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京工业大学 欧阳平凯 院士

2 四川大学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王玉忠 院士

3 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 陈学庚 院士

4 大连理工大学 蹇锡高 院士

5 密西根州立大学 Ramani Narayan 教授

6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 吕峥 副处长

7 工信部消费品司 谢立安 调研员

8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生态保护协会 徐志宇 处长

9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 靳兵 巡视员

10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徐进 副局长

11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王爱红 处长

1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王晓燕 副处长

13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朱文玮 理事长

14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马占峰 副理事长

15 海南省生态环保厅土壤处 伍晓红 处长

16 海南塑协 周鸿勋 秘书长

17 海口创佳达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蔡连开 总经理

18 中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 黄志刚 会长

19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马延和 所长

邮箱单位 姓名 职务



20 中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 翁云宣 秘书长

21 四川大学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宋飞 教授

22 四川大学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徐世美 教授

23 南京大学 李弘及夫人 教授

24 南京大学 江伟 副教授 jiangwei@nju.edu.cn

25 南京大学 丁马林 学生 1178644906@qq.com

26 南京大学 闵诚 学生 751672048@qq.com

27 南京大学 刘国祥 学生

28 南京工业大学 陈可全 教授

29 南京工业大学 应汉杰 教授

30 南京工业大学 朱晨杰 教授

31 大连理工大学 翁志焕 教授

32 大连理工大学 刘程 教授

33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袁焕然 教授

34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李德念 教授

35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陈学思 教授 xschen@ciac.ac.cn

36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王献红 教授 xhwang@ciac.ac.cn

37 韩国生物塑料协会 In-Joo Chin 秘书长 ichin@inha.ac.kr

38 美国生物降解产品研究所 Rhodes Yepsen 执行主任 exec.dir@bpiworld.org

39 新疆兵团农技站 王林
站长/推广研

究员
wlseed@qq.com

40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董丽松 研究员

41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张会良 研究员 hlzhang@ciac.ac.cn

mailto:jiangwei@nju.edu.cn
mailto:1178644906@qq.com
mailto:751672048@qq.com
mailto:hlzhang@ciac.ac.cn


42 郑州大学 王亚明 教授 wangyaming@zzu.edu.cn

43 北京利沃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虞毅
研究员、董事

长
yuicbr@163.com

44 北京利沃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原伟杰
副研究员、室

主任
yuanweijie717@163.com

4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池延斌 教授 chiyanbin@263.net

46 江西禾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翟国强 技术总监 chak67@126.com

47 江西禾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婉琴 董事长 1491853996@qq.com

48 江西禾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鸿翔 销售经理 58770001@qq.com

49 Braskem S.A.(实际20日凌晨check in)
Fernando Costa

Almada
技术销售经理

fernando.almada@brask
em.com

50 山东圣和塑胶发展有限公司 郭增胜
聚乳酸薄膜销

售总监
Sh20110009@163.com

51 山东圣和塑胶发展有限公司 王存国 副总经理 Sh20110007@163.com

52 山东圣和塑胶发展有限公司 李彬 总经理 Sh20110001@163.com

53 陕西科技大学 李成涛（可拼） 讲师 Lct515@163.com

54 南京聚力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宋峥嵘（拼李成

涛）
经理 2199335409@qq.com

55 陕西科技大学 韩俊文

56 陕西科技大学 万豫

57 陕西科技大学 钟斐

58 江南大学 马丕明 教授 p.ma@jiangnan.edu.cn

59 澳大利亚生物塑料协会 Rowan Williams
rowan.williams@basf.c

om

60 北京化工大学 邱兆斌 教授
qiuzb@mail.buct.edu.c

n

61 北京化工大学 李洪飞 副教授 hfli@mail.buct.edu.cn

62 华南理工大学 余龙 教授 felyu@scut.edu.cn.

