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丝绸 杭州共识
1. 丝绸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丝绸蕴含着人类文明、多国文化，丝绸通过古丝绸之路的
交流融合，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留下了厚重璀璨的篇章。
2.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愿景，溯源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质是要建设
一条新的联通世界的经贸之路、合作之路、共赢之路、和平之路，这是世界丝绸共同发展的良
机。
3. 国际丝绸联盟的成员单位要加强相互交流，促进经贸合作，推进投资兴业，推动世界
丝绸产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使丝绸继续造福民生，造福社会。
4. 国际丝绸联盟的历史文化、教育科研、技术创新、时尚设计、贸易制造五个专业委员
会要在各自范围内努力开展具有开创性、引领性、包容性的课题研究，以期取得能推动产业发
展的实质性成果。
5. 国际丝绸联盟旨在关注关切世界丝绸产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整合资源，相互协
作，形成合力，努力化解难题。
6. 国际丝绸联盟要努力与丝绸生产消费国各层面建立交流渠道和良好互信，争取得到政
府层面对丝绸产业的重视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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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
国际丝绸联盟（ISU）是由各丝绸生产、消费国家的企业与相关组织自愿参加的国际化、专业化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旨在促进各国丝绸行业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丝绸文化、教育、科研、
设计、生产、标准与检测、贸易、消费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为国际丝绸行业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合
作平台。自 2015 年 10 月创始成员大会召开以来，联盟积极吸收发展各丝绸生产、消费国的重点丝绸
企业和行业组织，扩大联盟成员单位规模。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巴西、波兰、
日本、泰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
孟加拉国、老挝和中国香港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3 家企业和组织加入。其中，常务理事单位 46
家，副主席单位 11 家，特别是意大利丝绸协会、法国丝绸协会、巴西丝绸协会、越南蚕桑协会、柬
埔寨丝绸行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等行业组织以国家或地区的名义加入，影响力辐射到了数百家丝绸企
业。2020 年，国际丝绸联盟被国际协会联盟（UIA）《国际组织年鉴》收录，成为 UIA 收录的第一
家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丝绸行业组织。
五年以来，国际丝绸联盟秉承“交流合作 携手发展”的宗旨，在各联盟成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
召开了三次成员大会和两次主席扩大会议，举办了五次国际丝绸产业论坛和研讨会，组织了多次成员
国之间的丝绸产业与文化交流活动，组建了历史文化、时尚设计、教育科研、技术创新、贸易制造五
个联盟专业委员会工作，加强和完善了联盟秘书处和联盟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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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 LOGO

1. 标志整个外形为椭圆形造型，联想到蚕茧、地球，代表国际性组织。
2. 留白部分 S 是英文 Silk 的第一个字母，代表丝绸行业。
3. 用 S 曲线把椭圆形分割成上下两块，代表东方和西方，丝绸之路把东西方连接起来。
4. 用淡金色和橄榄绿双色，淡金代表高贵和优雅，丝绸是纤维皇后；橄榄绿代表绿色和环
保，丝绸是天然纤维；淡金色和橄榄绿都有各自的国际通行的 PANTONE 色卡号。
5. “国际丝绸联盟”选用中文“时尚中黑字体”，柔线转角体现丝绸的柔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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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工作
（2015.10-2020.06）

自 2015 年 4 月起，由凯喜雅集团和杭州东方丝
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牵头，各国相关丝绸企业与
组织共同商议，经过半年的充分准备，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杭州召开了国际丝绸联盟预备会暨创始成

2020 年 5 月，国际丝绸联盟被国际协会联盟
（UIA）收录，被《国际组织年鉴》认定为 C 类洲
际成员组织，成为 UIA 中首家秘书处设在中国的
丝绸行业国际组织。浙江省商务厅、杭州市政府等

员大会。联盟的创立和发展得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

相关部门对联盟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给予了

中国国家茧丝办、中国丝绸协会、浙江省商务厅、

充分肯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杭
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
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与肯定。

联盟成立以来，积极吸收发展各丝绸生产、消
费国的重点丝绸企业和行业组织，扩大联盟成员单
位规模。现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3 家企业和组织
加入联盟。其中，常务理事单位 46 家，副主席单位
11 家。特别是意大利丝绸协会、法国丝绸协会、巴
西丝绸协会、越南蚕桑协会、柬埔寨丝绸行业促进
发展委员会等行业组织，影响力辐射到了数百家丝
绸企业。联盟秉承“交流合作 携手发展”的宗旨，
在各联盟成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

