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地址：上海扬子江丽笙精选酒店

08:00 来宾签到

08:3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Adsale)雅式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詠雅

中国包装联合会(CPF)副会长兼执行秘书长 韩雪山

包装之家(PKG Family)创始人 吴林

08:40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联合会(WBCSD) 中国代表处主任 周卫东 《向更可持续和循环的包装迈进》

09:1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Yili) 创新中心包装研发总监 邓玉明

《围绕消费者体验与可持续发展的乳制品包装升级》

09:40 江门市华龙膜材股份有限公司(Hualong) 研发总工程师 魏洪媚 《功能 PE膜如何让软包装更环保？》

10:0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15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CPRA) 秘书长 / 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GRPG) 王永刚

《易回收易再生设计体系与实践进展》

10:40 贝里消费品包装中国(Berry CPI China) 联席行政总裁 章孝兵 《贝里国际-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奋楫先者》

11:10 北京绿色交易所(Cbeex) 绿色发展中心主任 张永康 《国内碳市场最新政策解读与产品碳足迹核算认证》

11:40 京东物流集团(JDL) 青流计划项目负责人、物流包装规划负责人 段艳健 《电商物流包装发展趋势解读》
12:10

12:50 嘉宾合影

12:55 午宴及交流

创意•低碳•破局 塑新生

第十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 议程

【塑料包装行业 CEO巅峰对话】如何真正践行塑料包装低碳之路？

主持人：上海海洋大学(SHOU) 食品学院教授 李立

13:30

13:50 精诚时代集团(JCtimes) 营销工程师 张文康《工业美学·探寻新制造——流延膜模头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14:10 安姆科集团(Amcor) 软包装亚太区技术&可持续发展研发总监 陈俊铮

《从概念到样品，如何打造高效包装创新模式》

14:40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Milliken) 美利肯化工亚太区资深市场经理 朱滋娜博士

《展望可持续——聚丙烯在食品饮料包装的创新解决方案》

15:00 上海英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Yingshuo) 创新总监 孙立伟 《让艺术引领未来（瓶的创新）》

15:30 上海洁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JW) 创始人兼总经理 周玮铭 《JW机械视觉在包装行业的应用》

15: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Want Want) 包材研发部经理 崔剑锋 《绿色生活下的创新包装》

16:40 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COMMERCE) 副总经理 庞赫然 《包材标识深度赋能企业数字化管理》

17:00 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包装研发经理 章辉 《食品包装可持续创新-实践分享》

17:30 苏州誉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Yuzen) 技术总监 惠洁 《视觉人工智能检测在塑包行业的新应用》

*本次论坛提供中英同声传译服务

【案例与需求-品牌分享会】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Danone) 研发包装负责人 何永俊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Liby) 包装主任工程师 王龙呈

对话嘉宾企业：

贝里消费品包装中国(Berry CPI China) 联席行政总裁 章孝兵

深圳市通产丽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Beauty Star) 董事长 陈寿

江苏彩华包装集团有限公司(Caihua) 董事长 夏嘉良

阿蓓亚塑料实业(上海)有限公司(Albéa) 中国区产品创新开发及模具制造总监 Stephane Wahl

讨论议题：

1. 塑料对包装行业低碳发展的价值

2. 企业践行低碳之路的关键举措

3. 携手推动塑料包装低碳发展

主持人：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 吴红军

主持人：东华大学(DHU) 先进低维材料中心教授 李斌



3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内容更新于 2022 年 9 月 5 日

主持人：暨南大学(JNU)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胡长鹰

13:30

14:10 上海盘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Patasty Food) 董事长 伍俊峰 《新食品、新包装、新机遇》

14:40 力劲塑机 (L.K.) 技术总监 张嘉亮 《新生活方式下的高效包装成型方案》

15:00 广州绿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Green Fill) 首席顾问科学家 /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余龙

《全淀粉可降解环保包装的发展》

15:30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Universal) 全国一般工业大客户经理 孙逸涵

《协作机器人赋能包装行业创新智造升级》

15: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20 华悦包装集团(Huayue) 董事长助理 黄伟圻 《软包装循环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16:50 天加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ipack) 副总裁 杨兵《不同预制菜包装形式设计》

17:20 苏州丰连实业有限公司(Unisupply) 董事长 周世革 《预制菜江湖》

主持人：中锐控股集团(Chiway) 包装板块负责人 元洪强

13:30

14:10 拜尔斯道夫中国(Beiersdorf) 包装材料合规技术经理 肖萍 《拜尔斯道夫可持续发展关爱超乎所见》

14:40 酷捷干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Cold Jet) 中国区销售总监 孙刚

《干冰清洗技术，助力塑料循环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

15:00 阿蓓亚塑料实业(上海)有限公司(Albéa) 中国区 CRP产品创新与开发经理 王士春

《化妆品包装的单一材料设计创新》

15:30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石化战略事业部大中华区市场开发高级工程师 黄剑锋博士

《通向合作互赢和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的新旅程》

15: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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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可循环设计和原生塑料减少的挑战和机会》

16:40 上海发那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Fanuc) 注塑机销售部高级销售经理 王冬倩

《注塑成型的智能制造在包装行业的应用》

17:00 广州市瑞高包装工业有限公司(REGO) 总经理 王明生 《2022 复合软管绿色之路》

17:30 曼盛包装(中国)(MENSHEN) 销售经理 黄喜宏

《创新，可靠 限塑令下看焊接盖在单一材料软包装上的应用及创新》

18:00 澳大利亚包装公约组织(APCO) 可持续包装经理 Janell Siek （视频参会） 《澳大利亚包装向循环经济转型之

路=-

【案例与需求-品牌分享会】

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包装研发经理 章辉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Uni-President)
某知名品牌企业

【案例与需求-品牌分享会】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Johnson & Johnson) 包装研发高级经理 王昊

凯马特集团(Kmart) 包装经理 毛毛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Henkel) 亚太区美发护发类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包装开发经理 苏赛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