63 上海同济大学 任杰 教授 renjie@tongji.edu.cn

mailto:qiuzb@mail.buct.edu.cn
mailto:qiuzb@mail.buct.edu.cn
mailto:hfli@mail.buct.edu.cn


64 中国农科院 严昌荣 教授

65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李增俊 秘书长

66 浙江大学 吴林波 wulinbo@zju.edu.cn

67 新疆兵团农技站 张新国 高级农艺师 41798999@qq.com

68 新疆兵团农技站 李秋霞 高级农艺师 965095196@qq.com

69 广东生物工程研究所 陈明周 教授级高工 chenmz403@21cm.com

70 广东生物工程研究所 高旭华 高级农艺师 15889965949@163.com

71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天骄

72 京东物流集团 段艳健

73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苗虹

74 杭州绿盾生物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戴清文

75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刘焱龙

76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边新超 副研究员 xcbian@ciac.ac.cn

77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冯立栋 副研究员 fengld@ciac.ac.cn

78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孙彬 助理研究员 sunbin@ciac.ac.cn

79 昆山安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国

80 恒天长江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王乐军 董事长 wljren100@163.com

81 恒天生物基材料工程技术（宁波）有限公司 宋亚男 技术部长 nanyasong@hotmail.com

82 恒天生物基材料工程技术（宁波）有限公司 黄伟伟 技术员 584514361@qq.com

83 恒天生物基材料工程技术（宁波）有限公司 乔骄 市场部经理 470574153@qq.com

84 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Howard Chou

85 赛得利&可持续发展 项雅娟

mailto:470574153@qq.com


86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王格侠

87 北京百福得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程国仁 总经理
Chengguoren@beftre.co

m

88 东莞市金富亮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陈靖欣 业务 cjx@jinfuliang.com

89 东莞市金富亮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李艳萍 业务经理 lyp@jinfuliang.com

90 常州龙骏天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支朝晖 董事长 ceo@hrb69.com

91 常州龙骏天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支朝宗 总经理 info@hrb69.com

92 常州龙骏天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朱丹玉 总经理助理 3552694120@qq.com

93 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李生贵 董事长

94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吕佳 内贸销售总监
emilylv@jinhuigroup.c

om

95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雅娟 董事长

96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樊武元 总工程师

97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彦博 研发主任

98 北京永华晴天设计包装有限公司 崔伟星 生产副总 1007009697@qq.com

99 北京永华晴天设计包装有限公司 刘赟桥 总裁

100 北京永华晴天设计包装有限公司 徐耀坤 销售总经理 2249741493@qq.com

101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一功 总经理 esunlyg@brightcn.net

102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义浒 董事长 bright@brightcn.net

103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向南 经理 xmgl@brightcn.net

104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梦攀 副经理

105 张家港市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杨建春 总经理 jf@jfyx.com

106 张家港市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王海红

107 张家港市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黄巾坤

mailto:ceo@hrb69.com
mailto:info@hrb69.com
mailto:3552694120@qq.com
mailto:1007009697@qq.com


108 张家港市鸿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岳作宾

109 Total Corbion PLA 王如寅 高级工程师
Ryan.wang@total-

corbion.com

110 Total Corbion PLA 涂浩明 项目经理
Haoming.tu@total-

corbion.com

111 Total Corbion PLA 周宇翔 高级工程师
sean.zhou@total-

corbion.com

112 Total Corbion PLA 甄光明 总经理
Jim.Jem@total-
corbion.com

113 Total Corbion PLA Kees Joziasse
Sr.Director

R&D
kees.joziasse@total-

corbion.com

114 江苏锦禾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晏伟 副总经理 yyhbz@163.com

115 江苏锦禾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殷正福 董事长 15052527877@163.com

116 甸美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江华 总经理 a13817595800@126.com

117 甸美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海潮

118 甸美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祖苗

119 甸美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雍华

120 山东通佳机械有限公司 闫召利 销售经理 18653673969@163.com

121 山东通佳机械有限公司 李勇 总经理 tongjiali@163.com

122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智勇 市场经理 lizhiyong@pjchem.com

123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黄维捷

124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孙朝阳

125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赛博

126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7 欧米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潘东权 市场经理 Dongquan.pan@omya.com

128 欧米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王德平 销售经理 Deping.wang@omya.com

129 欧米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Karsten Schulz
Karsten.Schulz@omya.c

om

mailto:18653673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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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欧米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Yongjoo Shin yongjoo.shin@omya.com

131 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孙敬善 研发经理
Sunjingshan2002@163.c

om

132 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高世军

133 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134 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135 九江科院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印文琪 销售经理 yinwenqi@casbio.com

136 九江科院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印培民 董事、总经理

137 九江科院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任雨萍 营销总监

138 九江科院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蒲文亮 技术总监

139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郭德凡 总监
guodefan@kingfa.com.c

n

140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黄健 销售总经理

141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蔡彤旻 总经理

142 安徽恒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春霞 经理 hx13515666639@163.com