一、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交流合作
1. 召开三次成员大会和两次主席扩大会议
联盟成立以来，努力发挥作为国际丝绸产业互
联互通、共建共赢的平台作用，共召开了三次成员
大会和两次主席扩大会议，报告每一年度工作开展
情况，商议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探讨国际丝绸产业
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议题。特别是 2018 年主席扩
大会议在意大利科莫顺利召开，得到了意大利丝绸
协会的积极支持与协助，开创了联盟异地办会的成
功案例。

2015 创始成员大会（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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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转呈越南宝禄市政府和越南蚕桑协会，主要内容
包括了参加活动概况、越南丝绸产业的现状、越南
丝绸的发展空间与重点、在越南投资合作的可行性
分析。

2016 主席扩大会议（杭州）

2016 越南—亚洲丝绸文化节

2017 成员大会（杭州）

2017 越南—国际丝绸文化节

2018 主席扩大会议（科莫）

2017 越南保禄丝•茶文化周
2019 成员大会（杭州）

2. 四次组团参加越南丝绸行业交流活动
受越南当地政府和成员单位的邀请，联盟多次
组织各国成员单位参加了“2016 越南—亚洲丝绸文
化节”、“2017 越南—国际丝绸文化节”、“2017
越南保禄丝•茶文化周”、“2019 越南—国际丝绸与
织锦文化节”等活动，了解越南丝绸产业情况，感
受越南丝绸历史文化，探讨越南及各国丝绸企业的
合作可能。在越南保禄，联盟与越南蚕桑协会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交流合作。考察后期联盟撰
写发布了《越南丝绸发展前景浅析》，作为考察报

2019 越南—国际丝绸与织锦文化节

3. 两次组团考察柬埔寨丝绸产业
2017 年，受柬埔寨商务部邀请，联盟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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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员单位考察柬埔寨丝绸产业。柬埔寨商务部安
排了高规格的商务会议以及全方位的产业考察。联

4. 组团参加法国丝绸节里昂丝绸展

盟根据考察观感和建议，撰写了考察报告，提供给

2018 年，受法国丝绸协会邀请，联盟在意大

柬埔寨商务部和丝绸行业促进发展委员会，就柬方

利科莫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之后，组织中国丝绸成员

提出的需求、可能的合作、未来的投资进行深入分

企业参加了法国丝绸节里昂丝绸展，展现中国丝绸

析，提出了可行的策略和方案。同时，联盟也向中

特色。这是法国丝绸协会首次邀请国外丝绸企业参

国国家茧丝办、浙江省茧丝办报送了考察报告，《丝

展，里昂大都会区主席、副主席，里昂市市长等当

绸》杂志以中英文刊登发表。2019 年 8 月，联盟再

地领导参观了中国展区，展品也深受当地市民的喜

次受邀与柬埔寨商务部、农业渔业部、工业部举行

爱。丝绸节期间，联盟秘书处及成员企业代表受邀

座谈，参观考察柬埔寨成员企业，继续深化交流与

出席了法国丝绸节开幕式“中国风”特色晚宴，受

合作。

邀参加了里昂市政府筹建“国际丝绸城市网络”工
作会议。联盟代表团也参观了里昂丝绸产品展、里
昂纺织博物馆以及里昂丝绸企业。2019 年 11 月，
联盟再次受邀参加法国丝绸节，出席里昂大都会
区、里昂市政府、法国丝绸协会牵头成立的“国际
丝绸城市网络”签字仪式。同时，联盟充分发挥国
际间桥梁纽带作用，帮助对接中国浙江杭州市和四
川南充市一同加入城市网络，推进多方交流合作。

柬埔寨商务部（2017）

中国展区
吴哥工匠丝绸公司（2017）

开幕式晚宴
圣淘沙丝绸公司（2019）

柬埔寨商务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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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法国丝绸企业

浙江嘉兴走访

国际丝绸城市网络组建会

5. 走访各国成员单位
联盟成立以来，秘书处陆续走访各国成员单位，
包括意大利、法国、巴西、泰国、越南、柬埔寨，
以及中国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广西、重庆等
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丝绸企业和行业组织。同时，
联盟成员单位也多次来访秘书处，包括巴西、日本、
印度尼西亚、中国的成员企业。通过互访，秘书处
深入了解成员单位的基本情况，听取成员单位对秘
书处的工作建议，强化“服务”意识，更好地为各
国成员单位提供便利与支持。

