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展示会暨 2018 重庆汽车行业年会

8-9.11.2018 | 重庆融汇丽笙酒店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CPRJ 中国塑料橡胶

国际橡塑展

世界塑料工程师学会

广东国际电动汽车展览会

SpecialChem.com

2018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用品展览会

中国中西部塑料行业联盟

更多详情：AdsaleCPRJ.com/AutoConference
1 / 14

第八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展示会暨 2018 重庆汽车行业年会

鸣谢以下赞助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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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议程
上午主会场 08:00-12:15
08:00 来宾签到

主持人：贺岩松教授

08:4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詠雅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汽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建平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重庆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08:50 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总负责人 王溦 《无人制造在汽车外饰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09:20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主任工程师/非金属材料负责人 李智
《华晨汽车非金属材料轻量化技术应用及规划》
09:50 金旸（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用材料总监 高翔 《金旸改性材料，引领新能源车用材料解决方案》
10:10 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刘玉鹏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技术研究及应用》
10: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1:00 长安福特汽车公司产品开发总监 江谦 《新材料技术及工艺在车身轻量化方面的应用和挑战》
11:30 上海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Solution 提案营业经理 李家亮 《绿色成型工厂的集中供料提案》
11:50 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两板机市场拓展部总监 彭晓平 《微发泡轻量化与模内装饰箔成型工艺》
12:10 嘉宾合影及午宴交流
下午平行论坛 13:30-18:00
主持人：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 杜克实业董事长 杜长春
13:30 YANG DESIGN 策略总监、合伙人&知名设计策略与趋势专家 黄晓靖 《为未来出行而设计》
14:00 埃克森美孚客户发展工程师，特殊聚合物 薛天翔 《山都平™ TPV 携手创新，合作共赢》
14:20 长安欧尚汽车研究院新能源整车技术业务单元材料与轻量化经理 刘波博士
《欧尚汽车新能源整车非金属轻量化技术研究与应用进展》
14:50 陶氏化学公司弹性体部门技术服务与研发 刘安栋 《汽车轻量化解决方案—陶氏化学弹性体 ENGAGE 11000 系列》
15:10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中欧新能源智能汽车联合会执行会长 陈平生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应用趋势》
15:40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运营总监 曾三喜 《中望软件，以 CAD 技术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16:0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30 汽车零部件先进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系主任 王选伦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
17:00 Kiefel GmbH 汽车行业销售经理 宋永山 《新时代的覆膜技术》
17:20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天恒
《快速小批量制造整体解决方案（3D 打印+快速模具+微型精密注塑）助力汽车零部件快速研发及定制化生产》

主持人：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东风小康规划部长 张有洪
13:30 延锋汽车饰件系统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中良 《汽车内饰制造工厂的自动化探索》
14:00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自动化及应用工程总监 刘克俭
《创新的注射成型技术为实现汽车轻量化提供助力》
14:20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技术经理 包文涛 《协作机器人改变汽车行业生产方式》
14:40 吉玛泰克自动化工程（常熟）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王峰
《Gimatic 精密夹治具在汽车内外饰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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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塑机销售部一般产业销售科销售经理 谢建玥
《FANUC ROBOSHOT 碳纤维注塑轻量化解决方案》
15:2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50 诺信塑料工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核心组件高级经理 宋建设
《现代汽车工业中的诺信部件解决方案 – PVB 膜、电池隔离膜、注塑元件的螺杆料筒》
16:10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汽车轻量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轻量化产品开发项目经理 高翔
《汽车前端模块以塑代钢轻量化开发》
16:40 富强鑫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炳贤《汽车部件轻量化与智能注塑解决方案》
17:00 东风佛吉亚汽车外饰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研发中心复合材料产品专家 孙海明
《从佛吉亚量产复合材料产品案例看轻量化零部件发展趋势》

主持人：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西南大学车辆工程系主任 李云伍
13:3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材料技术部非金属材料科科长 崔文兵 《塑料材料在汽车翼子板上的应用》
14:00 日本制钢所塑料机（香港）有限公司资深营业技术工程师 谭春根
《汽车塑料行业中的领航者 - JSW 日钢智能注塑机》
14:20 北汽研究院内外饰部非金属工艺科非金属材料技术经理 宋艳岭
《汽车非金属轻量化材料工艺应用及案例探讨》
14:50 Stratasys Shanghai Ltd. 大中华区大客户销售总监 田信广 《遇见未来 - 增材制造战略部署》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40 美万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内外饰部门总监 车国涛
《中高端新能源汽车布局下对车用塑料零部件企业的全新诉求》
16:10 兰蒂奇工程塑料（苏州）有限公司战略市场开发经理 祁源 《兰蒂奇高性能工程塑料延伸您的疆界》
16:3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高级经理、研究员级高工，吉林省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 田洪福
《非金属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与发展》
17:00 杭州科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文杰 《大数据时代注塑领域的智能制造》
会议全天提供商贸配对服务
11 月 9 日
8.30AM

