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地址：深圳深铁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中英同声传译 

4 月 16 日 上午主会场 08:30-12:40 

主持人: 拾柴环境(Shi Chai)负责人 王韧 

08:30 来宾签到 

08:4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副董事长 朱明怡 

08:45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CACE)常务副会长 赵凯 《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09:05 Nextek Limited 创始人兼 CEO Edward Kosior 教授 《消费后食品级聚丙烯(PP)的闭环管理》 

09:15 宜家贸易服务（中国）有限公司(IKEA)采购及物流东亚区总裁 陈慧《宜家供应链和再生循环经济》 

09:35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SABIC 石化战略事业部大中华区市场开发高级经理 那莹博士 《创造塑料循环经济》 

09:55 创新分享：雀巢（中国）有限公司(Nestle)包装部总监 王雪涛 《减少包装，一样美味，更多快乐》 

10:05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25 沃尔沃汽车 (VOLVO)可持续发展中心环保属性负责人 李保国 《沃尔沃可持续发展和案例介绍》 

10:45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Southern Packaging)首席运营官 李勇华 

《可持续发展实践：单一材质与再生材料在软硬包的应用》 

11:05 上海睿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RE-MALL)联合创始人兼 CTO 熊维博士 《同级再生，实现质的飞跃》 

11:25 泰国塑料研究所(Plastics Institute of Thailand)塑料市场分析部副总裁 Mr. Kongsak Dokbua 

《东盟的废弃物管理状况》 

11:45 陶氏公司(DOW)食品与特种包装亚太区资深市场经理 宋雪梅  

《探“循”低碳明天——陶氏公司创新型软塑包装解决方案》 

12:05  

 

 

 

 

 

 

 

 
 
 
 
 
 

12:35 嘉宾合影 

12:40 午宴及交流 

4 月 16 日 下午平行论坛 13:30-18:30 

 
 

13:30【迷你分享会】分享嘉宾： 

                  赫力昂(Haleon)研发包装负责人 程海硕 

                  联合利华研究发展中心(Unilever)北亚区美妆与健康事业部/全球清扬资深创新与开发包装经理 马思文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Luhai)董事长兼总经理 江凤凤 

14:00 再造狂想社(REMAKEHUB)创始人 赵畅 《「减碳减塑行动」废塑料逆袭成国潮环保新建材》 

14:30 丰溢绿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Global)营销部经理 张福麟 《由 PCR 再生塑料到海废再生塑料的跨价值链协作》 

14:50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Liby)包装研发负责人 孙宜恒 《日化包装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探索及未来》 

15:20 山东星达新材料有限公司(STAR)销售总监 徐中弼 《LDS 材料应用方案 | 可持续发展材料创新》 

15:40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PepsiCo)饮料包装研发副总监 许浩 《百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6:10 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Wacker)市场经理 柳丽君 《瓦克 Eco 生物基原料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16: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50 哈曼科技有限公司(Harman)包装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负责人 陈束斌 《包装可持续发展之路》 

17:20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Henkel)循环经济经理-全球包装与消费品粘合剂事业部 郑琰杰 《汉高塑造可持续未来》 

17:40 威立雅集团(Veolia) 威立雅中国固废-塑料回收市场开发经理 刘晓姝 《Plastiloop-威立雅高品质再生塑料与应用》 
 

2023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同期活动 

第四届 CHINAPLAS x CPRJ 塑料回收再生与循环经济论坛暨展示会议程 
 

平行分论坛  绿色设计与跨价值链协作 

【高峰对话】接轨国际 看再生塑料如何加速循环 

主持人: 凯马特集团(Kmart)可持续塑料发展经理 马一春 

 从国际领先地区以及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再生塑料如何突破瓶颈，加速循环？ 

1）当前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再生塑料有哪些优势与瓶颈？ 

2）从国际领先地区经验及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速区域化进程？ 

3）中国，尤其大湾区在与东南亚市场共推塑料循环经济方面，有哪些合作空间与潜力？ 

 对话嘉宾：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CPRA)秘书长 王永刚 

东盟塑料联合会(AFPI)秘书长/泰国工业联合会塑料分会主席 Mr. Viraj Klewpatinond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固废处处长 林卫强博士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项目主任 陈晓婷博士 

碧瑶绿色集团有限公司(Baguio)策略及投资总监 周榆桐  

维他奶有限公司(Vitasoy)可持续发展总监 古陶 

主持人: 东华大学(DHU)教授 李斌 



 
 