江苏苏州走访

四川南充走访

巴西成员来访
拜访意大利丝绸协会

拜访法国丝绸协会

日本松村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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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国丝绸创新发展沙龙
印度尼西亚成员来访

二、研讨行业热点，凝聚发展共识

6. 开展横向交流与合作
随着联盟影响力的逐步提升，横向交流合作也
逐步增加，包括：受中国国家茧丝办邀请主持第 126
届广交会“中国丝绸创新发展沙龙”；为中国纺织
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浙江省杭州
市政府、浙江省湖州市政府、四川省丝绸协会等机
构的国际考察访问，为联盟各国成员单位、各专委
会委员之间参观互访提供协调和联络支持；为支持
意大利丝绸协会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
市网络出具推荐信；协助浙江理工大学“现代丝绸
产品加工技术与创新设计国际培训班”招收国际学
员；助力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神机妙算：世界织
机与织造艺术”展及“高棉之夜”系列活动；积极
参与各国丝绸行业交流活动。

1. 举办国际丝绸时尚设计与发展趋势研讨会
2016 年主席扩大会议期间，联盟与副主席单
位浙江理工大学共同举办国际丝绸时尚设计与发
展趋势研讨会，来自法国、意大利、日本、波兰、
巴西、印度、越南、泰国、柬埔寨、蒙古、中国、
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20 余位专家、学者和企
业代表参加会议，就丝绸可持续发展、丝绸产业的
创新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国际丝绸时尚设计与发展趋势研讨会

2. 举办国际丝绸高峰论坛与主题研讨
2017 年成员大会期间，联盟与中国国际丝绸
博览会组委会共同举办“一带一路”国际丝绸高峰
考察泰国丝绸

论坛，同时，联盟又组织召开了丝绸产业可持续发
展主题研讨会。来自意大利、法国、希腊、巴西、
瑞士、日本、泰国、柬埔寨、越南、中国、中国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位丝绸行业代表参加了
会议，深度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世界丝绸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坛期间，联盟与柬埔
寨丝绸行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参加土耳其丝绸行业活动

参加浙江理工大学国际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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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柬埔寨丝绸行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 开展“千禧一代、时尚、可持续发展与丝
绸”国际调研项目
2018 年，为充分了解千禧一代女性对丝绸可
持续、时尚及责任消费的认知，由巴西成员单位发
起，国际丝绸联盟支持，意大利丝绸协会和法国丝
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主题研讨

绸协会协助，共同开展了“千禧一代、时尚、可持
续发展与丝绸”国际调研项目。由美国专业调研公

3. 举办世界丝绸产业发展新趋势研讨会

司对中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的 2500 名

2018 年主席扩大会议期间，联盟与副主席单位

千禧一代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形

意大利丝绸协会共同举办世界丝绸产业发展新趋势
研讨会。来自意大利、法国、瑞士、巴西、日本、
柬埔寨、越南、中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90
余位行业代表参加了会议，进一步加强丝绸企业间

成调研报告。项目每个环节，秘书处都征求了意大
利丝绸协会、法国丝绸协会，以及部分中国成员单
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近一年的充分准备，于
2018 年主席扩大会议上正式发布了调研报告。

的国际交流，准确把握国际丝绸市场新趋势，推动
丝绸行业健康发展。

中文报告发布链接

英文报告发布链接

同时，联盟也制作了项目宣传视频，包括中、
英、意、法四国语言，在各国丝绸行业、时尚设计
领域广泛分享传播。各国成员单位也通过各自新媒
体平台积极协助宣传推广项目成果。
4. 举办国际丝绸产业发展交流会
2019 年成员大会期间，联盟与中国国际丝绸博
览会组委会共同举办“国际丝绸产业发展交流会”。

6. 开展“新冠疫情对国际丝绸产业及消费市
场走势”调研
2020 年 3 月，国际丝绸联盟秘书处发起《新

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巴西、日本、泰国、印

冠疫情对国际丝绸产业及消费市场走势调研》，对

度、越南、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和

中国、意大利、日本、巴西、印度、泰国、越南、

中国香港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位政府领导、

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等 10 余个丝绸生产和

丝绸专家和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委会委员参会，

消费国的丝绸企业及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最终形成

各国代表介绍了丝绸产业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增

中英文双语调研报告，在“世界丝绸网”发布，并

进了国际丝绸产业的交流合作，促进了国际丝绸产

递呈各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2020 年 5 月 19

业的融合发展。

日，UIA 官网刊发了国际丝绸联盟的《新冠疫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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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产业及消费市场走势调研报告》，该报告
在国际平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广。

