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圳 市 玩 具 行 业 协 会

关于第七届理事会、监事、秘书长人员名单的公示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以及监事、秘书长经 2020

年 12 月 29 日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差额无记名投票

通过。其中，理事会成员 47 位、监事 1 人、秘书长 1 人，现将第

七届理事会、监事、秘书长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人员名单如有异议，可以通过来人、来电、来函（来函

截止日期以寄出邮戳为准）等方式向我会反映。

我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一路 617 栋艺华大厦 709

室，邮编：518000；

受理电话：0755-82451778，邮箱：sztia@126.com；

公示期限：自公示通告发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附件：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监事、秘书长人员

名单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监事、秘书长人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企业职务 社团职务

1 贝恩施（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振烈 董事长 会长

2 宝法德玩具（深圳）有限公司 薛小伟 副总经理 执行会长

3 深圳技师学院 王秀峰 主任 副会长

4 宇天讯通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郭展诚 董事长 副会长

5 深圳市组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许季宝 董事长 副会长

6 华丰玩具（深圳）有限公司 张祺隆 总经理 副会长

7 深圳全利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邓龙湛 经理 副会长

8 耀邦塑胶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关嘉光 董事长 副会长

9 鸿利玩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王伟鹏 董事长 副会长

10 深圳市鑫和锦泰塑胶有限公司 黄华国 董事长 副会长

11 深圳力力小屋婴童玩具有限公司 扈蓝天 总经理 副会长

12 协鸿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殷国良 董事长 副会长

13 蔡氏旭日玩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陈广胜 总经理 副会长

14 深圳市德域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邓智明 总经理 副会长

15 深圳市工艺文化创意研究院 麦庆照 院长 副会长

16 深圳市熙龙玩具有限公司 郑 罡 总经理 副会长

17 深圳市伟宏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林雪琴 总经理 理事

18 伟易达电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张 宁 总经理 理事

19 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郭 磊 总经理 理事

20 永冠塑胶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林梓坚 总经理 理事

21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柯灯明 副所长 理事

22 福之光电子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邓满华 经理 理事

23 深圳市捷通语音电子有限公司 孙 要 董事长 理事

24 恒昌涂料（惠阳）有限公司 陈世谨 经理 理事

25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朱振亚 总监 理事

26 万代玩具（深圳）有限公司 龚志华 总经理 理事

27 天浪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王燕辉 总经理 理事

28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孙 波 经理 理事

29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 洋 经理 理事

30 淘淘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黄壮标 董事长 理事

31 生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吴胜辉 经理 理事

32 金标准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罗根强 总经理 理事



33 中华制漆（深圳）有限公司 王泽继 经理 理事

34 高思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吴少霞 经理 理事

35 深圳市天威林商贸有限公司 伍秀娟 总经理 理事

36 深圳雷尔娱乐有限公司 陈凯峰 总经理 理事

37 深圳本臻力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苏晓霞 总经理 理事

38 深圳市鑫域玩具检测有限公司 许誉锡 总经理 理事

39 深圳必维华法商品检定有限公司 施芸芸 经理 理事

40 彩丽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郝建军 总经理 理事

41 达琦华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陈贵钊 经理 理事

42 东莞傲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黄思荣 经理 理事

43 深圳韩晶电子有限公司 叶蓬勃 总经理 理事

44 广东沃马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陈群雄 总经理 理事

45 东莞市盛和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唐 能 总经理 理事

46 深圳市乐源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彪 总经理 理事

47 东莞市力冠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阳运花 总经理 理事

48 深圳市乐迪电子有限公司 谢 波 董事长 监事

49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 刘艳芳 秘书长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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