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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汽车塑料化与轻量化都是近几年国际汽车制造行业的发展趋势，目前车用市场需求趋向于更加轻量化的
车用材料。在汽车的发展当中，新材料的应用不可或缺，从最开始的金属车身结构、发展到现在的复合材
料车身结构，都展现着材料的变化

塑料在汽车制造中的应用不断增加。工业发达国家的汽车塑料使用比例占到了塑料消费总量的8%-10%
。不论是内饰、外饰还是功能型结构，都成增长趋势。预测到2020年，汽车平均塑料用量可以达到500kg/
辆以上。而我国的汽车塑料使用量相较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 

可以看出，从传统的“以塑代钢”，到新材料在汽车上的创新尝试及应用，都给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更
多的机遇与挑战，去满足全球汽车塑料化及轻量化的市场需求。

2020车用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热点议题

其他拟邀嘉宾

王建峰， 博士， 通用汽车
张振翀，主任工程师，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黄硕， 主管工程师， 东风汽车技术中心

-  中国最新车用塑料趋势及法规分析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言人待确认）

-  电池轻量化的创新技术如何在新能源汽车上实现（暂拟）
     赖兴华，主任，轻量化副所长，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所轻量化研究中心
-  汽车内饰轻量化的复合新材料及趋势（暂拟）
    李群民，工程经理，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微发泡材料在汽车零部件上的应用（暂拟）
    李文涛，项目经理，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  有机硅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
    瓦克化学( 中国) 有限公司（发言人待确认）

-  案例分享：百旺中央送料系统及工业4.0 在汽车行业应用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发言人待确认）

-  车用高性能工厂塑料的创新
    兰蒂奇工程塑料( 苏州) 有限公司（发言人待确认）
-  工业4.0中的智能注塑工厂
     信易电热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待确认）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博泽汽车技术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埃驰（上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格拉默车辆内饰（上海）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鸿准精密模具昆山有限公司 
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乘逸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琻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西贝虎特种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
埃迪司汽车饰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屹隆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汽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常州豪爵电动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装备责任有限公司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丰田合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哈弗技术中心上海办事处
洪程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华阳汽车电汽有限公司
江苏金坛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瑞源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康奈可（上海）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昆山显耀车灯有限公司
李尔（上海）汽车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美嘉帕拉斯特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纽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瑞安成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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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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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帆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世达 - 华阳汽车电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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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亿力电器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商用车技术中心
深圳市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区合佳盛世汽车配件厂
蔚来驱动科技
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依工（宁波）电子元件紧固装置有限公司
浙江电咖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双快自由新能源有限公司 
郑州贝欧科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武藏涂料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特时代碳纤维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北京化工大学

江淮汽车 

汽车分会场
上届参会公司名单



会议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球老龄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地区医用橡塑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因造价低廉、性
能优异，一些橡塑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器材市场，PVC和PP等高
性能树脂开始取代玻璃、金属等传统材料，加上中国医疗保健市场迅速发展，对医疗器材的需求
日益增长，这将在未来六年内推动医疗橡塑的市场需求。

塑料在医疗护理方面的应用广泛,从包装到设备本身都有涉及。一些原始设备制造商已经成功从
金属设备转型至全塑料架构。到2025年，中国将是医疗橡塑市场的有利竞争者。新的行业材料使
用标准出台，加上提出的医用橡塑可回收、再利用的大趋势，为医疗行业带来了更多的监管和挑
战，也给国内医疗行业带来了有利的刺激，鼓励医疗橡塑产业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2020医用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热点议题

其他拟邀嘉宾

康亚红， 研发部高级研发经理，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殷敬华， 总工程师，威高集团
胡明生，区域包装技术经理， 葛兰素史克 

-  医用塑料使用现状与趋势
    上海医疗器械协会（待确认）
-  3S安全注射器及其技术应用 
    张烔焜， 执行董事， 杏旭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  智能注塑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暂拟）
    William. L, Sr. Process Engineer,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  医用可持续性生物塑料材料（暂拟）
    陈海亮，经理，上海鱼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  蔡司无损测量技术及医用橡塑领域应案例
    韩定中，产品销售经理，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  百旺医疗应用技术创新与案例分享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发言人待确认）