法国里昂（2017)

韩国扶余（2018）

2. 教育科研专业委员会
中文报告发布链接

英文报告发布链接

7. 达成“世界丝绸 杭州共识”
2017 年联盟成员大会上，来自意大利、法国、
巴西、瑞士、日本、泰国、柬埔寨、越南、希腊、
中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位丝绸行业
代表达成了“世界丝绸 杭州共识”，促进了国际丝
绸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三、开展专业研究，积累交流成果
2016 年主席扩大会议上，联盟设立了历史文化、
教育科研、技术创新、时尚设计和贸易制造五个专
业委员会。其中，四个专委会已召开成立大会并陆
续开展相关工作，贸易制造专委会尚在组建中。经
各专委会主任推荐提名，秘书处邀请，目前，共有
全球丝绸产业界的 70 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加盟，
成为联盟宝贵的智库智囊。
1. 历史文化专业委员会
历史文化专委会主任由联盟副主席、中国丝绸
博物馆馆长赵丰担任，旨在促进国际丝绸行业的历
史文化研究与传承，共有来自意大利、德国、日本、
瑞士、希腊、中国的 15 位专家学者加盟。2017 年
12 月，专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法国里昂召开。2018 年
11 月，第二次会议在韩国扶余召开。2019 年 9 月，
第三次会议在俄罗斯基兹洛沃茨克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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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创新专业委员会

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播出。

技术创新专委会主任由原联盟副主席、前意大
利丝绸协会主席朱塞佩·比安奇担任，旨在促进国
际丝绸产业的技术研究与创新。委员包括意大利、
法国、瑞士、巴西、印度、缅甸、中国的 16 位专家
学者。2018 年 11 月，专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意大利科
莫召开，专委会委员及相关丝绸技术领域专家代表
出席了会议，并就生丝电子检测分级标准展开专题
讨论。

4. 时尚设计专业委员会

中央电视台演播厅

意大利科莫

时尚设计专委会主任由联盟副主席、法国丝绸
协会主席泽维尔·勒平格尔担任，旨在促进国际丝
绸产业的时尚引领与设计创新。委员包括法国、意
大利、印度、泰国、柬埔寨、越南、中国的 15 位专
家学者。2018 年 11 月，专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法国里
昂召开，专委会委员及丝绸时尚设计领域的专家进
行了深入沟通。
中国杭州

2. 与中国浙江省电视台国际频道合作拍摄丝
绸人文纪录片
2018 年，联盟受邀与浙江省电视台国际频道
合作拍摄了三集大型丝绸人文纪录片《锦程东方》。
经秘书处协调联络，拍摄组涉足意大利、法国、英
国、巴西、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尼日利

四、拓展传播途径，宣扬丝路文化

亚、肯尼亚、中国，拍摄素材累计 180 个小时，反
映了全球丝绸产业在种桑养蚕、生产织造、时尚设

1.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丝绸文化电视片

计、文化传承、交流合作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纪

为了实现以丝绸为纽带，加强国际丝绸行业文

录片于 2018 年 12 月在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全球首

化交流，联盟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倾力合作，拍摄了
电视片“城市 1 对 1——中国杭州·意大利科莫”。
拍摄组分别在意大利丝绸中心城市科莫和中国丝绸
中心城市杭州取景，两座城市因丝绸而对话。经过
拍摄团队的共同努力，节目于 2017 年 10 月在中央

映。后期推广过程中，共征集观影评论文章 140
余篇，其中 13 篇已在报刊和杂志发表，35 篇择优
在世界丝绸网发布。拍摄组与联盟秘书长单位杭州
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出品了《锦程东
方》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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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意大利

五、建立工作机制，加强制度建设
1. 加强和完善联盟秘书处建设
自 2015 年 10 月创始成员大会召开后，联盟在
中国杭州设立秘书处，制定了秘书处工作规则，完
成了联盟的登记和备案，设计注册了联盟 logo。联
盟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秘书处负责，秘书处定期召开
办公例会，及时沟通交流阶段工作，落实下一阶段

