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地址：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语言：中英同声传译 

5 月 20 日  上午主会场 08:40-12:15 

08:00 来宾签到  

08:4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主席 朱裕伦 

08:50 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助理主任 赵娜娜  

《海洋垃圾和塑料废物国际管理进展和趋势》 

09:20 EUROMAP传讯项目经理 Ina Vettkötter 《通往循环经济之路：德国和欧洲的塑料流动和消费后废塑料回收》 
09:50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石化事业部亚洲区市场开发和技术支持高级经理 刘杰 

《不断探循，共塑未来》 

10: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0:40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 盛敏 《再生塑料产业助力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 

11:10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Kingfa）可持续发展事业部总监 彭智 

 《高质再生，助力再生塑料产品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1:30 特百惠美国（Tupperware USA）产品创新副总裁 David Kusuma 博士   

《在新材料和新技术时代下的可持续产品设计》 

12:15 嘉宾合影 

12:20 午宴及交流 

5 月 20 日  下午平行论坛 13:30-18:00 

平行分论坛: 材料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 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范育顺 

13:30 罗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Logitech）工程部处长 韩朝阳博士 《生态设计》 

14:00 陶氏公司（Dow）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业务亚太区循环经济商务总监 Suny Markose 

《不要让它浪费：回收再利用，循环促经济》 

14:20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Johnson & Johnson）产品研发高级经理 董建生  

《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  

14:50 埃克森美孚化工（ExxonMobil）北亚区聚合物改性应用开发组首席 徐婕慧博士 《重新思考塑料再生》 

15:1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40 朗多集团（Rondo）产品经理 Fredrik Holst  

《再生塑料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一个加工商的观点：沃尔沃汽车案例分享》 

16:10 兴业工业有限公司（Heng Hiap）常务董事 谢建豪 《塑料的第三个生命》 

16:30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再生 PET 分会会长 / 威立雅华菲总经理 曹卫东 《中国 rPET 产业的挑战与机遇》 

17:00 博禄私人有限公司（Borouge）市场营销中心副总裁 Richard Horne 《迈向零废弃经济》 

17:20 头脑风暴 - 可持续发展是材料科技的使命，作为材料科技企业与用户，我们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如
何共同履行这一社会使命？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Adidas Sourcing Limited - 黄梓燕, Director Parley Operations, Sourcing Apparel 

平行分论坛: 塑料回收技术  主持人: 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驰飞博士 

13:30 台湾大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a Fon）资源循环处研发部副理 施承享  

《循环经济下的通路演化及再生塑料高值服务案例分享》 

14:00 奥地利埃瑞玛塑料再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REMA）首席销售官/联合首席执行官 Michael Heitzinger  

《循环经济在未来/欧洲实例》 

14:20 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驰飞博士 

 《PET 废弃物的资源化转换增值利用：从废旧纺织品到塑料管道和异型材》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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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雄  

《优质高效的塑胶粉碎回收》 

15:10 世林机械有限公司（POLYSTAR）行销经理 罗豪伟  

《POLYSTAR 回收设备核心利基- 简约洗练，成就不凡》 

15: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00 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兼新材料技术总监 张从武 《格力家电回收体系建设经验与规划》 

16:30 Sorema div. of Previero N. srl Sorema 公司中国代理 郑宇   

《PET 瓶及 PET 热成型回收再生的创新解决方案》 

16:50 江苏艾斯瑞特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卞友华 《回收与数字化控制》 

17:10 陶朗集团（TOMRA）亚洲区循环经济业务副总裁 常新杰 《回收技术, 引领循环经济变革》 

17:30 头脑风暴 - 殊途同归，你我同行！遵循循环经济，您对塑料回收与再生的不同思路与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发展
有何期望？ 

 

2019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同期活动 

CHINAPLAS x CPRJ 塑料回收再生与循环经济论坛暨展示会议程 
*资料截止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主持人：王永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 



 

 

 

 

 

 

 

平行分论坛: 环保塑料包装  主持人: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王洪涛 

13:30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高级项目经理 范华星 

《新塑料经济—重新思考塑料的未来》 

14:00 邦德拉路易基机械制造公司（Bandera Luigi）销售总经理 Andrea Rigliano 博士 

《用于加工再生及可生物降解原材料生产 PET 硬性包装的创新性生态友好技术方案》 

14:20 CEFLEX  李斌博士 《循环经济下的软包装回收再生：CEFLEX 带来的启示》 

14:50 NatureWorks LLC 功能性包装副总裁 Steve Davies 《针对循环经济设计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 

15:10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Nestlé）包装部总监 王雪涛 《雀巢包装可持续发展》 

15: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10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Amcor）技术服务总监 邹燕红 《Amcor 的环保包装案例分享》 

16:40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凤凤 《浅谈中国废塑料闭环循环利用管理》 

17:10 头脑风暴 - 包装与环保是对立的存在吗？如何从包装设计、用料、工艺，到回收、再生，形成一个环境友好
型闭环经济？ 

除以上演讲嘉宾外，头脑风暴嘉宾还包括： 

海洋恢复联盟/塑料城市论坛（Ocean Recovery Alliance）- Doug Woodring,创始人/总裁 

 
会议全天提供商贸配对服务，与会观众可获参观 CHINAPLAS 2019 国际橡塑展的免费入场码。 

 

5 月 21 - 24 日 

参观 CHINAPLAS 

2019 国际橡塑展 

“CHINAPLAS 2019 国际橡塑展”现已成为世界创新技术的大舞台，是全球领先国际塑料橡

胶展。展会将于 5 月 21 - 24 日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展出面积超

过 25 万平方米，预计汇集全球 3,500 多家领先展商，11 个国家及地区展团，为来自 150 个多

国家及地区的逾 18 万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展出新型原材料及加工技术。为紧贴

塑料回收再生与循环经济的主题, 现场将设有‘回收再生科技专区’及‘再生塑料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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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