花沐医疗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苏云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APS, LyondellBasell
Arkema Inc
BD 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U&U Medical
安瑞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百特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必能信超声（上海）有限公司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博阳生物科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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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万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谷崧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伊之密高速包装系统有限公司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嘉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辉美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综合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常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创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迈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永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精英雅式医疗制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精英雅式医疗制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龙沙（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迈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迈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汉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华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瑞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龙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纽晟医疗制品（上海）有限公司
全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埃斯埃医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艾克德斯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安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伴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必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成运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传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达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德志雷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恩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恒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宏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嘉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库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魅丽纬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米沙瓦医科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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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医康鸽医用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施美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淞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速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瑞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亚澳医用保健品公司  
舒尔曼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双鸽 - 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复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同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西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泰州市精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潍坊市招商科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闻泰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艺尔康听力科技 ( 上海 )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允圣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欧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创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伽奈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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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优特格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中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众之峰（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聚民生物
BSI（英国标准协会）
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轻纺医用材料研究所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

医用分会场上届参会公司名单



会议背景

伴随5G通信技术、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化、轻薄化需求的逐渐提升，手机、家电产品、
智能穿戴产品的材质选择及制造工艺也正在发生变化和创新。消费电子类产品对EMC、散热、防
水、粘接等功能要求越来越高，迭代速度越来越迅速，对新材料、新工艺要求也更加苛刻，消费电
子功能材料的技术、应用难点如何突破？未来发展趋势又该如何？

为此，2020电子电器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将于2020年3月5-6日在上海召开，来自消费电子制
造商、橡塑材料供应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的专家，将会聚集一堂，就创新材料在消费电
子领域的应用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020电子电器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热点议题

-  电子电器行业发展趋势及塑料应用
    孙中敏，上海家电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  模具新工艺在消费电子中的新应用
    上海泽厘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  电子电器产品外观色彩装饰跨界研究
     刘敬，总经理，浪尖设计

-  功能性材料在消费电子上的应用
    叶文，功能材料事业部副部长，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精细化研究所

-  消费类电子产品的CMF设计及趋势
    Nieo Song, CMF Manager, 罗技科技（邀请中）

-  消费电子轻薄化下的材料和表面处理工艺的发展（塑料一体设计的研究）
    左常龙，高级经理，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邀请中)

-  产品轻薄化、智能化、小型化需求下创新材料应用
    黄超，开发主管，松下家电（邀请中）

-  热管理与高导热材料最新进展与研究
    杜鸿达，清华大学深圳热管理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拟）



 HP ( 惠普 )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日新 ( 天津 ) 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 TCL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 ( 杭州 ) 有限公司
TCL 智能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常州不二精机有限公司
滁州普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戴尔科技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富士通将军（上海）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韩电集团宁波洗衣机有限公司
杭州华日家电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肥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
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  
和硕设计
赫比国际
鸿准精密模具昆山有限公司 
嘉兴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科思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库尔兹压烫科技 ( 合肥 ) 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宁波欧琳厨具有限公司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国际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鼎为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胜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赛博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公司
上海小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亿力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传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舒尔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沐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 ( 杭州 ) 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伟创力上海研发中心
小佩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武藏涂料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材料工艺研究所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办
闻泰科技
上海灿浦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戴尔笔记本
海尔集团
四川大学

消费电子分会场
上届参会公司名单



会议背景

伴随着低碳环保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很多领域都在践行着低碳环保，包装材料领域也
是如此。很多对环境有污染的包装材料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绿色包装材料成为了包装行
业的发展新趋势和未来。而传统包装行业如纸包装、塑料包装、电子产品包装、金属包装等
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局面。

同时随着国家对循环经济的政策偏向，包装行业也面临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作为应
用非常广泛的包装材料，塑料等创新材料也必定要符合经济的发展趋势。

