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2019 年 3 月 20，21 日    

地点： 中国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 

            

紧贴市场趋势 

为供应商缔造更大商机！ 主办单位：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战略合作伙伴：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日程： 3 月 20（全天） 
平行分论坛：  - CMF 专场 — 颜色、材料、成型及表面处理工艺 

                    - 创新技术和新功能材料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同期活动：第九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 CMF 专项赛（详见附页） 

3 月 21（半天） 参观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工厂 

 

赞助商/参展商：(排名不分先后，更多赞助商陆续确认中) 

常州创盛，迪嘉，摩丹卡勒多尼，海迪，捷佳，华塑科技，中山礼信 ，玉竹新材料， DOW，邦尼化工，意普万，
南京力迅，翁开尔，百科机械，科莱恩，富强鑫等  
 
拟邀嘉宾(部分) : 
段丽莎          广东省工业设计创意与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色彩与材料应用研究实验室 CMF 负责人 
刘立志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首席专家 
钱立军          阻燃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中国石化联合会阻燃专委会副秘书长 
陈国康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志伟          罗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Logitech）技术经理 
杨卫民博士      北京化工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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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刚          中石化碳纤维及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合成材料所副所长 

 (排名不分先后) 

 

世界塑料工程师学会（SPE）  www.SPE.org.cn 

- SPE 是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专业塑料学会，会址设在比

利时和美国，聚集了全球接近 22,500+名塑料行业的专家 

- 成立超过 70 年，SPE 已成为全球塑料专家针对技术信息、培训、

交流以及资讯共享搭建的知识和事业发展的专业平台 

- SPE 所主办的 ANTEC 论坛为所属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会议 

“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 CMF 专项赛 www.gdpsa.org 

- 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是我国首个以政府首长名义冠名的工业设计

大赛，以“新审美，新材料，新工艺”为主题推动 CMF 行业与产

业的融合，促进产业供应链协同发展。 

-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邀请CMF大咖参加第二届CPRJ塑料创

新技术，CMF 与新材料论坛，同时在会议期间举行“十佳 CMF

优秀设计企业”等相关活动 

350+ 行业精英参与 

24+ 专家报告分享 

20+ 供应商展示 

70% 
改性塑料、新材料及混配料供应

商、塑料制品企业及品牌拥有者 

 

http://www.spe.org.cn/


                                               

全方位宣传： 

 《中国塑料橡胶 CPRJ 》及《CPRJ 国际版》会前预览+会后回顾  

 AdsaleCPRJ.com 和论坛官网同步更新论坛、赞助商和行业大咖信息 

 会前电子报向 216,000+ 塑料制品、化工及原材料、汽车、家电、3C 电子、建材、家具、医疗、包装、薄膜

等行业读者推送展商介绍及议程 

 CPRJ 社交平台会前预热论坛精彩要点， 展中与 3 万微信和 150 万微博粉丝分享活动花絮以及会议 PPT 

 

观众阵容（拟邀请）：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佛吉亚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 

四维尔丸井（广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高木汽车部件（佛山）有限公司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惠而浦产品研发（深圳）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富泰宏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中山格兰仕日用电器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步高教育电子有限公司 

斐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华米（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罗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公司 

广州枫叶管业有限公司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香港乐高有限公司 

万代玩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飞利浦伟康医疗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龙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珠海顺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深圳宝兴公司 

深圳恒方大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 

广东银禧科技有限公司 

 

  （更多受邀观众陆续确认中） 
 

 

 

2017 届回顾：AdsaleCPRJ.com/NewMaterialsReport 

 
 

352 位参会者          175 家企业 75%为企业高管、总工以及产品研发人员 

  

 
99%赞助商 

 
93%赞助商 

 
96%现场观众 

对参会成效感到满意至非常好 认为达到参会目的 表示会推荐其他同仁参加下一届 CPRJ 论坛 

 

数据来源：超过 90%赞助商提交的调查问卷 

 

http://emarketing.adsale.hk/content/htmls/epub/CPRJ/NewMaterialsConf17_Report_SC.pdf


                                               

赞助商评语： 

 

