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后报告

3月7日-8日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同期活动：2018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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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回顾：

3月7日-8日，“2018橡塑加工技术及创新材料应用高峰论坛暨展览会”于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隆重举行。本次高峰论坛扩大规模,以“智能塑造、引领创新”

为大会主题,共设置汽车、消费电子、医疗、包装、管道建材、母婴童、智能制造

七大会场。

为期两天的会议吸引参与量达千人次，汇集汽车、医疗、电子、包装、管道建材、

母婴童等超过300家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塑料材料研发及生产技术应用的专业

平台。



600+参会人员、7大主题会场、
50场专题演讲、近40个展台

现场签到
新技术发布区多场创新技术演讲
茶歇期间人不歇：聚精会神聆听展商的
技术交流演讲的观众群

展台交流

600 +名业内专业人士参与
汇聚了来自上汽、北汽、华晨、一汽、戴尔、美的、微创、强生、好孩子、贝亲、兰蒂奇、
百旺、吉玛泰克、摩丹卡勒多尼等600 余名业内专业人士参与

www.ringierevents.cn

举办现场幸运大抽奖活动，活跃现场气氛

同期活动: 2018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盛典共33家获奖企业



参会嘉宾调研

参会代表赠言

汽车/医疗/消费电子/管道管材及建材

/包装/母婴用品终端客户用品    49％

汽车/医疗/消费电子/管道管材及建材/包装

/母婴用品零部件制造企业及OEM /ODM厂商    22％

塑料原材料/辅料/助剂供应商    11％

塑料成型加工/自动化/模具设备    14％

政府监管机构/协会/学校

/第三方机构等其他行业相关企业    4％

董事长/总经理/厂长    20％

设计、研发总监/经理/工程师    30％

材料、技术总监/经理/工程师    27％

质量、产品、生产总监/经理/工程师    12％

市场、采购总监/经理/工程师    7％

政府/协会/研究人员    4％

按职位

20％

30％
27％

12％

7％

对行业具有深远影响力，可以让展商和企业工共聚一堂，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及技术上的难题。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对于材料的讨论开拓了大家的眼界，增加了行业内人员的交流，给厂商和供应商取得了机会。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司

举办方组织有序，环境舒适，演讲议题丰实。
                                                                                           ——上海米沙瓦医科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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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培民 先生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信息部主任
演讲议题：长三角地区塑料行业
情况分析

祁源 先生
兰蒂奇工程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战略市场开发经理
演讲议题：兰蒂奇高性能工程塑料延伸
您的疆界

王峰 先生
吉玛泰克自动化工程（常熟）有限公司
中国区经理
演讲议题：智能机械手臂助力橡塑应用
行业工业4.0

关志军 先生
摩丹卡勒多尼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经理
演讲议题：摩丹全新一代中央供料
系统

陈彦成 先生
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议题：模外裝飾技術與應用

Mr. Brian Taylor
Recycling Today Media Group
Editor
演讲议题：塑料回收行业的前景及
先进的案例分享

欧杰豪 先生
现任香港塑料业厂商会副主席
源辉表面装饰科技有限公司CEO 
演讲议题：环保膜片装饰 - IMD 及 DOD 
在汽车装饰件上应用简介

史沫 女士
西门子（中国）- 过程工业与驱动
集团 – 数字化企业创新发展中心
高级咨询顾问
演讲议题：从宝武西门子工业4.0
项目实践到智能制造思考

杨军 先生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华东区
演讲议题：百旺汽车应用技术创新
与案例分享

徐昌煜 先生
先进成型技术学会创会理事
董事总经理
演讲议题：汽车轻量化之微发泡
成型工艺

总经理 

任争胜 先生
株洲悍威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议题：《磁力快速换模助力工业4.0》

涂猛 先生
新科益系统与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Moldflow技术支持
演讲议题：联合仿真及其在汽车
门板装配上的应用

韩定中 先生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测量部全国产品支持经理
演讲议题：蔡司先进测量技术在汽车
橡塑制品领域的应用

林宗彦 先生
富强鑫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R&D 经理
演讲议题：智能化注塑技术
发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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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洪福 先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高级经理/研究员级高工
演讲议题：新能源汽车对非金属
材料的需求与展望

刘毅 先生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议题：智能注塑技术在医疗领域
的整体解决方案

李智 先生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演讲议题：汽车内外饰材料的发展
趋势分析

金香丹 女士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规顾问/海外认证注册部经理
演讲议题：从全球法规角度解读
设计变更

林森勇 先生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器械监管处处长
演讲议题：高速发展的医疗器械产业
给各方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姜洪炎 先生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支持与共享总裁
演讲议题：医疗级和植入级生物
材料在医疗器械开发中案

韩思思 女士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
咨询分析师 
演讲议题：中国大健康产业的
机遇与挑战

奚廷斐 先生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工程中心主任
演讲议题：医用高分子生物学评价
进展和问题

周雷刚 先生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塑可丽事业部部长
演讲议题：免喷涂美学塑料的价值及
落地应用解决方案

熊玉明 先生
美的集团
材料技术实验室主任
演讲议题：家电——智能材料
新舞台

刘佩婕 女士  
爱元福机械厂
销售经理
演讲议题：2019年仰望蓝色天空，
绿色环保OMD应用技术实现

张国伟 先生
杭州九阳小家电总工办
主管材料工程师
演讲议题：塑料材料在九阳小家电
中的应用

郭思瀚 先生
和硕设计
设计经理
演讲议题：新一代智能硬件
开发趋势与材质应用

徐昌煜 先生
先进成型技术学会创会理事
董事总经理
演讲议题：几种热门的先进注塑成型
技术用于生产家电/消费电子产品上的
效益、瓶颈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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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锋  先生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与战略咨询首席
大中华区副总裁
演讲议题：轮胎制造工业4.0案例
研究分析