143 安徽恒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严德平 总经理

144 安徽恒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叶新建 技术总监 yexinjian@aliyun.com

145 江苏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阮刘文 董事长 1005851595@qq.com

146 江苏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冒彬 总经理

147 江苏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练慧 业务经理

148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虎啸

149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鹏

150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Jens Hamprecht

151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刘嘉仪



152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卢艳

153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154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155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156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157 NatureWorks LLC JAMES NANGERONI
产品应用开发

总监
jim_nangeroni@naturew

orksllc.com

158 NatureWorks LLC Toh KHAN WAI
亚太区营销总

监
ian_toh@natureworkspl

a.com

159 NatureWorks LLC 甯宝铃
亚太区市场经

理
pauline_ning@naturewo

rkspla.com

160 NatureWorks LLC SUN,HSIAO-HUI 业务发展经理
sara_sun@natureworksp

la.com

161 NatureWorks LLC TU,HUI-CHIN
技术支持及业

务发展
eric_tu@natureworkspl

a.com

162 NatureWorks LLC 许潇姝 市场推广 sukie_xu@qq.com

163 蒂森克虏伯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钱捷 销售助理
Jie.qian@thyssenkrupp

.com

164 蒂森克虏伯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叶建国 销售经理
Jianguo.ye@thyssenkru

pp.com

165 蒂森克虏伯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Markus Schircks 副总裁
markus.schircks@thyss

enkrupp.com

166 蒂森克虏伯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Udo Mühlbauer
Technical
Expert

udo.muehlbauer@thysse
nkrupp.com

167 南京捷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新海 总经理

168 南京捷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邢德友 经理

169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明

170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吴东

171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郑颖

172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徐军国

173 苏州汉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刘小文 技术总监 liuxiaowen@biohf.com

mailto:ian_toh@natureworksp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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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苏州汉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吕光春 总经理 tonylv@biohf.com

175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魏文昌

176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魏达

177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裴小勤

178 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骆东

179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杨坛

180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雷金坤

181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李仲义

182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徐乐

183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杜东威

184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缪易辰

185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姜天伟

186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马喜荣

187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新为

188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蒋文君

189 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 陈启早

190 佛山碧嘉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颜志 总经理助理 jason.lee@plafoam.com

191 佛山碧嘉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俊 钟经理
henter.lee@bio-

plus.cn

192 扬州惠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景辽宁

193 扬州惠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刚

194 无锡华辰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Cherise

195 DIN-CERTCO 田成军



196 DIN-CERTCO Oliver Ehlert Frank.Tian@tuv.com

197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 冯爱华 总经理助理
fengaihua@huasheng-

nt.com

198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 张天宇 总经理

199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 丁桂山 总经理

200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 待定

201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 张光军 总经理

202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张春华 董事长

203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沈华峰 总经理

204 江苏华盛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黄鑫 总经理助理

205 吉林中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莉

206 吉林中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彭宁

207 吉林中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昱筱

208 怀化学院 舒友 秘书 327065497@qq.com

209 怀化学院 胡扬剑 教授 985170604@qq.com

210 怀化学院 张再兴 副教授 371725578@qq.com

211 怀化学院 罗琼林 讲师 849815744@qq.com

212 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一鸣 副总 mayiming@bluepha.com

213 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向东 高工

214 广东创新威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建平 总经理 zjp@cxwpack.com

215 广东创新威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冯伟良 董事长 fwl@cxwpack.com

216 江之源实业（苏州）有限公司 苏源镇 总经理 billsu@szkingswin.com

217 Green Chemistry Bionet Thomas Asia/Pacific Thomas.kmw@gmail.com

mailto:327065497@qq.com
mailto:Thomas.kmw@gmail.com


218 连云港根深纸制品有限公司 陈学中 董事长 1522347070@qq.com

219 无锡南大绿色环境好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辉 总工程师 chenghui@wxnd-pla.com

220 兰州鑫银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秦文生 总经理 1320681038@qq.com

221 兰州鑫银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尹长宏 部长 1320681039@qq.com

222 北京易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张斌 总经理 bzhang@euca-group.com

223 河南曦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永波 总经理 shht1984@163.com

224 河南曦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华同 副总经理 shht1984@163.com