 
 
 

13:30【迷你分享会】分享嘉宾： 

                         广汽研究院(GAC)前瞻创新设计经理 崔洪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ary)副总经理 宋镇 

广西梧州国龙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Guolong)副总经理 陈道明 

14:00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高级项目官员 黎萌 《数字科技助力企业绿色低碳采购》 

14:30 广东弓叶科技有限公司(DATABEYOND)创始人兼 CEO 莫卓亚 

《工业 4.0 时代：建设再生 PET 行业的“黑灯工厂”》 

14:50 MATERI’ ACT 总裁 雷米.道丁 《MATERI’ACT 对可持续发展和循环性的展望》 

15:10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P&G)研发总监 周宛棣 《宝洁可持续发展远景及途径》 

15:40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WITTMANN BATTENFELD)技术支持工程师 唐军《智能回收&循环经济》 

16:00 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ENOX)总经理 闻靓 《再生资源装备技术与行业发展展望》 

16:20 迪卡侬(Decathlon)可持续发展运营经理、科学碳目标项目负责人 胡志鹏 

《迪卡侬全球采购和智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16:50 京东物流集团(JDL)青流计划项目负责人 段艳健 《京东物流绿色包装技术与模式创新》 

17:20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GER)副总经理 李坤 《废塑料循环利用全产业链建设实践》 

17:40 广汽研究院(GAC)前瞻创新设计经理 崔洪 《绿色生活，层层入境——（广汽概念车绿色设计前瞻探索）》 

18:10 上海奥塞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AUSELL)销售总监 陆莲 

《十八年铸就高品质 PCR 材料助力电子消费类、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 

 

 

 

13:30【迷你分享会】分享嘉宾：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环境与循环经济部部门主任 钱名宇 

                         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Mars)亚太区可持续包装负责人 宗慧超 

                         贝里精英(Berry Ace)高级研发经理 童耀宗 

14:00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主任 钟怀宁 《国内外食品级再生塑料法规及研究进展》 

14:30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Wanhua)新材料事业部产品经理 王绍杰 《万华化学低碳环保材料解决方案》 

14:50 欧力（上海）饮料有限公司(OATLY)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林春燕 《OATLY 包装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15:20 利安德巴赛尔聚烯烃（上海）有限公司(LyondellBasell)高新材料业务东北亚新业务开发及技术服务总监 王丰 

可持续发展业务高级经理 王晨《以循环经济致可持续未来》 

15: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00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Amcor)研发经理 何磊 《安姆科可回收包装方案——AmPrimaTM》 

16:30 上海若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ROYAL)总经理 韦丽明 《实现聚烯烃单一材质包装高阻隔性的材料和工艺》 

16:50 拜尔斯道夫中国(Beiersdorf)东北亚包装开发副总监 沈弘 《拜耳斯道夫可持续战略践行》 

17:20 奥地利埃瑞玛再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REMA)董事总经理 Markus Huber-Lindinger  

《100%全瓶体循环：rPET 及 rHDPE 食品级接触再生解决方案组合》 

17:40 德国双仕 Sesotec 集团全球回收分选事业部总监 Michael Perl  

《针对高质量塑料回收领域的分选和检测解决方案》 

18:00 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Intco)研发工程师 苏超 《EPS 泡沫塑料物理回收与高值化应用》 

 

  

会议全天提供商贸配对服务，与会观众可获参观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的免费入场码。 
 

4 月 17-20 日 

参观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 

以“启新程·塑未来·创新共赢”为主题，全球橡塑高科技大展 - “CHINAPLAS 2023 国

际橡塑展”将于 2023 年 4 月 17 - 20 日聚势回归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会规模达 38 万平方米，

集结 3,900+家海内外优质展商，汇聚具创新性的橡塑解决方案及行业信息，助全球买家找到开

启灵感和时代商机的“金钥匙”。 

为集中展现环保主题，现场将设立四个环保主题专区，包括回收再生科技专区、生物塑料专

区、再生塑料专区、环保添加剂专区，引领展商及观众探索循环经济领域的巨大空间。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平行分论坛  节能高效与低碳供应链 

平行分论坛  可循环与再生料高值利用 

 4 月 16 日 19:30-21:00 PR30 会议（仅受邀嘉宾）  

 

主持人: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GDPSA)秘书长 魏祁蔚 

主持人: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CPRA)副秘书长 周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