张为民 先生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演讲议题：智能制造的实践：中德智能
制造系统交钥匙平台

陈文奇 先生
德国工业4.0创新中心
校长
演讲议题：先智人，再智造-工作与
生活的平衡

黄土荣 先生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首席工程师
演讲议题：定位二板智能注塑机
专家  构建注塑工业4.0工厂

陈洁 女士
戴尔
资深项目经理-供应链智能制造
演讲议题：虚拟工厂在注塑成型工厂
的应用

吴春 先生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应用部经理
演讲议题：工业4.0——最具竞争力
的网络智能化生产

姬卫东 先生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管廊行业总监
演讲议题：智慧城市综合管廊方向

刘毅 先生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议题：注塑技术的智能控制
-威猛4.0 

于东明 先生
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程师
演讲议题：热塑性交联聚乙烯
（TPEX）管材

石震 先生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演讲议题：除湿干燥设备在燃气管
挤出生产中的应用

钱俊 先生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
教授
演讲议题：光电海报及智能包装

崔剑锋 先生
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包装部经理
演讲议题：食品企业对包材的安全与
创新的管控与需求

朱菁 先生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演讲议题：食品包装发展趋势及
创新包装分享

梁五洲 先生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演讲议题：百旺包装应用技术创新
与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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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靖 女士
YANG DESIGN
策略总监&合伙人
演讲议题：轮胎制造工业4.0案例
研究分析

王壬冰 先生
广州市新童谷玩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议题：用中医的“望闻问切”
购买婴童玩具

马思文 女士
联合利华研究发展中心
包装部经理
演讲议题：谈谈pet包装在产品设计
和灵活性方面的应用

厉俊 先生
Innova Research
创始人和副总裁
演讲议题：创新包装与RFID
智能包装

丁彭华 先生
好孩子
塑胶事业部工程技术总监
演讲议题：新材料以及新工艺在母婴
行业运用

蒋祺 先生
LKK洛可可集团
业务合伙人、策略部门总监、
创新顾问
演讲议题：“双击”中国母婴市场：
全新场景下的消费体验

钱俊 先生
武汉大学
印刷与包装系教授
演讲议题：柔性智能母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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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A.O.史密斯 
COXONMEDICAL (SHANGHAI) CO., LTD 
Dell Inc.
FUELSHAKER
Halmana赫玛实验室
Innova Research
Kongsberg Automotive (Wuxi) Ltd.
LKK
Recycling Today Media Group
TE Connectivity
unilever
YANG DESIGN
埃驰(上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安波福
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安瑞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百加得洋酒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百特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保定味群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屹隆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优贝百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贝帝鲜（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博戈橡胶塑料（株洲）有限公司
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昌碩科技
常州豪爵电动车公司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延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德尔福派克（上海）国际管理有限公司
德国工业4.0创新中心
鼎科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公司
东莞市鸿兴食品有限公司
东郡乳业（集团）公司
方太宁波创新研究院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富士康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童谷玩具有限公司
哈弗技术中心上海办事处
海尔集团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海信工业设计中心
杭州鸿雁管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金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小家电总工办 
杭州乐檬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一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长江汽车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和记黄埔（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和硕设计
河北宝硕管材有限公司
赫比国际
恒屹（上海）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洪程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华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汇源集团三得利事业部上海汇饮食品有限公司
汇源三得利（上海）饮料有限公司
江苏安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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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嗨谣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坛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井源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瑞安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申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金塑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开源塑业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凯斯库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康宝莱（江苏）保健品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奈可（上海）汽车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科麦(上海)烘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科塞尔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快乐蜂（中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李尔汽车系统(扬州)有限公司

李尔中国工程技术中心

联合利华研究发展中心

临沂金锣文瑞食品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麦克英孚(宁波)婴童有限公司

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中央研究院

美嘉帕拉斯特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文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家用空调有限公司

宁波欧陆管道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恒兴玩具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强生医疗器材Johnson & Johnson Medical (Suzhou) Ltd.
荣和堂健康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瑞安成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瑞莱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三菱重工汽车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三信国际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陆宇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外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爱声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宝营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
上海乘逸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川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传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达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恩坦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机雨刮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甘萃食品
上海海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天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厚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惠普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洋生管道有限公司
上海景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上海龙胜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米沙瓦医科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佩尼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鹏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上海全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日丰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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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博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上医康鸽医用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万顺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祥盛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上海心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昕昌记忆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瑞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上海逸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英伦帝华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致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上海子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商用车技术中心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世丰产业集团

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司

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景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

潍坊市招商科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蔚来驱动科技

无锡吉兴汽车声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创源玩具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熙可食品

先进成型技术学会创会理事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信义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

叶浦都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英联川宁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源辉表面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欧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伽奈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商用车研究院

浙江吉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乐优贝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爽凯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浙江苏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微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西贝虎特种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正合医疗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www.ringierevents.cn

赞助商

媒体支持

扫一扫
加入讨论组

扫一扫，关注
荣格塑料工业

演讲、赞助及参会事宜请联系

会议经理：李莹莹 女士
+86 21 62895533*130
virali@ringiertrade.com

会议策划：任晓 女士
+86 21 62895533*357
kathyren@ringiertrade.com

2019年期待与您相聚

『2019橡塑加工技术及创新

材料应用高峰论坛暨展览会』! 会后视频回顾

http://my.polyv.net/front/video/preview?vid=fe15795ef26c082795e9f459da64e622_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