非洲尼日利亚

工作计划。
2. 建立和提升联盟信息发布平台
联盟信息发布平台主要包括秘书处邮箱、联盟
微信群、世界丝绸网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五年来，
秘书处共处理邮件 3700 余封，积极与各国成员单
位保持沟通联络。世界丝绸网多次改版升级，以适
应新媒体发展需求，提升联盟服务水平。五年间，

东南亚柬埔寨

网站共发文 2200 余篇，总访问量 10 万余次。微信
公众号共发文 1740 余篇，其中原创报道 230 余篇，
累积阅读量 116 万余次，累积关注 7200 余人，部
分是国际访客。
自 2018 年起，秘书处开始发布季度工作报告，
汇报联盟阶段性开展的工作，发送联盟副主席征求
意见后，通过邮件发送成员单位，同时在世界丝绸
网和微信公众号、联盟微信群中英文发布，提高联

中国新疆拍摄

3. 发表国际丝绸行业评论文章
联盟多次组团考察期间，撰写了多篇行业评论
专题文章，包括“杭州与科莫：以丝绸的名义握手”、

盟工作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六、国际丝绸联盟未来工作方向
1. 加强合作交流，助推产业发展
（1）吸收新的联盟成员，进一步推动专委会

“考察高棉丝绸漫记”、“丝绸产业在非洲的发展

工作。联盟将继续贯彻“交流合作 携手发展”的

空间剖析（一）（二）”、“‘海上丝路’与东南

宗旨，保持与成员单位的联络，继续吸收发展新成

亚丝绸”、“杭州丝绸的品牌之路”等，均在相关

员。未来工作中，联盟将尽早安排贸易制造专委会

报刊、杂志、新媒体发表。

的组建，也将继续努力协助和指导专委会开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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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希望各专委会继续加强建设，逐步增加各国
新成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通过集思广益、
分享经验、积聚智慧、凝聚合力，促进国际丝绸行
业的相互了解、沟通对话、合作共赢、互动发展。
（2）促进成员之间产业合作，创造条件使合作
落地开花结果。联盟通过五年来的工作，已在各国
之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在此基础上，联
盟不仅要巩固发展已有联盟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还
要扩大加强与其他丝绸生产、消费国之间的沟通，
使联盟成为全球丝绸产业交流合作的大平台。
2. 汇聚行业资源，积极建言献策
联盟先后与法国里昂市、意大利科莫市、柬埔
寨商务部、越南广南省、越南保禄市、中国浙江嵊
州市、中国四川南充市等国内外各级政府部门，以
及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组委会之间开启沟通合作。
联盟虽然只是一个交流服务的平台，但联盟成员中
有大量的资源，通过协商、汇聚，推动项目，争取
所在国政府支持，通过调研，提供政策建议。
3. 积累产业数据，深化服务内容
世界丝绸网网站和公众号作为联盟的官方传播
平台，持续转载发布中国、欧盟、意大利、印度、

4. 开源节流蓄水，提升服务价值
截止 2019 年底，联盟收到捐赠款 170 万元，
杭州市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 40 万，共计 210 万，
作为秘书处的工作经费。捐赠款包括主席单位凯喜
雅集团 100 万元，副主席单位达利国际集团 50 万
元，秘书长单位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
20 万元。
五年来，联盟成员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活动
后勤保障、活动场地和会议礼品等方面给予了大力
支持，包括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组委会、意大利丝
绸协会、法国丝绸协会、越南蚕桑协会、会安丝绸
集团、浙江凯喜雅集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丝绸
博物馆、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杭州
一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重庆宏美达欣兴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宏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秘
书处将继续坚持勤俭节约、人员精简原则，加强管
理，精打细算，专款专用，用最少的开支办更多的
事。同时也将继续与各国成员单位保持沟通联络，
认真听取成员单位对秘书处的工作意见，切实有效
落实相关服务工作，开展行业特色交流活动，发挥
联盟为国际丝绸行业搭建的平台作用。
目前，由于各国丝绸产业之间发展仍不平衡，

土耳其、巴西、泰国、日本等国家的丝绸贸易数据，

在丝绸历史文化研究、产品研发、设计、标准制定、

供成员单位参考。联盟努力不断积累国际丝绸产业

生产、贸易和消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联盟

相关数据，经过不断研究对比和分析鉴别，逐步形

创建五年以来，坚持“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一

成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采集系统，服务成员单位和

直致力于各成员单位的交流互动，增加共识，促进

行业发展。

合作，携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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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第二届组织机构及名单
名誉主席
杨永元
中国丝绸协会名誉会长
李继林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主

