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会议回顾
2-3.8.2018 | 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主办单位：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CPRJ 中国塑料橡胶

协办单位：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苏州市食品行业协会

江苏省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

国际橡塑展

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

SpecialChem.com

中国（广州）国际包装制品展览会

swop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世界塑料工程师学会

包装之家

更多详情：AdsaleCPRJ.com/PackConference
1 / 20

第六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鸣谢以下赞助商的支持

VIP 赞助：
钻石赞助：

黄金赞助：
展商：

其他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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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集锦
听众签到

主会场

分论坛会场

头脑风暴

展示与交流

会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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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词

唐詠雅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勇华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执行董事

主要演讲嘉宾

吴红军

贾鹏涛

潘振岳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

雅培（新加坡）亚太营养研发中心包装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销售

开发高级科学家

项目经理

蔡军杰

张英才

黄晓靖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YANG DESIGN 策略总监、合伙人&

副总经理

知名设计策略与趋势专家

刘峰

董建生

华雄

卡夫亨氏公司包装开发副总监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消费品全球包装

上海羽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部高级经理

更多图片，请浏览：
AdsaleCPRJ.com/Pack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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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议程
8月2日

上午主会场 08:00-12:15

08:00 来宾签到
08:45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詠雅
主持人：王志伟
暨南大学包装工程研究所所长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执行董事 李勇华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 吴红军 《包装行业的绿色环保转型之路》
雅培（新加坡）亚太营养研发中心包装开发高级科学家 贾鹏涛博士《雅培包装创新研发进展》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销售项目经理 潘振岳 《IML 行业应用及前景》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蔡军杰 《塑料食品包装与安全》
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英才 《智能模具&注塑》
YANG DESIGN 策略总监、合伙人&知名设计策略与趋势专家 黄晓靖 《2019-2020 中国塑料包装设计趋

09:00
09:30
10:00
10:20
10:50
11:20
11:40
势》
12:10 嘉宾合影
12:15 午宴及交流

8月2日

下午平行论坛 13:30-18:00

论坛 A: 食品饮料创新包装 主持人：暨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胡长鹰
13:30 卡夫亨氏公司包装开发副总监 刘峰 《小包装的大责任--卡夫亨氏绿色包装案例分享》
14:00 萨克米伊莫拉市场经理 Mr.Iacopo Bianconcini
《打破单层咖啡胶囊传统生产模式 - 多层咖啡胶囊压塑成型创新技术》
14:20 毕玛时亚太区研发经理 陈俊铮博士《新零售贴体包装 & 创新纸感印刷》
14:50 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监 刘忠平
《Lenze FAST 技术“驱动”食品饮料生产设备智能解决方案》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40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殷培所 《降解材料在热成型和软包装中的应用进展及趋势》
16:10 广州标际包装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曾芳 《包装材料的阻隔性与食品药品安全》
16:30 百利盖(昆山)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特种盖) 邵伟刚 《包装用塑料盖发展调整及应用创新》
17:00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市场开发及技术支持工程师 张德辉 《SABIC 食品包装解决方案》
17:20 上海珂明注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王兴东 《全产业链硬塑包装创新》
17:40 头脑风暴 – 安全是食品饮料包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课题，企业如何在保证功能性、个性化的需求下持续保
证这一使命？
论坛 B: 日化创新包装 主持人：深圳市新意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隽涛
13:30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消费品全球包装部高级经理 董建生 《快消品包装创新方向及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14:00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市场和媒体公关总监 王荣辉 《面向“新消费者”的包装创新》
14:20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天然 《3D 打印快速模具助力包装创新》
14:40 万通（苏州）定量阀系统有限公司产品开发总监 张伟达 《创新包装开发的流程及案例分享》
15:10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阿博格中国工业发展经理 房越 《阿博格多色盖高效注塑解决方案》
15: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00 日精 ASB 机械株式会社培训主任 黄国洲 《ASB 独特的温度调控能扩宽容器设计的可塑性及缩减生产周期》
16:30 阿蓓亚中国区 CRP 产品创新与开发经理 王士春 《浅谈化妆品包装的创新趋势》
17:00 德国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大客户和区域销售经理 Mr.Dieter Rothe
《挤吹成型中的换色——时间就是金钱和环保》
17:20 头脑风暴-近年日化包装材料与设计热点及趋势有哪些？如何实现日化创新包装的快速、高效及智能化生产？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雀巢健康科学（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仲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工艺技术管理部部长 林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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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C: 食品饮料与电商创新包装 主持人：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卢立新
13:30 上海羽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华雄 《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和快消品包装》
14:00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高级研发经理 黎毅雄 《消费者推动奥利奥包装创新》
14:30 意大利马奇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Mr.Claudio Grignaschi 《可持续包装薄膜的设备解决方案》
14:50 京东物流集团包装负责人 段艳健 《无界零售时代下关于电商物流包装发展趋势的思考》
15:20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市场总监 王琦 《包装自动化与电商运营优化》
15: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杭州娃哈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印雄飞博士《薄壁塑料包装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
16:40 泰兴开广塑胶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季勇 《浅谈乳泵的电商设计》
17:10 头脑风暴 - 电商包装如何采用新材料及工艺，以及通过减少包装用量、加强回收等，实现可持续发展？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包装经理 胡科杰
会议全天提供商贸配对服务，VIP 晚宴于 19:00 开始
8 月 3 日参观

08:20 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大堂集合，统一乘坐大巴前往参观：
线路 1：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及伊利乳业苏州工厂。
线路 2：江苏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常州生产基地。

