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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高质量发展大会

暨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工作会议

同期举行：2021 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

继 2008～2020年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的基础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

会和中国建材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诚挚邀请国际建筑卫生陶瓷领军企业及代表，与中国建筑卫生陶

瓷行业同仁共商发展大计，将于 2021 年 9 月 16—18 日在中国•河北•唐山联合举办“2021 中国建筑

卫生陶瓷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同期召开：全国建筑卫生

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工作会议，值此 2021 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开幕之际（2021 年 9 月 16—

20 日），陶瓷行业精英荟萃。本次会议将为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在政策调控、环保节能、新标准

出台、科技创新、智能工艺、标准引领、转型升级等方面搭建一个信息交流沟通的高端平台， 诚挚

邀请您及贵公司代表出席！

【会议时间】 2021 年 9 月 16—18 日

【会议地点】 中国•河北•唐山富力洲际酒店（☆☆☆☆☆）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中国建材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

【承办单位】 全国性建材科技核心期刊——《陶瓷》杂志社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支持单位】 国家建筑工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陶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佛山）

国家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排灌及节水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合肥）

国家节水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建筑装饰装修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福州）

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

国家陶瓷与耐火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淄博）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智能马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

国家建筑材料及装饰装修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国家陶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潮州）

国家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

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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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广东陶瓷协会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 唐山市陶瓷协会

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 潮州市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 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陶瓷协会 山东省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

江西高安市陶瓷行业协会 河北省陶瓷行业协会 南安市陶瓷工业协会

河南省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 景德镇陶瓷美术家协会

福建省水暖卫浴阀门行业协会 广西陶瓷行业协会 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

山西阳城县建筑陶瓷协会 高邑县陶瓷行业协会 赞皇县建筑陶瓷行业协会

浙江省水暖阀门行业协会 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 临沂（罗庄）陶瓷协会

开平市水口水暖卫浴行业协会 辽宁法库陶瓷行业协会 夹江西部瓷都陶瓷协会

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 淄博市传统产业发展中心 当阳陶瓷产业协会

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 台州市智能马桶行业协会 长葛市卫生陶瓷行业协会

鹤山市水暖卫浴五金行业协会 慈溪市洁具行业协会 成都浴室柜行业协会

【支持媒体】 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性建材科技核心期刊——《陶瓷》 Asian ceramics

陶业要闻摘要 中国建材陶瓷网 全国建筑材料工业陶瓷专业情报信息网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网 中国陶瓷报 中国陶瓷家居网 尹虹陶瓷频道

华夏家居网 陶瓷世界网 陶城报 华南家居网 陶瓷资讯 陶瓷网

陶瓷壹周 建材周刊 陶瓷信息 中国陶瓷网 华夏陶瓷网 瑞道金属网

新浪家居 腾讯家居 网易家居 搜狐焦点家居 搜装网 陶视觉 搜陶网

【会议议题】

1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双循环政策对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的影响；

2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碳达峰碳中和解读；

3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指南及解决方案；

4 2022年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发展新趋势；

5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固废资源化发展新趋势；

6 光伏产业助推建筑卫生陶瓷企业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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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球疫情对我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出口的影响；

8 卫生陶瓷水件创新技术助推卫浴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质量现状分析；

10 陶瓷岩板新材料的质量核心与加工方法；

11 发泡陶瓷高能耗和高成本的创新节能之路；

12 陶瓷岩板新材料发展升级之方向；

13 我国卫生陶瓷产业的智能制造；

14 卫浴设备的智能化发展；

15 房地产政策变化对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的影响；

16 整体卫浴的发展方向；

17 老龄化对卫生陶瓷产业的影响；

18 装配式建筑与整体卫浴的发展；

19 中国房地产业精装修的发展趋势；

20 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绿色产品评价解读；

21 建筑卫生陶瓷及智能坐便器产业国抽新规则；

22 疫情下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出口质量安全与市场准入规则；

23 建筑卫生陶瓷产品个性化及艺术元素的融合方案；

24 智能化原料制备系统的节能降耗；

25 建筑卫生陶瓷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产品的质量监测；

26 碳排放之窑炉节能技术；

27 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对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的需求；