为此，荣格工业传媒将于2020年3月5-6日在上海举办2020包装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以
求探讨“促进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方法！

2020包装橡塑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热点议题

-  塑料包装物循环再利用现状和解决方案
    王韧，副秘书长，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
-  面向智能包装工厂的百旺原料处理系统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发言人待定）
-  海洋生物可降解材料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探讨
    清华大学教授（待定）
-  食品安全与包装材料的选择
    沈华军，包装研发负责人，好时（上海）食品研发有限公司
-  智能包装与功能性包装材料应用研究
    陈晨伟，副所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包装研究所
-  电商时代下快消品包装的材料需求及发展趋势
    宗源，包装采购经理，惠普集团
-  休闲零食包装工艺及设计分享
    任泛舟，总经理，上海品室咖啡有限公司
-  塑料包装薄膜应用及市场探索/发泡塑料新工艺对包装应用效果
    希悦尔包装（邀请中）
-  可持续包装的解决思路及案例分享
    龙朝阳，大中华区循环经济经理，利乐包装（邀请中）



上海传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高琦香精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苏梁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耐帆包装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润梦源饮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Autajon 
Unilever
艾尔贝集团 / 上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精良同硕塑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波力食品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有限公司
常州树杰塑业有限公司
东君乳业（禹城）有限公司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塑料设备有限公司
富泽新记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食品集团
杭州嘉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金杭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尚点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养生堂保健品有限公司
亨氏（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华威聚酰亚胺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百微天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鸿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精良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瓦屑包装袋有限公司
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
宁波劳仕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普维食品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青州市同创长荣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三樱包装（江苏）有限公司
森永食品（浙江）有限公司
上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潮乡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
上海达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费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高桥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宏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华宝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汇饮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惠缘谷物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皎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金午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晋升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理日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联超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联盈塑料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明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庆丰彩印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塑料印刷厂
上海瑞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三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塑料工程技术学会
上海思妍丽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塑料制品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腾曼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通产丽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外贸瓦屑包装袋有限公司
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欣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兴雅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有限公司  
上海雪菲儿（雯婕诺）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雪菲儿（雯婕诺）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钰莉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庄臣公司
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喷铝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自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  
声科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博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苏州市志康包装有限公司
泰格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泰兴开广塑胶有限公司
维龙（上海）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无锡金皇花食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春鑫塑料厂有限公司
西诺食品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熙可公司
小丑鱼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雅士利国际集团
叶浦都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众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诸城市汇通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海洋大学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
普派 ( 苏州 ) 包装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联合会
联合利华研究中心
上海锦瑞祥食品有限公司
壹行研

包装分会场
上届参会公司名单



会议背景

2020塑料循环利用创新发展论坛 

热点议题

拟邀嘉宾

盛敏，秘书长，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
陆晓中，秘书长，中再生协会再生塑料行业标准工作委员会
吴驰飞，教授，华东理工大学
张哲民，副处长，中石化石科院科技处
杜欢政，所长，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
周炳炎，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循环经济已成为全球橡塑行业热的话题之一，这一主题将改写整个行业的“游戏”
规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再生塑料的质量，再生塑料应尽可能接近原
始材料。中国是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作为高分子材料的主要品种，塑料耗用
了合成聚合物的70％以上，再生塑料产业遵守“环境友好化、高质化、财税扶持经常
化”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核心是绿色化。

各国政府以及公众对于塑料污染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如何促进新塑料经济,发展
塑料再生行业,构建塑料循环再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2020荣格橡塑大会，将同期举办“2020塑料循环利用创新发展论坛”
探讨塑料循环经济中，塑料行业上下游如何携手，为塑料循环利用的发展，
姜堰现场

-  高分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现状、趋势
-  塑料废物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发展
-  如何让再生塑料颗粒走向高端产品
-  食品级再生PET的技术与设备要求

-  木塑性复合材料助力循环经济的发展
-  生物基塑料的特性和应用
-  聚氨酯塑料回收利用现状及创新
-  聚酯回收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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