席

沈明宏
上海浦东技术创业促进中心主任

名誉秘书长
费建明
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理事长

秘书长

张国强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主席
Stefano Vitali
意大利丝绸协会会长
Xavier LEPINGLE
法国丝绸协会会长
Renata Amano
巴西丝绸协会会长
陈文兴
浙江理工大学校长
柯惠琪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丰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副社长
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副秘书长
卞幸儿
浙江省丝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
Guido Tettamanti
意大利丝绸协会秘书长
李

伟

四川省丝绸协会副会长
南充市茧丝绸行业协会会长

常务理事单位
01 意大利丝绸协会（意大利）
02 达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

林典誉

03 The Thai Silk Company Limited（泰国）

达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04 Fabric Plus Pvt. Limited（印度）

邓永寿

05 Hoi An Silk Group（越南）

越南蚕桑协会会长

06 Bisa Overseas（巴西）

陈祥平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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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正

07 丸八生糸株式会社（日本）
08 Spun Silk World Co., Ltd.（泰国）
09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杨国梁

10 中国丝绸博物馆

山东海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丝绸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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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浙江理工大学
13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14 上海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 亚洲丝绸联盟

15 山东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02 Coponat SA（法国）

16 广西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03 北西产业株式会社（日本）

17 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

04 Kyauk Se Silk Co., Ltd.（缅甸）

18 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苏州）

05 Crown Textile Pte Ltd.（印度尼西亚）

19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

06 Sovereign Crown Pte Ltd.（澳大利亚）

实验室（西南大学）

07 中和株式会社（日本）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08 横浜松村株式会社（日本）

21 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09 富春企业（香港）有限公司

22 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

10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23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

11 嘉兴埃迪尔丝绸有限公司

24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12 日照海通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25 山东海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 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

26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14 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 广西华虹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中维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16 江西省绿冬丝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9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湖北怡莲蚕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18 安康巴山丝绢有限责任公司

31 重庆宏美达欣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辽宁采逸野蚕丝制品有限公司

32 云南保山利根丝绸有限公司

20 金富春集团有限公司

33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1 四川朗瑞丝绸有限公司

34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22 四川绮香纱丝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法国丝绸协会（法国）

23 吴江市鼎盛丝绸有限公司

36 柬埔寨丝绸行业促进发展委员会（柬埔寨）

24 浙江湖州梅月针织有限公司

37 巴西丝绸协会（巴西）

25 浙江米赛丝绸有限公司

38 越南蚕桑协会（越南）

26 中国绸都南充丝绸文化研究会

39 松村株式会社（日本）

27 淳安县茧丝绸有限公司

40 Kailpar Engineering Co., Ltd（印度）

28 重庆祥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1 THM International Import &

29 杭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Export Pte Ltd.（新加坡）

30 四川丝纶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2 四川南充六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 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有限公司

43 四川顺成纺织品有限公司

32 杭州富强丝绸有限公司

44 Trudel Fashion Group（瑞士）

33 苏州泰发花线织造有限公司

45 PT. Sutra Alam Nusantara（印度尼西亚）

34 杭州尼特尔纺织有限公司

46 上海浦东技术创业促进中心理事单位

35 杭州一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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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丝绸》杂志社

57 湖州宝宝蚕业有限公司

37 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

58 杭州新洁绣丝绸有限公司

38 湖州绫绢研究所

59 杭州吉祥进出口有限公司

39 杭州天下丝绸有限公司

60 Vietnam Sericulture Corporation -

40 南充银海丝绸有限公司
41 SentoSaSilk（柬埔寨）

61 August Silk Inc（美国）

42 Artisan Angkor Co., Ltd.（柬埔寨）

62 同兴商事株式会社（日本）

43 Institute of Nature Fibers and

63 浙江记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edicinal Plants（波兰）

64 南充尚好桑茶有限公司

44 浙江美嘉标服饰有限公司

65 苏州先蚕丝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5 VESITH DEVY Sik Association（柬埔寨）

66 湖州沐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6 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

67 杭州奥罗拉实业有限公司

47 苏州刺绣研究所有限公司

68 广西大宗茧丝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48 桐乡市河山伟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69 嵊州市领带行业协会

49 杭州衣语无香服饰有限公司

70 麦地郎集团有限公司

50 杭州金怡明纺织丝绸有限公司

71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72 Kei Meas Handicrafts（柬埔寨）