28 卫生陶瓷水效对质量的影响；

29 卫生陶瓷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技术及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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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智能家居卫浴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 高质量发展建材工业十四五规划展望；

就以上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关心的焦点问题，本次会议上国内外专家及企业家（超过 600人）将

共同探讨，寻求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强大之路及可持续发展之道。

【出席会议嘉宾】

• 国家有关部委及行业协会领导、建筑卫生陶瓷科研机构专家学者。

• 国内建筑卫生陶瓷原辅材料、机械设备、砖及卫浴产品生产企业负责人。

• 国内外建筑卫生陶瓷釉料供应商、机械设备供应商、喷墨打印设备供应商、配件供应商及技术工

艺相关负责人。

• 相关陶机设备、原辅材料、窑炉机械化设备、建筑陶瓷砖及卫生洁具相关生产企业负责人及代表。

• 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企业技术人员、研发人员、质量负责人、品质管理负责人、质量品管技术人员。

【会议地点】中国·河北·唐山 唐山富力洲际酒店 电话：0315-5783333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化路 11号

【会议日程】

9 月 16 日
08:00-24:00 全天报到

14:30-18:00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工作会议

9 月 17 日
08:00-17:00

2021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高质量发展大会

暨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

18:00-21:00 “安百利之夜”招待晚宴

9 月 18 日 08:00-18:00 参观考察

9 月 19 日 08:00-18:00 会议结束，返程。

【会议宣传】

1、会议展览费用：

参加本次论坛的代表可携带宣传材料和新成果样品，详情请与组委会联系，本次会议将设立展览专

区，标准展位（3m*3m）6000元。

2、会议广告费用：

本次会议将在会前出版《陶瓷》杂志增刊（大 16开，210 mm *285mm），可为企业刊登广告。封面：

20000元/版；封二内首页封底：15000元/版；封三：12000元/版；彩插 5000元/版；黑白：2000元/

版（企业可自行提供光盘或委托《陶瓷》杂志社设计）。

【参会费用】

会务费（含资料费、考察费、会务费等）：1800 /人；2021 年 8 月 25 日前报名并缴费的企业简介

将印在会刊上发行。

住宿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参会会员房价：380 元/晚/单早、420 元/晚/双早，其它事宜由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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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统一协调处理）。

【汇款资料】

汇款时请注明：会务费或广告费或参展费

户名：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咸阳市工行渭阳西路支行

账号：2604022409024950503

【报名须知】

1 传真报名：您在接到会议通知后，可以通过传真进行报名

2 点击 www.tczzs.com进入 2021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下载会议回执表，填好后，

传真发往：029-38136404
3 网上报名：点击 www.tczzs.com，页面，下载会议回执表，按要求填好后，

Email至 tczzs@vip.163.com
4 手机短信报名：您在接到会议预通知后，可以发送手机短信进行报名。

《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论文集》（《陶瓷》增刊）

版面 尺寸（宽 mm×高 mm） 单页价格

封面 210×210 ￥20,000

封二/内首页/封底 210×285 ￥15,000

封三 210×285 ￥12,000

彩色插页 210×285 ￥5,000

黑白内页 210×285 ￥2,000

其他宣传费用

1 会场企业广告片宣传：20,000元（2分钟插播广告，企业提供 DVD格式音像文件）；

2 会议酒店外拱型门：8,000元/个； 3 会议酒店外气柱或升空气球广告：3,000元/个；

4 会场外易拉宝广告：2,000元/个； 5 企业资料同大会资料一起装袋（限一份）: 5,000元。

【奖项申报材料下载】

《关于中国建材“精英杯”2021 年度产品质量金奖及其它质量奖的通知》参评申请表可

在 www.tczzs.com、www.cnbm-ceramics.com 、www.sactc249.com、www.xytcy.com网站下载。

【联系方式】 （大会组委会）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 话：029- 38136262 38136404 38136402

传 真：029- 38136404 38136402

手 机：于 倩 13636737990 王 昭 15929865850 陶 金 13165783506

杨 婧 13892001614 熊义沐 15289262370 崔阿宁 17609201888

关嘉豪 15289309961 刘小云 13992031986

http://www.tczzs.com
http://www.tczzs.com
mailto:email至tczz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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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tczzs.com E -mail：tczzs@vip.163.com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电 话、传 真：029-38136071