小批量高速生产
咨询台
深圳市迪嘉机械
有限公司

重庆融汇丽笙酒店大堂集合，并乘坐大巴前往参观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同期活动

适合听众范围

迈向工业 4.0，快速小批量智造整体解决方案
（3D 打印+快速模具+多色多物料注塑）
来助力汽车零部件快速研发及创新

全体听众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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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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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詠雅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建平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汽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溦
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智能制造
总负责人

李智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
究院主任工程师非金属材料负责人

江谦
长安福特汽车公司产品开发总监

黄晓靖
YANG DESIGN 策略总监、合伙人&
知名设计策略与趋势专家

宋艳岭
北汽研究员内外饰部非金属工业科非金
属材料技术经理

陈平生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
中欧新能源智能汽车联合会执行会长

崔文兵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材料
技术部非金属材料科长

吴中良
延峰汽车饰件系统广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翔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员汽车轻量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轻量化产品开发
项目经理

更多图片，请浏览：
AdsaleCPRJ.com/Auto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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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行程
参观重庆长安铃木二工厂
11 月 9 日上午，由雅式 CPRJ 带队，参加第八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展示会暨 2018 重庆汽车行业年会的部分参会代表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重庆长安铃木二工厂。

注：基于重庆长安铃木二工厂对于部分内容的保密原则，主办方不便将工厂参观的内容详细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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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宣传
线上 & 社交媒体
AdsaleCPRJ.com
1. 《500+车用塑料精英齐聚重庆，第八届雅式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展示暨 2018 重庆汽车行业年会精彩亮点逐个看》
链接：https://www.adsalecprj.com/Publicity
2. 《参观重庆长安铃木二工厂 感受汽车环保智能制造的“小勺轻短美”》
链接：https://www.adsalecprj.com/Publicity
会前电子报 （论坛前第 2、4、6 星期发出）
第一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autoconf18/issue1/AutoConf18_01_sc.html
第二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autoconf18/issue2/AutoConf18_02_sc.html
第三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autoconf18/issue3/AutoConf18_03_sc.html
CPRJ 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
媒体合作平台
CHINAPLAS

点击跳转

PFP

点击跳转

SWOP

点击跳转

其他网络平台
齐鲁网-汽车

www.qiche.iqilu.com

汽车之家

www.autohome.com.cn

汽车商业网

www.autoweekly.com.cn

汽车中国网

www.qi-che.com

巴渝车网

www.bayuche.com

车天下

www.sy.chetxia.com

中国汽车品牌网

www.qichepinpai.com

易车网

www.news.bitauto.com

环球网-汽车

www.auto.huanqiu.com

中国汽车网

www.chinacar.com.cn

太平洋汽车-成都

www.pcauto.com.cn

环球汽车网

www.huanqiuauto.com

网易-汽车[深圳]

www.shenzhen.auto.163.com

壹车网

www.1auto.net

迅捷汽车网

www.auto.xjche365.com

第一汽车资讯网

www.autono1.com

搜狐网-汽车

www.sohu.com

太平洋汽车-行家

www.hj.pcauto.com.cn

今日头条-汽车

www.toutiao.com

车行天下

www.chextx.com

奥车网-资讯

www.oooo.com.cn

车周刊

www.automag.com.cn

北方网-汽车

www.auto.enorth.com.cn

新浪网-汽车

www.k.sina.com.cn

东方网-汽车

www.auto.eastday.com

爱卡汽车网

www.newcar.xcar.com.cn

评语（部分节选）
参加了几届，品牌推广和产品销售效果不错，一天就能见到很

此次研讨会 CPRJ 邀请的嘉宾行业资历颇深，听众匹配度高，

多终端,，明年会继续支持!

现场主办方还帮忙引荐潜在客户，收获满满的一次活动

吉玛泰克自动化工程（常熟）有限公司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论坛展示了汽车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趋势，为大

这是一次盛大的论坛，给了主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

家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收获满满，获益匪浅

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各方都从中获益，期待下一次相聚！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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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统计
产品研发/质量监控/生产经理

508

采购/市场/业务经理
位人员

26%

董事长/总经理/厂长/高管
其他

43%

26%

5%

3%

153

31%

28%
家企业

为目标终端
整车生产商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研究院所/协会
原材料、设备供应商
其他

和制品企业
5%
33%

观众评价：
对论坛整体水平和成效满意至非常好

表示本届论坛达到参会目的

数据来源：超过 155 位现场听众提交的调查问卷
赞助商评价：
参会成效 –

认为满意至非常好

参会目的 –

认为已达到参会目的

会议服务 –

认为论坛的组织和服务很好至非常好

会议评价 –

表示会推荐其他同仁参加 CPRJ 论坛

赞助商得益：
成功建立公司/产品形象

更了解当前塑料技术和应用需要

能与买家/分销/代理商见面

数据来源：超过 75%来自赞助商提交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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