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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INDUSTR IAL ASSOCIAT ION OF CHINA PLANT DYE

IACPD〔2019〕08 号

关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植物染标准化工作组成立大会

暨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2019 年度

年中会议的通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压力的增加以及人类对自身健康

的日益重视，植物染料凭借其无毒无害、环境友好、生物可降解和特

殊的药用价值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在植物染产业发展

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并未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中国植物染产业

位于国际领先地位，加快制定产业标准，并推向全世界，使得其成为

全球通用标准，是中国植物染产业继续引领全球植物染产业发展必须

承担的责任。

6 月 24 日，中纺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由中国纺织建设

规划院申请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植物染标准化

工作组。工作组负责研究植物染标准体系建设方案，提出植物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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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建议，组织相关标准的起草和技术审查工作。工作组由23 名

委员组成，冯德虎任组长，陈志华、张德良任副组长，马志辉任秘书

长，楼才英任副秘书长，秘书处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经前期准备，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植物染标准

化工作组成立大会暨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2019 年度年中

会议定于今年 11 月 12 日在常熟举行。现郑重邀请贵单位参加大会，

其中植物染标准化工作组成员必须参加。会议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 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主办单位： 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 常熟理工学院艺术与纺织服装工程学院

二、 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

报到地点：常熟国际饭店（常熟市虞山镇黄河路 288 号）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会议地点：江苏省常熟市 常熟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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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会嘉宾：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纺织处 领导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领导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领导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领导

四、 与会单位：

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全体成员单位

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专家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

中纺联标委会植物染标准化工作组全体成员

五、 会议费用和住宿：

不收取会议费，参会人员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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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议议程：

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2019 年度年中会议

序号 时间 主要内容

1 09:00-09:30 联盟 2019 上半年工作汇报

2 09:30-10:00 联盟考察韩日草木染专题汇报

3 10:00-10:30 联盟赴美国考察植物染产品市场专题汇报

4 10:30-11:30 联盟成员对植物染产业发展的讨论

5 11:30-11:45 联盟主席对 2019 年工作的总结与安排

6 11:45-12:00 联合会领导致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植物染标准化工作组成立大会

序号 时间 主要内容

7 14:00-14:05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介绍嘉宾

8 14:05-14:15 承办单位常熟理工学院领导致欢迎辞

9 14:15-14:25 工信部领导讲话

10 14:25-15:05 中纺联标委会领导关于标准化工作政策、形势的讲话

11 15:05-15:15 主持人宣读工作组委员名单

12 15:15-15:20 联合会领导颁发工作组组长任命书

13 15:20-15:25 联合会领导颁发工作组成员聘书

14 15:25-16:00 工作组秘书长对植物染标准化体系的介绍

15 16:00-16:30 工作组组长对工作组的工作部署

16 16:30-17:00 联合会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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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会议联系人：

马志辉 137 0124 8017

陆 鑫 138 4159 9186

何剑锋 135 0139 5026

李金才 185 0028 8749

袁枚娟 139 6248 9908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中国植物染（草木染）产业联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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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纺联植物染标准化工作组成员名单

序

号
本组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组长 冯德虎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2 副组长 陈志华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会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 副组长 张德良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4 秘书长 马志辉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主任/高级经济师

5 副秘书长 楼才英 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6 陈 群 常州大学 书记/教授

7 王 炜 东华大学 教授

8 余志成 浙江理工大学 教授

9 王祥荣 苏州大学纺织服装工程学院 副院长/教授

10 姜会钰 武汉纺织大学 教授

11 侯秀良 江南大学 教授

12 陆 鑫 常熟理工学院艺术与纺织服装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13 纪俊玲 常州美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

14 曹连平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研究员

15 陈小艳 烟台业林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16 傅红平 宁波广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17 马廷方 浙江万事利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8 罗 峻 广州纤维产品检测研究院 研发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9 郭守雨 广州市例外服饰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经理/工程师

20 沈锂鸣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主任/高级工程师

21 杨秀月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工程师

22 叶翔宇 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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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陈筱漪 上海之禾服饰有限公司 女装开发总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