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联盟函〔2013〕48 号

关于表彰第三届联盟优秀成员单位与个人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第三届理事会产生以来，联盟各项
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得到行业广泛认可和尊重。三年来，在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在全体成员的积极配合下，联盟在凝聚行业力量，促进产学研
合作，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中做出了积极努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成员单位和
个人。
根据对第三届理事会以来成员单位参与和支持联盟活动的统计，并征求
联盟研发、产业执行主席和秘书长意见，联盟第三届理事会决定，对在联盟
发展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授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等单位“优秀成员单位”荣誉称号，授予安徽皖投新辉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姜琳琳等同志“优秀联络员”荣誉称号。希望获得表彰的优秀单位和个人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联盟不断发展和壮大做出新的贡献。
特此通知。

附件：1、第三届优秀成员单位名单
2、第三届优秀联络员名单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附件 1：
第三届优秀成员单位
1 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 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
3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 德国爱思强股份有限公司
5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8 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12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13 杭州杭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4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15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6 杭州浙大三色仪器有限公司
17 河北立德电子有限公司
18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9 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20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 江苏史福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3 江西省晶和照明有限公司
24 晶科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25 晶元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6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7 路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8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南京工业大学电光源材料研究所
30 南京汉德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宁波燎原灯具股份有限公司
32 宁波升谱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33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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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浪潮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光宇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鼎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锐光电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帝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作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新力光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三星 LED 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华兆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迪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东林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亿光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飞特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威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晶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重庆邦桥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2：
第三届优秀联络员名单
1 安徽皖投新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
4 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5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 光达光电设备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7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 广东荣文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 广东昭信灯具有限公司
10 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1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12 杭州中为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4 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 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16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 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
18 江苏博睿光电有限公司
19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晶科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22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3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南京第壹有机光电有限公司
25 宁波升谱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26 青岛杰生电气有限公司
27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8 山西乐百利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汕头市骏码凯撒有限公司
30 上海科锐光电发展有限公司
31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32 上海市柏宜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33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姜琳琳
杜连民
张国义
张重洵
吴娇娇
高 宁
谢 卫
周仰华
黎丽芬
周 琳
李安妮
文 仕
沈 童
高 媛
肖翠兰
邓思炜
于文俊
陆小颖
吴 琳
刘芳娇
黎叶芬
王 杏
康甜桂
梁 晏
鲁慧玲
刘玉英
邵晓娟
马素军
石敏伶
林 铁
运 柳
张 荣
陈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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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作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柏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新力光源有限公司
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五邑大学应用物理与材料学院
西安立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东林电子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北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邦桥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 茏
罗 玥
俞明峰
张燕燕
屈 波
马 戈
傅 华
解 娟
王 忆
赵 燕
姚飞闪
张艺馨
刘荣辉
黄安妮
傅尚洪
陈 卫
蔡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