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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深圳，维达集团、
广东百顺协办。
观众人数首次突

破30,000人

2014年
成都，广东景兴、爹

地宝贝协办。全球
最大规模生活用
纸、卫生用品展会

2012年

厦门，福建雀氏协办。
恒安、维达、金佰利、

金红叶等巨头共同亮
相生活用纸精品展区

1999年
西安，邯郸新欣、
西北轻工业学院
协办。展览净面积
455m2

1997年
昆明，邯郸金佰利
舒而美集团协办。

年会正式以展览+
研讨会形式亮相

2011年
青岛，恒联美林
协办。观众达到
16,000人

2000年

北京，北京倍舒特协
办。展商生产线设备
首次现场演示

25年专业品质
15000家业内企业的选择



2008年
厦门，恒安集团
协办。展位达到
729个，观众突破
8,000人

2017年
武汉，湖北丝
宝、浙江优全
共同协办。

2014年
成都，广东景兴、爹

地宝贝协办。全球
最大规模生活用
纸、卫生用品展会

2015年
深圳，广东昱升、爹地宝
贝、邦丽达、佛山宝索协
办。恒安、维达等巨头
共襄盛会

2009年
苏州，金红叶协
办。展览面积达到

10,000m2，观
众突破万人

2018年
南京，恒安集团、金三发
集团、上海富永、佛山新
飞、江西欧克共同协办。

期待与您共创佳绩

2016年
南京，金红叶、上
海唯尔福、杭州舒
泰、佛山新飞、湖
州优全共同协办。

2004年
天津，天津依依
协办。共计20条
生产线现场演示

2001年

珠海，广东维达、
广东中顺、珠海香
凌协办。观众突
破3,000人

1994年

新会，广东维达协
办。年会以技术交
流会形式诞生

2000年

北京，北京倍舒特协
办。展商生产线设备
首次现场演示



主办单位：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协办单位：
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金三发集团•优全护理
上海富永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欧克科技有限公司

晚宴赞助单位：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桑普生物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大源非织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义厚成日用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港兴纸业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唯尔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上海护理佳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华企业有限公司 
上海丰格无纺布有限公司 
富乐胶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波士胶（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亿维实业有限公司 
法比奥百利怡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PP（中国）生活用纸 
永丰余家品投资有限公司 
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有限公司 
贝里国际集团 
莱芬豪舍塑料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南京松林刮刀锯有限公司 
维顺（中国）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宜兴丹森科技有限公司 
依工玳纳特胶粘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新余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紫佰诺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南六企业（平湖）有限公司 
安庆市恒昌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富田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司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爹地宝贝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新亿发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妙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河南舒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第25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及会议
(2018年生活用纸年会暨妇婴童、老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一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白天鹅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景兴健康护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啟盛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茵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佳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比伦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德昌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佳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兴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 
宁夏紫荆花纸业有限公司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珍爱卫生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EDANA（欧洲非织造布协会） 
INDA（北美非织造布协会） 
BAHP（北美婴儿和成人卫生用品中心 )
KTSD（土耳其洗护及个人护理用品协会）
APCoHM（俄罗斯香料/化妆品/家用
化学品和卫生用品制造商协会) 
JHPIA（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 
BCH（印度非织造布协会）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用品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 
ITE China 
授权中国

支持媒体： 
NONWOVENS INDUSTRY

TECHTEX INDIA
INPAPER
ME TISSUE
Print Media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中国造纸杂志社

《中华纸业》
《纸和造纸》
《轻工机械》
《喷码与标识》
《财富纸业》
《生活用纸与设备》
《国际非织造工业商情》
《卫生用品》
中国婴童网www.baobei360.com
中国喷码标识网www.pm114.com
财富纸业官网www.cfzy.net
中国生活用纸网www.weishengzhi.cn
中国纸业网www.chinapaper.net
中纸在线纸业网www.zhongzhi.cn
中华婴童网www.61mami.com
卓创资讯会友网meeting.sci99.com
中国卫生用品网www.wsypw.com
www.inda.org
www.edana.org
www.jhpia.or.jp
www.bch.in
www.nonwovens-industry.com
www.inpaper.com
www.metissue.com
www.indonesiaprintmedia.com
www.tradeindia.com
www.biztradeshows.com
www.b2b-tradeshows.net
www.pulpandpaper-technology.com
www.tradeshow.tradekey.com
www.globalsources.com