手 机：张一函 15771736296 狄 萍 15129302021

E-mail： 576605230@qq.com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手机：王玉文 13911614773 E-mail：346497380@qq.com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全国性建材科技《陶瓷》理事会 全国性建材科技《陶瓷》杂志社

二 0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http://www.tczzs.com
mailto:tczz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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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高质量发展大会

暨第十四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科技大会组委会

拟邀请嘉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会 长 阎晓峰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会 长 缪 斌

中国建材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 院 长 胡利明

华南理工大学 教 授 尹 虹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总 裁 叶德林

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桐灿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 王 博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秘书长 宫 卫

珠海市斗门区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英明

珠海市斗门区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宁红军

佛山德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俊良

江苏拜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范盘华

江苏拜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美兰

唐山贺祥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祥启

唐山贺祥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祥来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惠文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彦庆

广东安百利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家旭

唐山华丽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穆长久

唐山华丽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孟祥亮

唐山市中陶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夏剑石

广东澳丽泰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潮藩

广东澳丽泰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培东



- 8 -

广东澳丽泰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洁新

衢州港诚机电产品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锡山

重庆永川高新区三教产业促进中心 党工委书记、主任 周 勇

四川省荣县人民政府 县 长 郑小清

淄博福星陶瓷色釉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福恒

广东樱井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洽明

广东金牌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志勇

广东金牌陶瓷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张代兰

广东梦佳智能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锡波

淄博乐陶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峰芝

唐山梦牌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孟令来

唐山新鹰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正余

唐山北方瓷都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刘春山

唐山风华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瑞辉

唐山优胜丰华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 伟

唐山市阳光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 英

唐山奇隆洁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益群

唐山宝陶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宝勤

唐山宝陶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周瑞敏

唐山雷诺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 伟

唐山远威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金生

唐山海丰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文月

唐山明通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贺

唐山泰科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吴江龙

北京森兰特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殿杰

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柳 丹

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 生产总经理 霍德炽

山东汇龙色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姬 文

佛山赛因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建起

广东安彼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瑶广

广东博晖机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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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杨 菲

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展华

开平赛道龙头配件有限公司 总 裁 董记月

佛山市赛普飞特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辉龙

黄冈市华窑中亚窑炉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胜昔

重庆市荣昌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局 长 蒋成龙

福建省南安宝达建材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 刚

中山市贝斯特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阮少群

潮州市亚陶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培明

广东金牌洁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庞湛高

广东金牌洁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梁绍文

广东梦佳智能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新雁

重庆新康洁具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唐其云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进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志雄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总 监 黄 廉

四川新乐雅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玉洪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萧 华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张旗康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骆水根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丁水泉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裁 余爱民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 莹

佛山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岳荣

佛山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霍振辉

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伟藩

临沂佳宝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孝胜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陶瓷产业促进会 工作组组长 冼永恒

佛山市浪鲸洁具有限公司 副总裁 雷 霆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新明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宋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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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德精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荣恒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主 任 朱一军

国家建材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主 任 王 巍

国家排灌及节水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 任 朱双四

国家建筑工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主 任 岳 鹏

国家陶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 任 区卓琨

四川白塔新联兴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徐晓洪

四川白塔新联兴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廖咏康

佛山瑞陶窑炉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祖新红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尹荣造

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普根

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日志

江苏省陶瓷耐火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部长 孙建和

福建省晋江晋成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傅和林

广东雄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少雄

佛山市百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王 华

广东嘉俊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荣崧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志林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杨君之

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婉怡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列林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陈先辉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一军

九牧集团有限公司 总 裁 林孝发

广东恒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 丰

优达（中国）有限公司 总 裁 许传凯

潮州市创潮流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邱陶辉

上海舒曼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家建

广东欧美尔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锡春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许伟钊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 总 裁 林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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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鲍杰军