225 欧瑞资本 张琨
zhangkun@origocapital

.cn

226 欧瑞资本 葛原

227 欧瑞资本 董婷婷

228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崔耀军 副总 Cui394@126.com

229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鹏 董事长 jdrszhangpeng@126.com

230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翔 分公司董事长 13949088161@qq.com

231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蒋栋梁 技术总监 517482318@qq.com

232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国宣 部长 zgxhymok@126.com

233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黄兆 销售经理 kimi@lush-pack.com

234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黄备胜 总经理

235 上海胜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桑永平 经理 yp_sang@yeah.net

236 上海胜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杰 经理
zhangjie.sx@evohchin

a.com

237 蘇州漢揚精密電子有限公司 陳秀美 業務經理
hm.chen@mpt-

solution.com.cn

238 蘇州漢揚精密電子有限公司 朱明毅 資深總監
Pertermy.chu@mpt-
solution.com.cn

239 济宁明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郝鲁峰 研发主管 haolufeng@dssun.com

mailto:1320681038@qq.com
mailto:1320681038@qq.com
mailto:zhangjie.sx@evohchina.com
mailto:zhangjie.sx@evohchina.com


240 济宁明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璐 生物质总监 zhenglu@dssun.com

241 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陈翠英 营销总监
Eva.Chen@mingfagroup.

com

242 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刘子刚 执行董事
alex.liu@mingfagroup.

com

243 云南民族大学 李宏利
工程中心副主

任
99022584@qq.com

244 云南民族大学 袁明龙 工程中心主任 yml@vip.163.com

245 云南民族大学 袁明伟

246 北京航天兆丰投资有限公司 刁于和 董事长 53535142@qq.com

247 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刘群 博士生 2743812633@qq.com

248 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张玉苍 教授 yczhang@hainu.edu.cn

249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 李二桥 总经理 2850630811@qq.com

250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 楼仲平 董事长 2850630810@qq.com

251 琏乐（上海）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谭勇 业务经理 jack.tan@shllco.com

252 琏乐（上海）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洪昭源 总经理
anthong.hung@shllco.c

om

253 北京普利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史佳林 总经理 Shijialin88@126.com

254 淄博成达塑化有限公司 庞买只 总经理 bioaimgo@126.com

255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 董事长助理 8138241@qq.com

256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志新 副董事长 nmdyzzx@126.com

257 东莞市鑫海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杨海全 总经理
ocean@bioplasticxh.co

m

258 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孙元正 总经理 wfsyz@wafadpm.com

259 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詹豪 生产部经理 wfzh@wafadpm.com

260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鲍吉 销售副经理 bobelva@163.com

261 上海朗亿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张中民 产品经理
zmzhang@lamgyitech.co

m

mailto:jack.tan@shll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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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anthong.hung@shllco.com


262 上海心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闫万琪 总工/高工 ywq518@126.com

263 北京凯力华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张树延 副总经理 Zhangshuyan99@163.com

264 北京凯力华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韩娇琳 总经理 hanjiaolin@sohu.com

265 阿科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任臻 销售 Jack.ren@arkema.com

266 吉林中粮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关 阳 品控部经理 guanyang@cofco.com

267 吉林中粮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佟 毅 董事长 tongyi@cofco.com

268 吉林中粮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白 岚 总经理 bailan@cofco.com

269 哈尔滨龙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秉和 副总经理 Chwg00168@126.com

270 上海克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郭金山 业务总监 gjs1951@qq.com

271 哈尔滨龙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景文 副总经理 tjwpj@126.com

272 北京一撕得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吴帆 产品经理 wufan@yiside.com

273 北京一撕得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常江 产品副总裁 changjiang@yiside.com

274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杜广真 总经理 Dugz168@126.com

275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赵国柱 董事长

276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司晓红 副总经理

277 湖南恒会昌彩色包装有限公司 戴文利 1581282984@qq.com

278 湖南恒会昌彩色包装有限公司 周才武

279 湖南恒会昌彩色包装有限公司 张澄江

280 东莞立巨多贸易有限公司 张胜瑞 总经理 Dior@lijuduo.com

281 东莞立巨多贸易有限公司 彭琳玲 总助 penny@lijuduo.com

282 郡产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张健 经理 kim@gsi.com.hk

283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祝桂香 高工
zhugx.bjhy@sinopec.co

m

mailto:Dior@lijud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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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许宁 高工
xuning.bjhy@sinopec.c

om

285 三河市比格润科技有限公司 邓铁军 经理
tiejundeng@foxmail.co

m

286 山东永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张飞龙 研发工程师 296614763@qq.com