参观理由

获悉行业最新技术和产品，听取专
家建议和行业市场分析，找到具体

解决方案

全球最大生活用纸、卫生
用品行业盛会，已成功举
办二十四届，汇聚国内外

众多知名企业
800家企业参展，面积达80,000m2。

CIDPEX国际研讨会是业内企业了解行业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掌握行业市场
发展走势的最佳学习交流平台。

1

最直观的产品实际体验
CIDPEX使您能在同一地点、同
一时间了解到全球最新的产品和
创新技术，观看国内外数十台先
进生产设备现场演示。

2

5



依托行业协会优势，多种形式邀请直达

50,000国内外买家
国内最全的信息数据库，使您在短时间内集中
会见行业内众多的管理者、技术人员、采购和
销售经理、经销商和代理服务商。

与全球同行学习和交流的

最佳平台
CIDPEX是全球业内人士讨论
行业热点问题、解决客户之道
的良好平台。

与潜在客户团队见面的

绝佳机会
CIDPEX能让您与潜在客户（从
管理高层，产品经理到购货代理
商）面对面交流、座谈，是成长
型企业和新品牌企业招商、快速
提高品牌知名度的的绝佳机会！

3

4

6



展区分布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晚宴赞助单位：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富永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金三发集团•优全护理

佛山市新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欧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其他原辅
材料展区

非织造
布展区

卫生用品
设备展区包装

设备展区

卫生纸加工

设备展区

卫生纸机及配
件展区

高吸收性
树脂/热熔胶/包装及印刷展区

生活用纸
展区

其他原辅
材料展区

老人护理
用品展区

妇幼呵护
用品展区

婴童卫生用品/
擦拭巾展区

445566778号馆8号馆
号馆9号馆9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第25届（每年1届）