广东宏宇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欧家瑞

广东宏宇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总 监 王 勇

广东三水大鸿制釉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宪昌

广东陶瓷协会 会 长 陈 环

南庄镇陶瓷产业促进会 主 任 于 枫

广东一鼎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冯竞浩

佛山市正大科技有限公司（正大制釉） 董事长 于庆九

中国硅酸盐协会色釉料原辅材料分会 秘书长 姜 崇

广东嘉俊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常德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部 长 吴朝辉

唯美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建平

上海美标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 琛

乐家卫浴（佛山）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钟伟东

乐家卫浴（佛山）股份有限公司 总 监 彭毅群

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总 裁 蔡吉林

辉煌水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建业

福建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国良

佛山科勒有限公司 亚太总监 刘嘉喜

佛山科勒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 兴

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 乾

广东四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镇城

沈阳五洲城瓷海国际陶瓷展贸中心 总经理 林 莹

佛山中国陶瓷城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余 敏

东陶（福建）有限公司 部 长 郑建和

苏州伊奈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濑户明泓

广东科达机电有限公司 董事长 边 程

山东美林卫浴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金震辉

山东瑞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曹宗明

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严邦平

广东新中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丽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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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 秘书长 张 扬

陕西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 长 朱建锋

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尹育航

申鹭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洪建城

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学先

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传凯

佛山陶瓷行业协会 秘书长 罗 青

佛山美加华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广深

新会嘉窑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总 监 吴 杰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课 长 范春生

晋江腾达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宝守

淄博建材冶金行业协会 会 长 侯 勇

潮州古巷陶瓷协会 秘书长 陈定鹏

信益陶瓷（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荣德

和成（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卢承猷

福建省晋江市美胜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声团

四川建辉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建忠

中山市美图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浩佳

益高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炳钜

广东乐华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集团副总经理 刘广仁

上海中陶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 晓

重庆四维卫浴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何泽民

南安协进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家助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克俭

福建晋江豪山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志强

晋江恒达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家洞

山东义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长青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良光

道尔斯特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崔永杰

上海泰威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 裁 胡御霜

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 秘书长 孔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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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浪迪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侯万福

南海万兴无机颜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占明

厦门惠尔洁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翔骥

福州名谷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晓伟

厦门市豪雅美五金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游章森

深圳市金裕仁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金胜

厦门博维尔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艳红

西藏欧美家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 峰

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满仓

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朝阳

唐山梦牌瓷业有限公司 副 总 李 伟

淄博市建材冶金行业协会 副会长 张志勇

山东美林卫浴有限公司 副 总 王洪亭

欧路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华友

潮州市家豪陶瓷洁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凤阳

佛山市高明英皇卫浴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庞健锋

上海灿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光灿

洛阳美迪雅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武安伟

洛阳美迪雅瓷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崔小份

淄博裕鼎泰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升洲

淄博星火制釉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平

佛山市科莱机器人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汝发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马 睿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丽萍

东莞市东瓷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望文军

北京美晟博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成胜

浙江特洁尔智能洁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倪智勇

浙江维卫电子洁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金建国

浙江维卫电子洁具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金诚宇

温州和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振西

中山市贝尔马卫浴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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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厦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维深

潮州市建厦洁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冰峰

潮州市潮安区三又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建双

潮州市帕利克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少伟

潮州市新春天陶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诗海

潮州市赛欧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财钿

淄博锦昊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庆利

山东亮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伟

山东顺为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名伟

山东狮子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启明

山东齐都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岩

山东玉玺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彬峰

山东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文堂

淄博新博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铎

淄博新博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延宝

金狮王企业集团 总经理 袁东峰

淄博金卡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 峰

山东雅迪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文通

淄博狮王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宝

淄博舜元国润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殷延满

淄博格伦凯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亮

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袁国梁

淄博卡普尔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昆列

淄博锦川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涛

淄博福来特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司书彬

淄博市淄川美泉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白志强

淄博峰霞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德峰

淄博金亿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兆波

淄博欧西曼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海国

中国陶瓷城淄博总部基地 总经理 马 洁

淄博华瑞诺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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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东岳实业总公司建材厂 总经理 臧 峰