287 山东永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张国锋 部长 1374409136@qq.com

288 Sojitz Pla-Net Corporation Hozawa.Yoshiaki 科长
Hozawa.yoshiaki@sojit

z-planet.com

289 Mainrtti Hk Ltd
Lui Kam Wa

Edgar
Assistant

R&D Manager
Edgar.Lui@mainetti.co

m

290 北京本全天元贸易有限公司 张本全 总经理 zhangbenquan@163.net

291 北京本全天元贸易有限公司 Yannick 客户经理 yannick@bjbq.net

292 营口大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保朝 董事长 bjdzwy1993@bjdzwy.cn

293 黑龙江幸福人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冯钢 技术总监 xfr_fenggang@163.com

294 黑龙江幸福人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王育钦 董事长 xfr_group@163.com

295 黑龙江幸福人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齐海群 研究院院长 xfr_group@163.com

296 黑龙江幸福人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范大鹏 研发总监 xfr_group@163.com

297 云南曲靖塑料（集团）有限公司 卢斌 总经理  lubin@ynqsjt.com

298 上海华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杨长发 经理 Ycf@huayuepack.com

299 上海华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王文华 董事长 wwh@huayuepack.com

300 上海华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吴钧尧 经理

301 奥煌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赵艳芹
工业服务部经

理
Lisa.zhao@tuv-

austria.cn

302 沈阳化工大学 孟祥宇 研究生 541849863@qq.com

303 比澳格（南京）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陆明 总经理
luming@biograde.com.c

n

304 比澳格（南京）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Markus 技术总监
markus 

leufgens<m.leufgens@s

305 比澳格（南京）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方蓉
品控技术部门

经理
fangrong@biograde,com

.cn



306 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刚 总经理 1575121353@qq.com

307 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刘辉 市场部经理
liuhui@tianan-

enmat.com

308 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李佳灵 总经理 lijl@tianan-enmat.com

309 江苏中科金龙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林建新 副总经理 jstzljx@163.com

310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王健 董事长助理 1131427795@qq.com

311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杨雨 研发主任
yangyu19880531@16

3.com

312 MOLYMER-SSP 陳磊 采购
lei_chen@molymer.co.j

p

313 北京双健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袁威 质量 yuanwei@plascup.cn

314 北京双健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黄河 总经理 huanghe@plascup.cn

315 Eastman Chemial 刘悦 产品创新开发 yueliu@eastman.com

316 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梁鹏 总工程师
Liangeng03401322@126.

com

317 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吴维果 项目开发经理 wuweiguowwg@163.com

318 东北林业大学 阮慧娴 575952937@qq.com

319 东北林业大学 张秀成 xiuchengzhang@163.com

320 株式会社GSI  Creos 袁継紅 営業
yuanjihong@creos-

sh.com

321 株式会社GSI  Creos 青木智行 営業 t.aoki@gsi.co.jp

322 金旸（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腾达 工程师 wutengda@jinyoung.cn

323 江西省萍乡市轩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李成 研发工程师 710265332@qq.com

324 江西省萍乡市轩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王鹏 总经理 Wptiger@126.com

325 美亚无纺布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朱孟华 研发部主任 zmh@dgusp.com

326 上海华峰新材料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张元华 副总
cui.yanjun@huafeng.co

m

327 上海华峰新材料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朱景利 集团副总裁
zhu.jingli@huafeng.co

m

mailto:yangyu1988053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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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浙江友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乃文 总经理 ruikaka@126.com

329 浙江友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蔡镝 总经理 631228317@qq.com

330 浙江友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柳婉璐 项目管理 liuwanlu321@163.com

331 浙江友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杨啸天 项目运营 allen1995@163.com

332 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白娟 科研所所长 baijuan@psm.com.cn