 

 

 

 

 

 

 

 

 

观众寄语： 

 

 

 

 

 

 

 

 

 

 

展品范围： 

 工程塑料、改性塑料、增强塑料、复合塑料                检测仪器和服务  挤出、注塑机械 

 碳纤维  塑料玻璃  模具、热流道  其他创新材料 

 添加剂  辅助设备、自动化设备、工业器材  3D 打印技术     

 色母、色料、涂料     热压、装潢和印刷等加工设备                     更多前沿工艺 

 

                                         

演讲及参展查询：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Heley Fu 付洁小姐 
电话：+86 755 2354 7186 
手机：+86 13926506418 
电邮：event@adsale.com.hk  
论坛网站：AdsaleCPRJ.com/Conference 
全球网络：AdsaleCPRJ.com/GlobalNetwork 

微信号：AdsaleCPRJ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我们对本次参会效果很满意，专家分享报

告安排紧凑，话题也十分贴合我们公司的业

务，今年将继续参会，同时将带来我们公司

最新产品与大家交流、分享。” 

广东中山礼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论坛的组织安排得好，本次论坛我们认为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分享行业最新技术的同时

也成功建立了公司形象，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参

加贵司的相关活动的。” 

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参加这一次 CPRJ&SPE 改性塑料与添加剂研讨

会，接触到了一些跨界、跨领域的知识，拓宽了知

识面。我们会比较关注改性塑料在这些细分领域的

实际工艺应用，也希望能够通过有深度的技术交

流，来获取有用的信息。”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参加 CPRJ 的论坛，觉得收获不错。在一

天内可以了解新材料、新装备和新工艺。我比较

关注生物材料，生物材料目前最大的瓶颈在于成

本比较高，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降低材

料成本，最终将会降低玩具成本，有利于消费者。” 

 

香港乐高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mailto:event@adsale.com.hk


附页 — 同期活动 

第九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 CMF 专项赛 

“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是我国首个以政府首长名义冠名的工业设计大赛。 

CMF 专项赛以“新审美，新材料，新工艺”为主题推动 CMF 行业与产业的融合，促进产业供应链协同发展。 

主办单位：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佛山市工业设计学会；广东工业设计协会 

支持单位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 

参赛组别设置（2 组） ：产品设计组、概念设计组 

作品要求（4 类别） ：1.色彩设计；2. 传统材料跨界应用；3. 基于应用的创新材料；4. CMF 材料表面处理 

国内外优秀作品：20000+； 专家评委：200+； 合计奖项：230+ 

时间  安排 具体内容  

2018 年 7 月 13 日起 宣传发动 印制《CMF 专项赛海报》，配合大赛的全面启动 

2018 年 7 月 13 日-9

月 14 日 
作品收集 

通过省长杯网络报名平台 http://gcup.gd-id.com/；参赛作品以图片形式

提交上传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 初赛评审 
协助地方赛区、省直赛区开展 CMF 类作品的初赛（非实物）评审工作，并

按要求推荐参加 CMF 专项赛复赛作品。 

2018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 
复赛评审 参赛作品以 1：1 实物或模型提交 

2018 年 10 月 25 日前 参加决赛 角逐钻石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大奖等 50+个奖项。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2 日；  
展览论坛安排 11 月 30-12 月 2 日广东工业设计展 CMF 专项赛成果展示专区；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2 日，2019 年初 
颁奖论坛  

举行 CMF 专项赛颁奖典礼；“新审美·新材料·新工艺 CMF 发展论坛”；

2019 年初编辑《CMF 专项赛专题片》（视频）  

2019 年 3 月 20 日 展出，分享 
2019 年 3 月 20 日第二届 CPRJ 塑料创新技术，CMF 与新材料论坛暨展示

会；“广东省首届 CMF 大赛” 

 

全渠道宣传： 

承办协会官方网站；公众号；微信群；官方微博等。编辑出版《CMF 专项赛海报》、《CMF 专项赛作品集》、

《CMF 专项赛作品海报》等 

扫码参赛：                         联系方式：  电话：020-84121422    邮箱：Lcj@gdps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