2018年4月18-20日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河西江东中
路 300 号）

80,000平方米展会时间

展会地点

展会面积

展会届数 预计30,000名

预计1,000个

预计800家参  展  商                

专业观众

参展品牌

其他原辅
材料展区

非织造
布展区

卫生用品
设备展区包装

设备展区

卫生纸加工

设备展区

卫生纸机及配
件展区

高吸收性
树脂/热熔胶/包装及印刷展区

生活用纸
展区

其他原辅
材料展区

老人护理
用品展区

妇幼呵护
用品展区

婴童卫生用品/
擦拭巾展区

445566778号馆8号馆
号馆9号馆9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号馆号馆



展品分区

展区类别 展区名称 位置 展览范围

原辅材料

非织造布展区

4展厅

热轧、热风、纺粘非织造布

SS、SMS、SMMS等复合非织造布

亲水、拒水非织造布

水刺非织造布

双组分纤维、ES复合短纤维等纤维原料

非织造布用聚合物

干法纸、吸水复合纸

导流层材料

高吸收性树脂 /热熔

胶/包装及印刷展区

高吸收性树脂

丙烯酸类聚合物

热熔胶，石油树脂 

包装袋/盒，包装卷膜

包装设计

制版，印刷

标签

彩色商标，不干胶商标

其他原辅材料展区 4/5展厅

纸浆、绒毛浆

流延膜及塑料母粒

胶带/胶贴/魔术贴

弹性非织造布材料、松紧带

打孔膜及打孔非织造布

造纸化学品

香精、表面处理剂及添加剂

离型纸/离型膜

妇幼呵护及老
人用品

妇幼呵护用品展区

5展厅

卫生巾、卫生护垫、产妇巾、乳垫、妇婴两用巾、卫生棉条

婴童卫生用品 /擦拭

巾展区

婴儿纸尿裤/片、婴儿拉拉裤、隔尿垫巾

湿巾、柔巾卷

纸内裤、工业用擦拭巾、纸鞋垫

压缩毛巾、面膜

手术衣、口罩、帽、医用检查垫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

扫一扫，
带您预览展品



展区类别 展区名称 位置 展览范围

妇幼呵护及老
人用品

婴童卫生用品 /擦拭

巾展区
5展厅 食品垫

老人护理用品展区 成人纸尿裤/片、成人拉拉裤、轻度失禁用品、护理垫等

生活用纸 生活用纸展区 6展厅

原纸

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餐巾纸、厨房用纸、擦手纸、湿

厕纸、马桶座垫纸

设备器材

卫生用品设备展区 7展厅

卫生巾/卫生护垫/乳垫/产妇垫设备

婴儿纸尿裤/片、婴儿拉拉裤设备

成人纸尿裤/片、成人拉拉裤设备

医用床垫/手术衣/口罩/鞋套/圆帽等一次性卫生用品设备

宠物纸尿裤/宠物垫设备

成型刀模具、压花辊总成等配套刀具

流延膜机、绒毛浆粉碎机、封口机、理片数片机

工业皮带、输送带

打孔膜设备

热熔胶机

非织造布设备

干法纸设备

湿巾设备

卫生纸加工设备 /卫

生纸机及配件展区
8展厅

卫生纸、厨房用纸复卷机

面巾纸、手帕纸、餐巾纸、擦手纸折叠机，分切机

卫生纸机

烘缸、流浆箱、造纸机械刀片、磨刀机、压花辊、备浆设

备、阀门、真空泵等相关器材配件

卫生纸配给器

包装设备展区 9展厅

输送系统

堆垛机

包装设备、裹包设备

喷码机、制袋机、开袋机

装卸设备

其他相关设备 7/8/9展厅

检测仪器

自动化及控制系统

印刷机



CIDPEX2015预约参观

电
话

预
约

短
信

预
约 微

信
预

约

邮
件

预
约

请收到我们发给您的年会邀
请短信后，回复“姓名+手机
号+公司名称”即可预约成功

官方QQ号800081501,
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扫描此二维码，
快速预登记

发送“姓名+手
机 号 + 公 司 名
称”至cidpex@
cnhpia.org
即可预约成功

即刻致电010-
64778188,
我们的工作人员
将为您提供一对
一的预约服务

仅需1步，
   免费参观

QQ预约

推荐



王华荣
泉林集团

曹振雷杨凤辉

兰泰克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黄琼

尼尔森中国

研讨主题紧扣行业热点，涵盖市场动态、前沿趋势、技术进展、材料/设备升级、新零售等
业内企业最关注的话题。

精心策划五个互动论坛，分别围绕“白色纸、本色纸携手发展”、“全棉、可降解”、
“柔软、舒适”、“产品升级”、“营销创新”高关注度行业话题，特邀专家主持人和嘉
宾，深入探讨，答疑解析。

权威发布2017年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运行概况和最新发展动向。

演讲内容经严格甄选、审核，确保内容质量，杜绝单纯商业宣传。

中英文双语同传，全球业内人士无障碍互动交流。

全新网上一站式报名方式，手机端报名更加便捷。

国际研讨会

时间

地点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2018年4月16—17日（全天）

6大亮点大亮点6

1

2

3
4
5
6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张玉兰

维美德

杨保兴 Adriano Lazzini 雷光友

生
活
用
纸

专
题 PMP 宝拓

张立纲 Shayda Rahbaran 冯昕 宋海波
美国棉花公司 兰精集团 赛得利 稳健医疗

杜佳琪 傅启才Nadine Galonde 金利伟 汤海棠 程程 王晓红

欧睿信息咨询 杭州可靠 维达集团 凯儿得乐 新生代 杭州国光EDANA

何宇云

诺信

谢继华 严华荣 朱福和 覃叙钧 王添辉 林秉正

延江新材料 金三发集团 仪征化纤

田雨

INNOWEN 康程护理 恒安集团 汉威机械

罗福刚
四川纸协生活用纸分会

卫
生
用
品

专
题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江曼霞
东顺集团 贝里国际

陈康振陈小龙 Esco Uutela 李荔平
博闻锐思 百思咨询

市
场
营
销

专
题



主题：节能、高效，提升竞争力

全球生活用纸发展概况

全球纸浆市场形势分析和预测

博闻锐思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纸浆纸张产品理事会全资中国机构/
百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Esco Uutela（生活用纸负责人）

李荔平（总经理）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动态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张玉兰（常务副秘书长）

“卓越平衡控制—ABC”节能增效系统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杨保兴（卫生纸机销售经理）

扬克缸涂层性能及优化的挑战性

索理思(上海)化工有限公司

生活用纸的高效生产与控制要素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PMP 回收蒸汽发生器系统成为纸
机节能的关键