333 北京化工大学 信春玲 教授
xincl@mail.buct.edu.c

n

334 北京化工大学 臧萌 硕士生 351801535@qq.com

335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郑萃 高工
zhengc.bjhy@sinopec.c

om

336 杭州中平化工有限公司 顾卫国 总经理 953334246@qq.com

337 杭州中平化工有限公司 张凡 经理 953334246@qq.com

338 杭州中平化工有限公司 金磊 销售 953334246@qq.com

339 江阴市杲信化纤有限公司 周新 总经理 gaoxinhq@126.com

340 江阴市杲信化纤有限公司 章舟 业务经理 gaoxinhq@126.com

341 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王慧荣 总经理 wanghr@kdxfilm.com

342 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查道胜 经理 zhads@kdxfilm.com

343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杨文刚 工程师 774836898@qq.com

344 深圳宝力华科技有限公司 车宏 CTO chehong@kshkdz.com

345 深圳宝力华科技有限公司 张琰 CEO

346 上海弘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铿羽 运营经理 lkyliang@163.com

347 上海弘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友利 总经理
13916103231@vip.163.c

om

348 上海弘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贾军 技术经理 15800448908@126.com



349 NOVAMONT SPA(viaG.Fauser8,28100Novara-ITALY) FACCO STEFANO
stefano.facco@novamon

t.com

350 NOVAMONT SPA(viaG.Fauser8,28101Novara-ITALY)
PONTONIO
MAURIZIO

maurizio.pontonio@nov
amont.com

351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阴长洪 海外部经理 1685776103@qq.com

352 上海久连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王林达 总经理
wanglingda@tgp-
solution.com

353 上海久连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周锋 经理
frances@tgp-
solution.com

354 安庆和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马骄验 董事、经理 13805561287@163.com

355 南京五瑞生物降解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俊 副总经理 lijun@wrbiori.com

356 南京五瑞生物降解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昌平 董事长
Chenchangping@wrbiori

.com

357 南京五瑞生物降解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育才
南京工业大学

老师

358 北京科方创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钱志国 总经理 qianzg@bciri.com.cn

359 苏州普利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宗敬东 经理 547415661@qq.com

360 苏州普利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杨宏宇 销售

361 苏州普利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尹冬冬 销售经理

362 无锡纯宇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朱铖 经理 wuxichunyu@126.com

363 无锡纯宇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范萍 总经理 ganlufanping@126.com

364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燕超 研发副总
Stanley.zhao@rachem.c

om

365 上海海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春江 副总经理 cjwang@lithlon.com

366 南通恒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吴国新 总经理 hxsl888@sina.com

367 山西省塑料行业协会 王慧凯 秘书长 18535550355@163.com

368 Mainetti HK Limited Antony Chan
Sourcing
Manager

Antony.Chan@mainetti.
com

369 Mainetti HK Limited Jason Chan
Assistant
General

Jason.Chan@mainetti.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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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山东青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王新宇 经理 13645338922@163.com

371 山东青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张鑫科 经理 15966987899@139.com

372 深圳市正旺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坚洪 总经理 zwsj1998@126.com

373 山东富嵘生物基材料有限公司 刘泮河 总经理 liuph1118@163.com

374 山东富嵘生物基材料有限公司 姚慧 外贸助理
sales006@furongpack.c

om

375 上海亚化咨询 孔亚琴 市场经理 Emma.k@chemweekly.com

376 上海亚化咨询 朱靖 分析师
zhujing@chemweekly.co

m

377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翁文伟 工程师 71178262@qq.com

378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林一速 总经理 linys@hengan.com

379 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 杨昊 总经理 biopoly@biopoly.cn

380 山东天仁海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存革 董事长 15376561688＠163.com

381 山东天仁海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曹智 总经理 Caozhi668008@163.com

382 吉林省亿阳升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春生 董事长 13860956888@139.com

383 吉林省亿阳升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白南南 总经理 505248280@qq.com

384 浙江谷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伯昕 技术总监 zhou020608@163.com

385 浙江谷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帮杰 常务总经理

386 浙江天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宓可钧 总工程师

387 浙江天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张陆祥 车间主任

388 共青城梵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郁晓 投资经理
yuxiao@sanskycapital.

com

389 深圳市中京科林环保塑料技术有限公司 孔力 执行董事 gm@korllin.com

390 深圳市中京科林环保塑料技术有限公司 刘慧茹
产品研发试验

工程师
Tech2@korllin.com

391 佛山市益思高贸易有限公司 梁广财 总经理 Ecopolymer@qq.com

mailto:13645338922@163.com
mailto:Ecopolymer@qq.com


39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孙云云
Sunyunyun831212@163.c

om

39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刘慧涛 Liuhuitao558@163.com

394 山东斯达克生物降解科技有限公司 袁守汶 董事长

395 浙江南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守义 总經理 weilishouyi@163.com

