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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简介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第五届专家委员会成立于 2019 年 03 月，由全省相关高校、

科研院所的教授和企业、学会相关技术人士共 51 人组成。

专家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提高云南省塑料行业

的创新能力，促进我省塑料产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职能作用：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促进我省塑料产业健康发展，充分

发挥专家在塑料加工及相关领域的优势，在工程项目、技术咨询、产品研发生产、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方案论证、可行性研究、质量评价、节能与环保、标准制修订、反

映诉求；对相关设备、产品进行评价，科研成果评估鉴定；为技术标准及规范的制定、

修改提供参考意见；组织行业技术、标准培训和国内外技术交流，培养行业技术、管

理人才；接受政府委托，为云南省塑料行业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支持。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组成（排名不分先后）

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听昌

常务副主任：韩简吉

副主任：张 松、曹秋娥、解林坤、刘玉强、康远琪、李如燕、袁明龙、代志春、

靳树伟、朵建云、罗 煜、吴章康

秘书长：范全党

副秘书长：李雪松

专 家：唐 辉、刘建雄、关 成、熊丽民、王继亮、向树华、杨家毅、罗云波、

陆智玲、苏瑞芳、赵晏竹、陈发亮、蒋维贵、周则军、李 进、童 薇、谭连平、王慧

荣、王明显、方学军、冯志红、谷 兵、陈福强、王 琳、官立红、耿艳琼、王晓旭、

李维莉、任 梵、陈 红、张牙润、崔庆俊、付艳梅、金宏云、覃双芝

联系电话：0871-63155801（13398855841）

E-mail：ynpia@163.com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简介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由全省相关科研院所的

教授，企业、学会相关技术人士共 33 人组成。

标准化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全面提升我省塑料

行业标准化制修订及管理水平，促进我省塑料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职能作用：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研究行业、本

会标准制修订工作；制订本会标准化管理制度、工作计划和相关文件；按照市场和企

业需求，组织制定塑料行业领域的团体标准，促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为

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帮助。根据发展需求,做好团体标准的废止，转化为国标、行业标

准或地方标准等相关工作；负责本会标准化工作的宣贯、培训工作以及标准相关的其

他工作。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组成（排名不分先后）

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树华

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 辉、杨亚乔、童 薇、李如燕、王明显、杨家毅、

谭连平、康远琪、李雪松

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韩简吉

标准化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玉强、梁俊雄

标准化委员会委员：曾云靠、方 鹤、龙德晓、徐 萍、孙立新、谷江红、刘 灿、

关 成、付艳梅、张牙润、覃双芝、李 进、李冠豹、赵 波、记全友、杨守稳、王

琳、官立红、耿艳琼

标准化委员会顾问：陈文旌

联系电话：0871-63155801（13398855841）

E-mail：ynpi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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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行业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报告书

专业赢得尊重 携手成就理想

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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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行业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报告书编写小组

组长：李俊丽

成员：董能新、王丹丹、殷卫公、张煜青、高源、刘

富强

【扫码填写需求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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