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钟表协会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长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陶小年

（2015-2018） 

理事长 中国钟表协会秘书处 张宏光 

（2018-2020） 

副理事长 中国钟表协会秘书处   丁言行 

副理事长 北京手表厂有限公司 苗洪波 

副理事长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  健 

副理事长 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 吴建杰 

副理事长 上海摩士达投资有限公司 董国璋 

副理事长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 倪海明 

副理事长 义乌市钟表行业协会 骆华文 

副理事长 杭州手表有限公司 张文琪 

副理事长 漳州宏源表业有限公司 林志强 

副理事长 青岛钟表总公司 徐  琦 

副理事长 山东康巴丝实业有限公司 周家琮 

副理事长 威海新东方钟表有限公司 周德崑 

副理事长 烟台北极星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张兆基 

副理事长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商建光 

副理事长 广州市富达钟表工业有限公司 钟伟强 

副理事长 广州明珠星集团  刘锦成 

副理事长 东莞得利钟表有限公司 梁伟浩 

副理事长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 朱舜华 

副理事长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东升 

副理事长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陈思楚 

副理事长 深圳市霸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令祥 

副理事长 深圳市朗朗星科电子有限公司 王思通 

副理事长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侯庆海 

副理事长 深圳市格雅表业有限公司 沙林珍 



副理事长 深圳雷诺表业有限公司 詹西洲 

副理事长 深圳市瑞辉钟表有限公司 沙胜昔 

副理事长 轻工业钟表研究所 张  放 

副理事长 福建瑞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蒋  莘 

副理事长 福建上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苏方中 

副理事长 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 邵跃明 

副理事长 福州宜美电子有限公司 陈祖元 

副理事长 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庄学海 

副理事长 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 陈红弟 

秘书长 中国钟表协会秘书处   李  夏 

高级顾问 中国钟表协会秘书处 王德明 

顾问 中国钟表协会秘书处 汪孟晋   

常务理事 福建省钟表行业协会 蒋  莘 

常务理事 山东省钟表协会 栾青松 

常务理事 漳州市钟表同业公会 邵跃明 

常务理事 厦门市钟表协会 黄爱英 

常务理事 上海市关勒铭有限公司 赵 军 

常务理事 上海汉斯钟业有限公司 王  敏 

常务理事 上海恒保钟表有限公司 郑圭中 

常务理事 上海靖和实业有限公司 王新和 

常务理事 常州市精科实业有限公司 於金来 

常务理事 常州市天天新钟表有限公司 王国忠 

常务理事 天津 ISA 有限公司 李  凯 

常务理事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时仪器专业 王晓溪 

常务理事 烟台星华钟业有限公司 王鲁宁 

常务理事 山东聊城中泰表业有限公司 冯国峰 

常务理事 东莞雅高表业有限公司 沈达荣 

常务理事 广州五羊表业有限公司 林伟明 

常务理事 广州市上广表业有限公司  富  萍 

常务理事 广州市宏泰表业有限公司 李松典 



常务理事 南宁市手表厂 张建平 

常务理事 深圳市捷永星皇钟表有限公司 张益芝 

常务理事 深圳市古尊表业有限公司 陈胜勇 

常务理事 时光电业有限公司 伍锦永 

常务理事 西安高华科技有限公司 王文毅 

常务理事 福建省昇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夏萌 

常务理事 新达代理有限公司                 孙大为 

常务理事 宝齐来香港有限公司 曾国雄 

常务理事 东美表业制品厂 胡钜泉 

常务理事 烟台美时嘉钟表有限公司 李爱国 

理事单位 上海浦东华傲铜业有限公司 陈建华 

理事单位 上海星钻秒表有限公司 曹  敏 

理事单位 大连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山口正人 

理事单位 天津天复精密器件制造有限公司 吴建杰 

理事单位 苏州依莎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程根富 

理事单位 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 陈凯歌 

理事单位 杭州正弛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郑金良 

理事单位 东方表业有限公司 高建林 

理事单位 杭州华通精工器件有限公司 陈经建 

理事单位 临安市青平精密元件有限公司 朱平贵 

理事单位 杭州临安钟表有限公司 公育林 

理事单位 义乌市鑫帆石英钟机心厂 张徐贵 

理事单位 烟台持久钟表集团有限公司 朱长红 

理事单位 石狮市信佳电子有限公司 李平等 

理事单位 漳州市通元电子有限公司 李明淵 

理事单位 福建小神龙表业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林祥平 

理事单位 广东揭阳市西马钟表工业有限公司 余义忠 

理事单位 广州市百圣牛实业有限公司 张文岸 

理事单位 广州雷欧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永敏 

理事单位 清远市江山电子有限公司 江灿林 



理事单位 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 韩炳新 

理事单位 广州时梭钟表有限公司 赵小梭 

理事单位 广州市嘉域钟表有限公司 梁福标 

理事单位 广州市佳时达表业公司 廖志成 

理事单位 深圳市博睿思钟表有限公司 米长虹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有限公司 卢炳强 

理事单位 鹏伟有限公司 郑树胜 

理事单位 新达贸易有限公司 周建荣 

理事单位 锦记表行(集团)有限公司 颜志贤 

理事单位 樱云时表行有限公司 黄业光 

理事单位 北京时光一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雷赤锋 

理事单位 孔氏（北京）国际钟表有限责任公司 孔令俊 

理事单位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士庆 

理事单位 上海果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许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