396 洁家塑业（江苏）有限公司 杨庆进 总经理 yqj3871821@126.com

397 洁家塑业（江苏）有限公司 吴祥矩 副总经理 yqj3871821@126.com

398 安徽华驰塑业有限公司 汪纯球 总经理

399 吉林中粮生化有限公司 李义 总经理 liuzhig@cofco.com

400 石河子农业科学研究院 吕军 所长 2863395650@qq.com

401 石河子农业科学研究院 刘晓伟 助研 125456539@qq.com

402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溢达集团子公司） 龙飞 高级经理 longf@esquel.com

403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溢达集团子公司） 林建云 工程师 linall@esquel.com

404 暨南大学 林勤保 研究员 7899966@qq.com

405 辽宁宝兴科技有限公司 吕平 董事长 2465337014@qq.com

406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服务一局 夏文清 66195871@sina.com

407 广州纤维产品检测研究院 罗峻 研发主管 luoj@gtt.net.cn

408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官智慧 副总 Shg369@163.com

409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谢建伟 副总

410 海南甘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正堂 董事长 57732338@qq.com

411 海南甘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昕 研究员 402575752@qq.com

412 大连华纶无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黄有佩 总经理
Hlhuangyongpei@163.co

m

413 华南师范大学 罗时荷 pinky_r@163.com

mailto:2863395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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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华南师范大学 汪朝阳 教授 wangzy@scnu.edu.cn

415 湖南金悦降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黄奕 总经理 1324532180@qq.com

416 湖南金悦降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许少林 生产厂长

417 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李成林
技术/新品开

发
403964719@qq.com

418 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熊露璐 总经理 16629803@qq.com

419 安徽同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本璋 总经理 13637143888@139.com

420 山东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洪芳
国际业务部经

理

421 山东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曹怀东 销售

422 山东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乐山 总经理

423 山东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振龙 研发部经理

424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马银涛 业务经理 Yintao.ma@basf.com

425 优利（苏州）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杨建 业务部 协理 jacky@u-nic.com.tw

426 浙江铸信机械有限公司 凡志东 经理 1061603005@qq.com

427 吉林省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玉柱 总经理 728767274@qq.com

428 吉林省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洪生 技术副总

429 乐美包装（昆山）有限公司 董亚强
中级研发工程

师
dongyaqiang@lamipak.c

om.cn

430 乐美包装（昆山）有限公司 刘华文 研发部经理
liuhuawen@lamipak.com

.cn

431 重庆晋豪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 庞广元 研发主任 928540469@qq.com

432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高维常 289042684@qq.com

433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王皓

434 中山明峰生物塑料有限公司 彭贤宾 技术总监 21038040@qq.com

435 中山明峰生物塑料有限公司 刘超峰 总经理
liuchaofeng288@126.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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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陈晓江

437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杨宏

438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积迁

439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毛晨曦 高工 358922321@qq.com

440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张建军 高工 372084938@qq.com

441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雷萍
leiping_aha@iccas.ac.

cn

442 南京鸿铭挤出设备有限公司 郑春鸣 总经理 Zcm2641@163.com

443 兰州助剂厂有限责任公司 陈德军 实验室主任 cdj@lanquan.com

444 兰州助剂厂有限责任公司 周友三 董事长
zhouyousan@lanquan.co

m

445 兰州助剂厂有限责任公司 牛克彦 首席专家 niukeyan@lanquan.com

446 石家庄东岳机电有限公司 张志强 总经理 646860306@qq.com

447 山东斯达克生物降解科技有限公司 丰宇 董事长助理

448 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郝兴武 经理

449 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李红斌 经理

450 广东中科英海科技有限公司 卫晋波
副总经理/技

术总监
weijb228@163.com

451 联泓集团有限公司 陈玉蓉 投资分析师 chenyr@levima.cn

45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吴海强 研发工程师 12001355@hengyi.com

453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胡超 研发工程师 huchao90710@163.com

454 营口永胜降解塑料有限公司 王宝生 总经理 2324223426@qq.com

455 福建昆仑爱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东 副总经理 849525041@qq.com