52 北京凯丽丝绸有限公司

73 Lao Sericulture Co., Ltd.（老挝）

53 广西桂合集团有限公司

74 Uzbek Research Institute of

54 浙江华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Natural Fibers（乌兹别克斯坦）

55 杭州华龙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75 南宁海关技术中心

56 湖州市纤维检验所

76 塔里木大学

（国家茧丝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名单按照加入国际丝绸联盟的批次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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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Stock Company（越南）

77 Hand Touch（孟加拉国）

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国际丝绸联盟主席简介

张国强，男，1958 年 9 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78 年 12 月参加工作，进入浙江省金属材料公司担任部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1997 年 2 月起
任浙江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进出口分公司总经理；1999 年 1 月起担任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2010 年 7 月起任浙江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 年 1 月进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17 年 7 月起任浙江凯喜雅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兼任“三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工业经济联
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国际商会副会长。
自 2017 年以来，公司以“丝绸行业引领者、品质生活创造者”为战略愿景，致力于丝绸行业全产业
链建设。公司先后在云南、缅甸、浙江淳安及海宁等地建立种桑养蚕和优质茧丝生产加工基地。今年又在
云南陇川投资 5 亿人民币，建立占地 500 多亩的凯喜雅云南丝纺工业园，同时着力培育“凯喜雅”丝绸品
牌，打造全产业链体系。
同时，公司也在丝绸原料、纺织家居、服装加工等贸易单元，积极开拓欧洲及日本市场，并通过国际
丝绸联盟等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在 2018 年三季度，张国强同志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分别作专题汇报，
国务院领导纷纷肯定了凯喜雅在企业转型升级及推动丝绸行业发展等方面的成绩，对于张国强同志提出的
意见建议，两位总理认真听取、详细了解情况并当场部署，要求相关部门研究落实。
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凯喜雅一直以“推动丝绸行业发展”为己任，加速带动丝绸行业的发展，提升
中国丝绸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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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国际丝绸联盟秘书长简介

李启正
男，1981 年 10 月生，博士，副编审

现任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副社长、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丝绸信息中心常务副
主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丝绸》副主编，主要负责《丝绸》《现代纺织技术》《浙江理工大学学报》《中
国丝绸年鉴》四本刊物的编校质量规范、学术水平提升、数据库收录、数字化和网络化出版，丝绸文化和
品牌的推广等相关工作。
兼任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华东编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青年编
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浙江高教学会高校期刊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浙江理工大学纺织非遗研究所副
所长、杭州传媒品牌促进会理事等职。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入选中组部、团中央第 18 批博士服务团，赴贵州省黔南州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挂任党组成员/副局长。
长期以来，李启正主要从事期刊编辑出版、纺织色彩科学研究、丝绸行业服务和非遗文化研究等工作，
参与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省、部、市、国际合作及横向等各类科研项目 10 多项，主持研究课题 4 项，共
同主编浙江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专著 1 本，排名第一发表研究论文近 20 篇，其中 SCI/EI 收录 3 篇，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 3 项。曾被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选为第 18 批博士服务团优秀事迹汇报人，被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等评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获长三角地区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研究会期刊学研究银笔奖、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优秀科技期刊编辑等荣誉。担任浙江省方志办《浙
江通志·纺织工业志》执行副主编。

- 17 -

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国际丝绸联盟专业委员会

PROFESSIONAL
COMMITTEES
历史文化专业委员会
教育科研专业委员会
技术创新专业委员会
时尚设计专业委员会
贸易制造专业委员会（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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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历史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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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国际丝绸联盟副主席

国家/地区

备 注

中国

主任

意大利

委员

意大利

委员

意大利

委员

1

赵丰

男

2

Michele Canepa

男

3

Francina Chiara

女

4

Claudio Zanier

男

比萨大学教授

5

Dagmar Shaeffer

女

德国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执行主任

德国

委员

6

土屋真志

男

日本群马县农政部蚕丝园艺课课长

日本

委员

7

Robert Urscheler

男

瑞士贺根博物馆基金会主席

瑞士

委员

8

Sophia Z. Staikou

女

希腊

委员

9

孔祥光

男

中国

委员

10

王晨

女

苏州丝绸博物馆书记、副馆长

中国

委员

11

陈一慧

女

杭州一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

委员

12

王乐

女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中国

委员

13

钟秉章

女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馆长

中国

委员

14

何文明

男

南充市商务局副局长

中国

委员

15

苏淼

女

中国

委员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Taroni SpA 企业董事长
英苏布里亚大学文化遗产象征与科学
中心成员