同
日

期

时 间

8月2日 17:00-18:00

期

活动名称

活

动

活动地点

会中会——阿博格机械（上
海）有限公司
主持人：中粮包装投资有限
公司塑胶事业部业务部总经
理 元洪强
圣托里尼A厅
内容：阿博格双色盖系统介
绍 10 分钟-案例介绍 10 分钟
-模具技术介绍 10 分钟-现场
讨论 30 分钟

适合听众领域

备

注

调味品、日化行
业领域的终端用
凭邀请函
户及瓶盖生产企
业

迪嘉小批量高速生产咨询台
8月2日 全天

8月3日 上午

“迈向工业 4.0，快速小批量 皇 冠 宴 会 厅 前
全体听众
智造整体解决方案（3D 打印 厅
快速模具+微型精密注塑）来
助力”
研讨会——江天精密制造科
江天工厂
技（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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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听众

工厂参观及热
点探讨

第六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同期活动
1. 阿博格“双色盖系统”主题会中会 —— 时间：8 月 2 日 17:00 – 18:00

30+

受邀请的调味品、日化行业领域的终端用户及瓶盖生产企业参与

主持人：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塑胶事业部业务部总经理元洪强

柴文龙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应用工程师

佟朝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阿博格中国总经理

元洪强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塑胶事业部
业务部总经理

介绍双色盖注塑系统具体案例，模具技术的应用

现场的观众积极讨论
部分参加公司包括南方包装，强生，卡夫亨氏，中粮包装，娃哈哈，益海嘉里，珀莱雅，妮维雅，李锦记，阿
蓓亚，光明乳业等（详见参会名单）
2. 迪嘉小批量高速生产咨询台

—— 时间：8 月 2 日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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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微型精密注塑）来助力
演讲题目：
《3D 打印快速模具助力包装创新》
演讲人：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天然
迪嘉是一个产品快速开发及制造的 B2B 服
务平台，向客户提供快速小批量制造服务
及解决方案，包括工业设计及快速制造服
务，以及先进的增材制造、微型注塑、多
色多物料注塑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更快、更低成本地实现产品的开发及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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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开放日

—— 时间：8 月 3 日上午

180+与会人员报名，现场参观 5 套模具/5 套主机及自动化系统，资深中外专家演讲&劲爆抽奖

参观模具、自动化系统

现场交流研讨会

参观模具、自动化系统

8 月 3 日参观行程
线路一
上午参观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下午抵达伊利乳业苏州工厂，先后参观一期发酵乳车间以及二期发酵乳饮料车间

线路二
江苏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常州生产基地
先后参观中国首条全自动高速轮转吹瓶生产线及食品车间，圆桌分享及讨论

50+参观人士

包装制品参观

首条全自动高速轮转吹瓶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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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宣传
杂志 & 电子版
——《CPRJ》 6/7 月刊 | 46 – 48 页
链接：https://www.adsalecprj.com/Publicity
线上 & 社交媒体

AdsaleCPRJ.com
论坛报导 a：
《现场速递！直击今日苏州最火的第六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链接：https://www.adsalecprj.com/Publicity
论坛报导 b：《今日必看！ CPRJ 包装论坛一日游： 走进南方包装、江天科技及伊利酸奶工厂》
链接：https://www.adsalecprj.com/Publicity
会前电子报 （展前第 2、4、6 星期发出）
第一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packconf18/issue1/PackConf18_01_sc.html
第二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packconf18/issue2/PackConf18_02_sc.html
第三期：http://www.adsalecprj.com/newsletter/cprj_packconf18/issue3/PackConf18_03_sc.html
CPRJ 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V-DBeHK39jFv8OjTT391w
其他媒体：

平台（部分）

链接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

点击跳转

SWOP

点击跳转

SinoPack 华南包装

点击跳转

评语（部分节选）

此次研讨会 CPRJ 邀请的嘉宾行业资历颇
深，听众匹配度高，现场主办方还帮忙引
荐潜在客户，收获满满的一次活动

对这次雅式活动感到十分满意！研讨会组
织专业，大咖很多，还有参观活动，性价
比高！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雅琪集团

与雅式首次合作协办此次论坛，我们收获满满！
我们结识了很多产业链中有标杆地位及影响力
的朋友，聆听了多场高水平的关于行业发展的主
题演讲，以及行业热点话题的深度交流、智慧、
思想、观点的碰撞…
南方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此次高水平的包装国际会议，涵盖了包装技术
创新发展近年来的各个热点包括包装的绿色环
保，智能模具，注塑的发展前景，塑料食品包
装安全以及塑料包装的趋势发展分析，是非常
成功的一次盛会…
雅培（新加坡）亚太营养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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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统计
包装产品研发/质量监控/生产经理
董事长/总经理/厂长/高管

654

位人员

采购/市场/业务经理
其他

37%

32%

27%

4%
其他
1.5%

原材料/设备供应商
20.5%

352

家企业

食品/饮料/日用化终端企业
28%

超过

70%

为包装制品企业
和终端企业
包装企业

研究院所/协会

44%

6%

观众评价：

97%

99%

对论坛整体水平和成效满意至非常好

表示会推荐其他同仁参加 CPRJ 包装论坛
数据来源：超过 76 位现场听众提交的调查问卷

赞助商评价：
会议服务 –

94%

认为论坛的组织和服务很好至非常好

会议评价 –

94%

认为会议演讲内容很好至非常好

参会成效 –

89%

认为满意至非常好

参会目的 –

80%

认为已达到参会目的

赞助商得益：

了解塑料包装技术和应用市场需要
成功建立公司/产品形象

会面买家/分销/代理商

60%
57.1%
40%
数据来源：超过 90%赞助商提交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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