员 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24 陈  芹 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昆山海关 

25 唐振华 委员 莆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26 张汉香 委员 南安市官桥美人桥鞋厂 

27 陈松雄 委员 际华三五三七制鞋有限责任公司 

28 陈文彪 委员 双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张宝春 委员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30 展秀东 委员 天津市红联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1 唐朝阳 委员 福建省莆田市欣达鞋业有限公司 

32 刘  龙 委员 东莞市恒宇仪器有限公司 

33 李华伟 委员 远宏（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34 彭金瑞 委员 莆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5 吴天赐 委员 泉州鑫泰鞋材有限公司 

36 周利英 委员 昆山产品安全检验所 

37 许春树 委员 福建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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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吴辉群 委员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39 傅成忠 委员 泉州隆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 李少武 委员 浙江环球鞋业有限公司 

41 陈建锋 委员 莆田市标龙设备设计中心 

42 林景宇 委员 瑞安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 

43 卓俊杰 委员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44 蔡东勇 委员 温州远标鞋业有限公司 

45 徐燕奇 委员 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 张  骁 委员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47 许朝雄 委员 莆田市标准化研究所 

48 董桂良 委员 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49 费国平 委员 化学工业鞋类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50 林志杰 委员 泉州市标准化研究所 

51 罗显发 委员 茂泰（福建）鞋材有限公司 

52 陆  瑜 委员 匡威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53 徐琤琦 委员 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54 应楚楚 委员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55 林先凯 委员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56 雷  丹 委员 晋江明伟鞋服有限公司 

57 曹培培 委员 上海恒仓质量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8 王七金 委员 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59 金笃海 委员 浙江天宏鞋业有限公司 

60 王  萌 委员 深圳市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1 张志雷 委员 台州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 

62 高志方 委员 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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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徐金霞 委员 莆田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64 方彩霞 委员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65 金美福 委员 浙江邦耐鞋业有限公司 

66 胡浩平 委员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7 郑桃敏 委员 瑞安市宏达皮塑机械厂 

68 冯永英 委员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 李家保 委员 泉州匹克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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