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地址：虹桥锦江大酒店（原虹桥喜来登上海太平洋大饭店）

9月 3日 上午主会场 08:00-12:05
08:00 来宾签到

08:4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营业及市场推广总经理 萧文中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 吴红军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会长 高汝楠

包装之家创始人 吴林

09:00 中国包装联合会（CPF）副秘书长 吴红军

《新禁塑令解读》

09:20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Southern Packaging）首席运营官 李勇华

《包装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09:50 江门市蓬江区华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Hualong）研发技术总监 佐藤力

《包装基材的明日之星登场-拉伸聚乙烯》

10: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30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Procter & Gamble）包装研究发展部研发院院士 王平

《宝洁包装的可持续发展》

11:00 【高端对话：加速循环】我们的技术与行动能否加速塑料包装循环经济发展？

* 塑料包装循环经济模式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 企业可持续承诺、策略推进现状如何，有哪些可推广的经验？

* 如何平衡一款创新包装的商业与环保价值？如：多样化需求与减量、方便回收等环保诉求的平衡。

嘉宾：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Procter & Gamble）包装研究发展部研发院院士 王平

安姆科集团（Amcor）大中华区研发副总裁 王忠林

贝里精英集团（Berry Ace）总经理 殷浩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Uni-President）总经理助理

12:00 嘉宾合影

12:05 午宴及交流

9月 3日 下午平行分论坛 13:30-18:00
平行分论坛：新消费模式与包装创新

主持人：陈国康 上海市塑料行业协会秘书长

13:30 普乐集团（Huhtamaki）亚洲大洋洲创新总监 陈束斌
《可持续发展大潮中的中国限塑法规以及对相关包装的发展的影响》

14:00 汕头市达诚环保精机科技有限公司（Designer）大连分公司总经理 金星
《环保降解材料在双螺杆片材、热成型一体机的研究和应用》

14:20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NetEase Yanxuan）资深质量经理 熊永胜 《新消费模式下的电商包装》
14:50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HP）Indigo大中国区软包装销售总监 冯汉荃

《赢在数字时代---惠普 Indigo 推动软包装行业变革》
15:10 小卫（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Xiaowei）包装研发负责人 朱菁 《后疫情时代日化新品新态势》
15: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00 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HEYTEA）品管总监 杨春波 《绿色喜茶 在行动》
16:30 赫斯基注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Husky）硬质包装业务线资深应用和市场顾问 张翼俊

《赫斯基注塑解决方案支持包装差异化、多元化趋势，引领消费品包装新风尚》
16:50 无锡中央化学有限公司（Chuo Kagaku）总经理助理 杨兵 《生物降解容器痛点及解决方案探讨》
17:20 头脑风暴：材料、模具、设备、工艺、终端，如何携手高效推进产业链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平行分论坛：高性能材料与创新设计
主持人：元洪强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三片罐事业部业务部总经理

13:30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Pepsico）食品包装研发总监 赵振贤 《食品包装创新小谈》
14:00 纳新塑化（上海）有限公司（Nexeo Plaschem）行业开发经理 孙佳杰 《特种材料对于包装性能的改善》
14:20 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Menshen）技术部经理 陈宏《小胶囊，大智慧 - 多层阻隔技术在咖啡胶囊上应用》
14:50 陶氏公司（Dow）包装与特种塑料技术支持与应用开发经理 胥波 《功能性聚合物实现双腔室分割包装》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30 广州创特技术有限公司（Sino-Auto）技术总监 沈洁 《散装物料装卸与输送技术》
15:50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大中华区石化事业部市场拓展及技术服务高级工程师 路航

《SABIC 高性能软包装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包装需求，应对循环经济挑战》
16:10 阿蓓亚塑料实业(上海)有限公司（Albea）中国区 CRP产品创新与开发经理 王士春

《浅谈化妆品包装的创新开发》
16:40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Bohler）销售总经理 尹志锁 《博乐模具钢助力包装行业降本增效》
17:00 头脑风暴：材料与设计之间如何高效沟通，实现创新的设计方案？

创新赢发展 循环塑未来 - 第八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议程
*资料截止于 2020 年 9 月 2 日

主持人：邵琦

Storyway创始合伙人

主持人：CEFLEX 李斌博士



9月 3日 VIP 晚宴交流 19:00-20:30

9月 4日 上午平行分论坛 8:40-12:20
平行分论坛：快消品包装 — 软包专场 主持人：王韧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塑料项目中国负责人