淄博恒岳建陶厂 总经理 陈 强

淄博嵩岳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臧奎强

淄博华岳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臧 涛

淄博金斯威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远勤

淄博兴岳建陶厂 总经理 叶本荣

淄博京齐力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有京

淄博智联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刚

淄博强强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建国

山东淄博鲁中建材总厂 总经理 刘角成

淄博天佳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于亮

临沂罗庄区陶瓷协会 会 长 于效才

临沂罗庄区陶瓷协会 秘书长 李继葆

临沂金森建陶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乃涛

临沂双福建陶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重才

临沂市顺弘（新连顺）建陶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丙顺

临沂佳宝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梦迪

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 总经理 管敏宏

杜拉维特（中国）洁具有限公司 总 监 王广轩

厦门松霖科技有限公司 总 监 林晓云

佛山市远泰陶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巫汉生

长葛市科技局 副局长 张建民

青海博川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熊志权

淄博市淄川区技术标准情报所 所 长 李 涛

佛山市新乐卫浴有限公司 总 监 胡亚萍

福建华盛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吴 坚

佛山市美嘉陶瓷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陆润锡

广东科达机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木海

广东康纳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淑定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礼辉

广东金夏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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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华东龙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贵忠

潮州市牧野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克平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怿旬

广东欧美尔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锡标

广东恒盛佳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文

广东欧陆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放青

潮安县植如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仁祥

潮安县惠泉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培泉

潮安县欧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绍伟

潮安县特美思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璋浩

潮安县智洁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慧庆

潮州市荣发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焕森

潮安县凤塘恒雅印刷厂 总经理 谢 浩

潮州市英特雅陶瓷制作厂 总经理 蔡秋权

潮州市美拉奇陶瓷洁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文浩

潮安县古巷利盛陶瓷厂 总经理 苏伟潮

潮安县鹏王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树巡

潮州市新大华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万谨

潮安县舒曼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树生

潮安县陶陶居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瑞贤

潮安县统用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大航

广东荣信洁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荣湘

潮州市名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名全

潮安县洁厦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卫广

潮州市新春天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伟文

潮安县民洁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阮伟群

潮安县贝斯特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阮少群

潮安县古巷镇益民陶瓷洁具厂 总经理 苏立煌

潮安县诺贝克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克朋

潮州市吉诚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丰

潮安县奥特尔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瑞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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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县集祥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昭煌

潮州市美隆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克彬

潮安县唯雅妮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益潮

潮州市群发卫浴配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旭群

潮州市彭佳卫生洁具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良浩

广东辉源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镇辉

潮安县南国陶瓷洁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广钊

潮安县凤塘镇世冠威陶瓷卫浴洁具厂 总经理 卢柳平

潮州耘艺策划设计室 总经理 周海华

广东马岛卫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楚辉

浙江康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旭敏

海尔集团 青岛卫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长征

杭州小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OO 王 健

佛山科海意诺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海波

禹州富田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富田

禹州富田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艳华

乐普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彭幸华

江苏美意美家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郑晓光

金尊玉大理石瓷砖 董事长 南顺芝

潮州市枫溪区金尔璐陶瓷厂 总经理 谢昭炜

潮州市枫溪区金尔璐陶瓷厂 经理 邱 炫

乳源南岭智能家用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 黄华仁

乳源南岭智能家用机械有限公司 设计室副主任 钟金声

西安三花良治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 悦

西根（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平泽

高邑汇德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远贵

高邑汇力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姜树林

河北新玻尔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增朝

高邑县力马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增现

高邑县圣泽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秋泽

河北圣凯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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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邑县福隆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宋新武

高邑县古陶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瑞辰

高邑县恒泰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贵彦

高邑县金华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凤春

高邑县京华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路 辉

高邑县秦汉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圣建

高邑县威力陶瓷厂 总经理 郭东岩

高邑县五羊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建平

高邑县新恒盛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东亮

高邑县亚泰建筑陶瓷厂 总经理 杨丙利

冠宇河北建筑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吉位

河北昊龙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贻东

河北力龙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京琦

河北恒德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暴计中

河北莱特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宝琦

河北领世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 洋

河北鑫祥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任力京

河北逸龙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薛华宾

河北煜珠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暴计业

石家庄恒力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云中

河北浩锐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耿建民

河北聚祥泰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俊祥

河北泰恒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袁国印

河北汇泽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旭丛

赞皇腾宇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永斌

赞皇县润德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文奇

湖北鑫来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全发

湖北中瓷万达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志坚

湖北宝加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袁昌华

湖北兴成建陶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成炎

当阳豪山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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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惠宜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万福