希腊比雷埃夫斯银行集团文化基金会
主席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事
业部设计总监

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际丝绸学院）副院长

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教育科研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1

陈文兴

男

2

郑今欢

女

3

Antonio Jose Porto

男

4
5

Katarzyna
Schmidt-Przewozna
Weethima
Sawatwarakul

职 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丝绸联盟副主席、浙江理工大学校长
《丝绸》杂志社社长、教授
巴西圣保罗农业技术局加利亚发展研究组
首席研究员

国家/地区

备 注

中国

主任

中国

副主任

巴西

委员

女

波兰天然纤维与药用植物研究院副教授

波兰

委员

女

金·汤普森研发总监

泰国

委员

澳大利亚

委员

印度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6

王训该

男

迪肯大学副校长、教授

7

V.Shyam Kumar

男

印度 KARNATAK 大学教授

8

祝成炎

男

9

潘志娟

女

10

陈祥平

男

11

朱良均

男

12

鲁成

男

13

薛雁

女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

中国

委员

14

沈兴家

男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

委员

15

王永强

男

中国

委员

16

王华

男

中国

委员

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
丝绸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四川省丝绸协会会长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蚕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蚕桑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西南大学教授

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蚕桑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
东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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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技术创新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国家/地区

备 注

1

Giuseppe Bianchi

男

Seteria Bianchi Srl 董事长

意大利

主任

2

Silvio Faragò

男

意大利丝绸研究中心主任

意大利

委员

男

法国丝绸质量技术委员会主席

法国

委员

女

印度中央蚕丝局教授

印度

委员

女

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

巴西

委员

Trudel Limited, Ticino Branch 总经理

瑞士

委员

意大利

委员

缅甸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中国

委员

3
4
5

Jacques
POULENARD
Jameela Khatoon
Júlia Baruque
Ramos

6

Paolo De Ponti

男

7

Francesco Gatti

男

8

赵文婷

女

意大利丝绸纺织品检测中心（Centro
Tessile Serico）产品认证领域负责人
Kyauk Se Silk Co., Ltd. 经理
国际丝绸联盟副秘书长

9

卞幸儿

女

浙江凯喜雅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
浙江省丝绸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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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建梅

女

11

董锁拽

男

12

李龙

男

13

郭文登

男

14

杭志伟

男

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主任

中国

委员

15

李鹏

男

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

委员

16

王莹

女

山东海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

委员

苏州大学副教授
杭州海关技术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副所长
万事利集团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总工程师

国际丝绸联盟
International Silk Union

时尚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 号
1

2

姓 名
Xavier LEPINGLE
Danièle
CLUTIER-LEAUTE

性 别
男

职 务
国际丝绸联盟副主席、
法国丝绸协会会长

国家/地区

备 注

法国

主任

女

法国时装研究院市场研究与咨询部主任

法国

委员

3

Pascaline WILHELM

女

法国第一视觉时尚总监

法国

委员

4

Stéphanie KUNERT

女

法国里昂国立服装设计大学院长

法国

委员

5

Dilip Barooah

男

印度 Fabric Plus Pvt. Limited 董事长

印度

委员

6

Daniele Furlan

男

达利国际集团意大利分公司 CEO

意大利

委员

7

Seng Takakneary

女

圣淘沙丝绸创始人、常务总经理

柬埔寨

委员

女

泰丝公司产品总监

泰国

委员

8

Prapakorn
Sutthichailaccana

9

Le Thai Vu

男

会安丝绸集团董事长

越南

委员

10

吴海燕

女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

委员

11

邹奉元

男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

委员

12

张彦哲

女

中国

委员

13

关天计

男

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

委员

14

吴催

女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中国

委员

15

李苑蔚

女

上海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师

中国

委员

浙江凯喜雅集团品牌事业部
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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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丝绸网
世界丝绸网（www.worldsilk.com.cn）是国际丝绸联盟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以“交流合作 携手发
展”为运营理念，现设有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搜狐号、百家号、企鹅号等信息发布平台，
旨在通过发布产业资讯、传承丝绸文化、加强沟通交流、服务企业联合、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国际丝
绸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官网设中英文双语版面
 发布国际丝绸联盟官方通知、活动、报道
 服务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单位
 实时发布国际产业资讯
 实时发布国际丝绸产业数据
 发布国际会议、论坛等专家行业解读
 官网支持手机自适应和 IP 自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