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会议回顾
4-5.8.2016 |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
主办单位：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CPRJ 中国塑料橡胶

支持单位：

国际橡塑展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规划委员会

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

swop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世界塑料工程师学会

合作媒体：

SpecialChem.com

支持媒体：

更多详情：AdsaleCPRJ.com/Pack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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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以下赞助商的支持

钻石赞助：

.

展商：

其他赞助：

2 / 13

第四届 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论坛议程
8月4日
08:00
08:45

来宾签到
致欢迎辞

上午主会场 08:00-12:00

语言：中英同声传译

主持人：胡长鹰
雅式集团主席 朱裕伦
暨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塑胶事业部业务部总经理 元洪强
09:00 中国包装联合会常务理事 陈寿 《用科学&工匠精神做包装》
09:30 博禄私人有限公司包装事业部应用市场经理 魏安岭 《Borstar®专有技术 - 共创可持续包装方案》
09:50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包装技术研究室主任 孙海滨 《塑料防盗瓶盖开启与安全》
10:2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40 上海矢创包装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志强 《浅谈日化包装的现状和发展》
11:10 德国贝克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Andreas Mehnert & 士耀国际 BEKUM 销售代表 葛娇娇
《中空成型的绿色和多样性发展》
11:30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虞建卫 《食品包装风险评估及管控策略》
12:00 午宴及交流
下午场 13:30-18:00
论坛 A: 塑料包装•创新材料及应用
A 厅主持人：许浩
13:30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许浩 《创新药品包装发展趋势》
14:00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市场经理 王荣辉 《包装行业中革新性的材料取代》
14:20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塑胶事业部业务部总经理 元洪强 《塑料包装创新趋势及体验》
14:50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钛白科技亚太区塑料应用技术市场顾问 彭凌箐博士
《Ti-Pure™ Protect 如何使奶制品更安全更新鲜》
15:10 贝里塑料集团消费品包装事业部创新执行副总裁 Jason Paladino 《创新包装及应用》
15: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会长 王联凤 《3D 打印在塑料包装领域的应用》
16:40 头脑风暴--新材料如何影响设计/如何与应用快速无缝衔接？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包材开发支持经理 曹传艺
江南大学包装工程系教授 王军
论坛 B: 塑料包装•创新设计、高效工艺及自动化
B 厅主持人：丁少辉
13:30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资深包装工程师 卢刚 《安利宝宝的新装》
14:00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苏州）有限公司全国模具应用经理 顾华英 《一步领先 - 包装模具表面处理新基准》
14:20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李小俊 《SmartLife 可持续性驱动包装创新》
14:50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应用技术总监 曾子健 《高速薄壁专用注塑机 - 在食品包装行业的应用》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40 德国工业 4.0 创新中心校长 陈文奇 《注塑成型 4.0 发展路线图》
16:10 常州汇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家鑫 《用信息互联打造智慧包装的基石》
16:30 头脑风暴--高效创新工艺国内外差异/全线自动化生产的瓶颈、突破及未来畅想。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研发包装经理 章 辉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营运及研发技术总监 张信勤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丁少辉
论坛 C: 塑料包装•安全与环保趋势
C 厅主持人：钟怀宁
13:30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徐彦渊 《塑料包装行业可能的食品安全危害与管理方法》
14:00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SGS 资深技术经理 朱慧君 《全球食品级法规发展趋势解析》
14:20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东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主任 钟怀宁
《食品接触材料中非有意添加物的风险与挑战》
14: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20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 李敏雯 《共享经济理念下的绿色环保包装》
15:50 安姆科中国区产品安全和法规经理 聂豫蓉 《食品包装复合膜的安全评估经验》
16:20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凤凤 《复合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现状与未来发展》
16:50 头脑风暴--包装之安全与环保的挑战？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研究院包装研究部部长 刘向红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 吴红军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监测中心主任 商贵芹
普派（苏州）包装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石玉和
会议全天提供商贸配对服务，晚宴于 18:45 开始
8月5日

08:30 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大堂集合，并乘坐大巴前往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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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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欢迎词

朱裕伦
雅式集团主席

元洪强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塑胶事业部业务
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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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演讲嘉宾

陈寿

孙海滨

石志强

中国包装联合会常务理事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包装技术研究

上海矢创包装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室主任

虞建卫

许浩

王联凤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会长

卢刚

李小俊

陈文奇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资深包装工程师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德国工业 4.0 创新中心校长

徐彦渊

钟怀宁

李敏雯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

经理

东）
，广东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主任

聂豫蓉

江凤凤

安姆科中国区产品安全和法规经理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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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图片，请浏览：
AdsaleCPRJ.com/Pack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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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统计
采购/市场/业务经理

39%

董事长/总经理/厂长/高管

451

位人员

29%

包装产品研发/质量监控/生产经理
其他

24%

8%
其他
4.7%

原材料/设备供应商
20%

223

家企业

食品/饮料/日用化终端企业

超过

31.3%

71%

为包装制品企业
和终端企业
包装企业

研究院所/协会

39.8%

4.2%

观众评价：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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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位现场听众提交的调查问卷

赞助商评价：
会议服务 –

97%

认为论坛的组织和服务很好至非常好

参会目的 –

97%

认为已达到参会目的

会议评价 –

92%

表示会推荐其他同仁参加 CPRJ 包装论坛

参会成效 –

89%

认为满意至非常好

赞助商得益：

了解塑料包装技术和应用市场需要

68%

成功建立公司/产品形象

51%

会面买家/分销/代理商

43%
数据来源：超过 37 份来自赞助商提交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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