PMP
Adriano Lazzini （PMPower S.r.l.总经理）

雷光友/罗兆波 (技术总监)

佛山市南海区宝拓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国内造纸机械如何助力生活用纸行
业发展

纸机真空及脱水系统优化技术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

杨凤辉 (中国总裁)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曹振雷

议题：

1.  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生活用纸原料的可

 持续发展；

2.  如何理解白色浆、本色浆不同的制 

 浆、造纸工艺，都可以为消费者提供 

 健康、环保的生活用纸产品；

3.  如何看待不同原料生产的生活用纸的 

 各自优势（原料优势、工艺技术、生产 

 成本、产品性能……），都能满足消 

 费者的不同需求；

4.  如何科学理性宣传和引导，携手共同 

 促进行业发展。

白色纸、本色纸携手共促生活用纸
行业可持续发展

[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
2018年 4月17日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生活用纸专题”
“生活用纸专题”会场



“卫生用品专题”
主题：消费升级推动产品升级

扫描二维码  报名听课

非织造布在纸尿裤上的应用及其
技术发展和展望

贝里国际集团

陈康振（医疗、卫生和特种材料事业部
 亚洲区技术总监）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宋逸

议题： 

1. 油剂对于婴儿红屁股的影响及其研

 发方向；

2. 纤维和油剂对卫生巾、纸尿裤面层

 非织造布柔软性、干爽性、渗透速度 

 的影响及解决方案；

3. 用于婴儿湿巾的非织造布如何选择 

 不同纤维？有哪些创新？

谢继华（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久保田泰昭（大和纺株式会社COO）

严华荣（浙江金三发非织造布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福和（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研

               究院化纤研究室主任）

纤维、油剂与非织造布性能关联性，
及其对卫生用品性能的影响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焦勇

议题： 

1. 消费者对纸尿裤产品诉求；

2. 产品完善、升级与创新。

覃叙钧（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添辉（恒安集团纸尿裤研发总经理）

林秉正（泉州市汉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雨（INNOWEN无纺布创新实验室总经理）

纸尿裤产品升级与创新

江曼霞（秘书长）

中国卫生用品行业动态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卫生材料创新的挑战与思考

一次性卫生用品更透气、更柔软、
更能吸收的解决方案

INNOWEN无纺布创新实验室

法麦凯尼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田雨（总经理）

Alessandro D’Andrea (全球市场研发经理)

[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
4月17日2018年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会场“卫生用品专题”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零售渠道变革
及未来趋势

中国年轻女性群体的个护用品消费
状况与品牌渠道策略

尼尔森中国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

王晓红（客户副总监）

全球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概况和趋势 智能化的湿巾工厂

全球卫生棉条市场发展概况

欧睿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欧洲非织造布协会(EDANA)

杜佳琪（市场研究主管）

黄琼（市场洞察副总监）

Nadine Galonde
(Regulatory Affairs Manager)

傅启才（总经理）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罗健

议题： 

1. 大数据时代下消费升级；

2. 大数据时代下营销创新；

3. 微商渠道发展态势、营销策略及面临

 的挑战；2018年如何进一步升级和 

 发展。

大数据时代下的消费升级和营销创新

金利伟（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海棠（维达集团市场营销总裁）

程程（凯儿得乐(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张静峰

议题： 

1. 全棉面层卫生巾/纸尿裤，如何平衡

 纯棉吸湿性和面层干爽度的要求；

2. 全棉水刺非织造布应用及市场；

3. 纤维素纤维对湿巾柔软性、吸水性 

 影响；

4. 可降解湿巾发展方向。

天然，环保，亲肤——全棉面层卫
生巾 / 纸尿裤，棉柔干擦拭巾，可
降解湿巾

张立纲（美国棉花公司高级客户经理）

Shayda Rahbaran（兰精集团全球卫
材与湿巾领域商务发展经理）

冯昕（赛得利集团副总裁）

宋海波（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欣龙控股

[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会场“市场营销专题”
“市场营销专题”

备注：日程截至2017年11月17日

4月16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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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候您的光临！

欢迎莅临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电话：010-64778188   

传真：010-64778199

官网：www.cnhpia.org

官方QQ：800081501

扫一扫，更多精彩！

官方微信：cnhpia

公司名称：

展位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