08:40 CEFLEX 李斌博士 《CEFLEX 软包装可回收的最新设计规范介绍》
09:10 精诚时代集团（JCtimes）技术研发部资深工程师 张文康 《流延模头创新技术和精密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09:30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Mondelēz）中国及亚太区饼干包装高级研发经理 黎毅雄

《2025 环保策略下软包装创新的机会及挑战》
10:00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Rieckermann）分部经理 石桥

《到 2030 年，我们所有的包装都应该是可回收或重复使用的》
10:2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40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Sealed Air）高级应用专家 范传伟 《可持续发展包装概述及希悦尔包装解决方案》
11:10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Ametek）亚太区域销售和技术经理 何志勇

《货架期与包装阻隔性-优化您的包装，延长货架期》
11:30 顶正印刷包材有限公司（Tingzheng）资深研发总监 张顺淇博士 《疫情后抗菌材料在食品包装的新机遇与延伸应用》
12:00 GMG中国销售总监 梁荣刚 《GMG 色彩管理解决方案在品牌商和印刷厂里的应用和价值》

平行分论坛：智能制造与供应链管理 主持人：印雄飞博士

08:40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Wahaha）精机总经理兼机电研究院院长 印雄飞博士
《娃哈哈食品饮料智能制造实践》

09:10 日制钢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JSW）注塑机营业经理 萨康斯
《JSW 全电动塑料注射成型机在高速薄壁注塑解决方案中的应用》

09:30 葛兰素史克（GSK）亚太包装技术总监 胡明生 《消费保健品包装的机遇和挑战》
10:00 酷捷干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Cold Jet）中国区总监 孙刚 《更先进的清洗方式帮你挣更多钱!》
10:20 东莞市尼嘉斯塑胶机械有限公司（Niasi）董事长 唐亚青 《智能升级，降本增效》
10: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1:00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Johnson & Johnson）副总监 William Bao 《新常态消费品需求的变化及包装应对探讨》
11:30 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CCN）营销中心总监 杨继升 《用户思维下的包材数字化与供应链追溯》

9月 4日 下午平行分论坛 13:30-18:00
平行分论坛：快消品包装 — 硬包专场 主持人：李立博士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13:30 拜尔斯道夫集团（Beiersdorf AG）亚太区前端包装创新高级经理 沈弘 《包装可持续创新》
14:00 埃万特集团（Avient Corporation）添加剂产品经理 任路

《添加剂母粒在包装领域提供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14:20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Beauty Star）工艺技术管理部部长 林茂青 《加减乘除的包装创新方案》
14:50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Milliken）亚太区市场经理 朱滋娜博士

《如何利用 PP 打造创新 & 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40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Danone）研发中心高级包装技术经理 何永俊

《饮料包装优化升级及新技术应用》
16:10 萨克米（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Sacmi）技术支持经理 韩璐

《持续创新：萨克米瓶盖专有技术领域的全新应用》
16:30 布鲁克纳机械（中国）有限公司（Brueckner）凯孚尔销售经理 陈东 《产品设计和材料应用的最新趋势》
16:50 头脑风暴：材料、工艺等方面创新方案层出，推动包装设计发展与更迭，当前硬质包装创新有哪些新的方向和热点？

平行分论坛：循环再用及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胡长鹰博士 暨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13:30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塑料项目中国负责人 王韧
《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从源头解决塑料废弃物和污染问题》

14:00 艾利丹尼森（中国）有限公司（Avery Dennison）标签与包装材料服务营销总监 孙新
《不干胶标签赋能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

14:20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主任 钟怀宁
《可持续发展下的食品级生物降解和 rPET：合规与安全》

14:50 玛尚公司（Marchante）中国首席代表 陈林波
《玛尚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高挺度 BOPE和可循环利用 rPET超透明热成型片材》

15:10 卡夫亨氏公司（Kraft Heinz）包装开发副总监 刘峰 《包装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
15: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安姆科软包装亚太区（Amcor）技术 & 可持续发展研发总监 陈俊铮博士 《快消品包装可持续发展与挑战》
16:40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再生PET分会会长/威立雅华菲（Veolia）总经理 曹卫东 《食品级再生材料生产的体系探索》
17:10 头脑风暴：就塑料循环经济而言，今年以来中国市场有哪些进展？就 rPET 来说，目前全球及中国市场进展如何？

尤其在食品接触领域。

同 期 活 动

日期 时间 活动名称 适合听众领域

9月 2日 14:00-17:00
参观工厂
线路 1：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线路 2：贝里精英集团嘉兴工厂

仅限受邀嘉宾

9月 3日 18:00-19:00 创新工坊：如何让你的包装说故事？ 所有听众

会议全天提供商务配对服务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