湖北凯旋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仲宝

湖北省九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许 诺

宜昌市亚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金国虎

宜都鑫宜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志新

湖北雄陶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黎添忠

湖北齐家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美云

湖北蝴蝶泉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金锡

湖北锦汇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正华

荆门新地 总经理 尹述标

湖北润长佳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红波

等 等

拟邀请单位：

佛山陶瓷学会 河北高邑陶瓷协会

广西藤县陶瓷产业园 法库陶瓷产业园

梧州陶瓷产业园 淄博先进陶瓷产业园

景德镇陶瓷产业园 萧县陶瓷产业园

醴陵陶瓷产业园 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

长葛陶瓷协会 夹江县陶瓷协会

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管委会 河北省玻璃陶瓷协会

山东建材工业协会建陶专业委员会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丝玉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道格拉斯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中盛陶瓷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东兴辉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清远市欧雅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华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

临沂市奥达建陶有限公司 佛山市费罗娜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美嘉洁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缘牌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臣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全友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雅居嘉利奥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陶艺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皇陶瓷有限公司 北流新高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敦煌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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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芒果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远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凡尔赛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雅士高夫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天弼陶瓷有限公司 哈伊马角（高要）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雨果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梵古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卫浴质量星级证明商标评审中心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陶瓷板分会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广东能强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科学检验有限公司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淄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中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江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佛山出入境检疫检验局 宜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福建省南安市质监所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武汉分中心

潮州市枫溪区锦辉陶瓷厂 佛山市新鹏机器人有限公司

景德镇陶瓷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上海大学 厦门大学

福建万利太阳能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海达瓷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远东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成霖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曼托色釉料有限公司

厦门瑞尔特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乐家洁具（苏州）有限公司

福马（中山）洁具产品有限公司 美标（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广东华艺卫浴有限公司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闻州瓷业有限公司

新乐卫浴（佛山）有限公司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

美国联邦德胜公司中国采购中心 山东地王集团

厦门维博工贸有限公司 唐山华丽陶瓷有限公司

康纳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厦门卫佳工贸有限公司

泉州科牧智能厨卫有限公司 广东樱井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统用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云梦县金煌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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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远信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佛山慧陶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安百利塑胶有限公司 禹州福田瓷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鼎吉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蓝光机电有限公司 厦门松霖卫浴有限公司

正邦检测设备（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辉源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和利多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兴辉陶瓷有限公司

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得而达水龙头（中国）有限公司

青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深圳市瑞格尔仪器有限公司 济南赛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长沙友欣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麦迪森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庆声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艾思荔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无锡锦华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岱尔达贸易（佛山）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谊创鸿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铂瀚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升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威霍普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抚州陶瑞无机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远大制釉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明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淄博天成制釉有限公司 江西金环颜料有限公司

广东英德中信矿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树林陶瓷玻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福星陶瓷色釉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建可釉料有限公司

淄博陶正陶瓷颜料有限公司 深圳陶本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圣诚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三禾锻烧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潮州市金盾特耐有限公司 醴陵市彩虹颜料有限公司

大连高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潮安县金钟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山东金太阳锆业有限公司 马得盈陶瓷

河南省成德瓷业有限公司 湖北星际陶瓷有限公司

瑞祥陶瓷 中陶陶瓷

钜沣陶瓷 宜昌九林陶瓷公司

大宏陶瓷 陶瓷网

华夏陶瓷

等 等

产区：广东产区企业 河北产区企业 福建产区企业 山东产区企业 湖北产区企业

辽宁产区企业 四川产区企业 江西产区企业 河南产区企业

（拟邀请众多业界专家及企业家到会交流，亦或企业派员参加，以上只是部分代表名单，具体以会

议报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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