456 福建昆仑爱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洪涛 总经理 315588279@qq.com

457 福建昆仑爱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屈凯 销售经理 349826568@qq.com

mailto:2324223426@qq.com


458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王妍 总经理 wangyan0@naton.cn

459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田娜 项目经理  tianna@naton.cn

460 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王舒宇
高级合伙人、
董秘、CFO

wsy@e20.com.cn

461 山东省金乡县金可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启军 总经理

462 江苏科技大学/南京冠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俊 教授 chinapla@aliyun.com

463 漳州绿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燕龙 总经理 chris@greendaycn.com

464 四川柯因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文彬 总经理 2244948946@qq.com

465 天津科技大学 田康明 博士 jinantkm@163.com

466 天津科技大学 王正祥 教授
zxwang0519@tust.edu.c

n

467 美团外卖 周炎 项目经理 zhouyan08@meituan.com

468 暨南大学 谢德明 教授 bme2004@126.com

469 Group ERAM 沈婷婷
ERAM Aisa物

流代表
logistics@eservicecn.

com

470 美狮传媒集团 刘海利
绿色环保包装
技术主编

Aliceliu@msuccessgrou
p.com

471 美狮传媒集团 张滨燕 联席CEO
bianazhang@msuccessgr

oup.com

472 美狮传媒集团 刘朝伟
Mr.包整项目

副总监
jemmyliu@msuccessgrou

p.com

473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陈迥
大中华区创新
中心研发副总

jack1.chen@clariant.c
om

474 浙江百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蒋建 副总经理 470060728@qq.com

475 浙江百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燕钦 副总经理

476 青岛宏达塑胶总公司 李飞 研发经理 13506420039@163.com

477 普立万聚合体（上海）有限公司 赵正红 大客户经理
Sophia.zhao@polyone.c

om

478 武汉轻工大学 李亚娜 副教授 myllyn@126.com

479 南京工业大学 李明 助理教授
mingli.1988@outlook.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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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南京工业大学 庄伟 副教授 zhuangwei726@126.com

481 柏斯托（上海）化工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印红 业务经理
Ellen.yin@perstorp.co

m

482 宝鸡金宝玉科技有限公司 谭利涛 董事 417810870@qq.com

483 宝鸡金宝玉科技有限公司 李斗志 副总 13609276559@163.com

484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甄博鸣
战略发展分析

师
zachary.zhen@rachem.c

om

485 纳新塑化 王晓航

486 AUSTRALIA FUSION GROUP P/L 华惟 CEO
FUSION.HUA@HOTMAIL.CO

M

487 AUSTRALIA FUSION GROUP P/L 徐冬梅 PRESIDENT
FUSION.MAY@HOTMAIL.CO

M

488 温州冠都包装有限公司 金海英 总经理 33401655@qq.com

489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武睿泽
包装研发工程

师
wuze@sf-express.com

490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张波涛
包装研发总工

程师
zhangbotao@sf-
express.com

491 阜丰集团有限公司 何应周 经理 Xujb321@163.com

492 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董子尧 项目经理 dongzy@kdxfilm.com

493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马树刚 工程师
mashugang@petrochina.

com.cn

494 佰信（福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昕波 1011002861@qq.com

495 深圳市绿自然生物降解科技有限公司 蓝小平 总经理 761775839@qq.com

496 安徽精良美瑞塑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利华 执行董事 msKCLH@163.COM

497 辽宁精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忠宇 wzy956@163.com

498 江苏金之中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司鹏

499 雄县代代旺包装有限公司 张占学 总经理

500 南京工业大学 荀志金 编辑 xzhijin@njrech.edu.cn

501 珠海市鼎胜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张苏成 董事长 ds8675886@163.com

mailto:10110028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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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新疆纳爱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陈景清 zgnas@sina.com

503 大连达诚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金星
kimxhao1688@aliyum.

com

504 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吴开建
jackie.wu@rachem.co

m

50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刘琪 助研 liuqi@caas.cn

506 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 项爱民 教授
xaming@th.btbu.edu.c

n

mailto:zgnas@sina.com
mailto:kimxhao1688@aliyum.com
mailto:kimxhao1688@aliyum.com
mailto:jackie.wu@rachem.com
mailto:jackie.wu@rachem.com
mailto:liuqi@caas.cn
mailto:xaming@th.btbu.edu.cn
mailto:xaming@th.btb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