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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行业热点：紧贴企业关注话题，剖析当前热点！

市场动向：权威发布中国及全球最新市场动态！

前沿趋势：分享行业领先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技术进展：知晓最新技术发展情况及对行业的推动作用！

困惑解析：设立互动论坛、Q&A问答，及时解决听众疑问！

扫描二维码，
即可报名参加研讨会！

2018年4月16-17日·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
（南京市建邺区金沙江西街9号）

“生活用纸专题”会场

“卫生用品专题”会场

“市场营销专题”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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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动态

“卓越平衡控制—ABC”节能增效系统

8:30-9:00

一台卫生纸机总能耗的大约70%被用于干燥纸幅，而这其中的大部分被气罩与热风系
统耗用。ABC-维美德卓越平衡控制系统使工厂能够采用自动的、连续的方式保持最佳
的热风系统运行参数，比如平衡状态、排风湿度以及在气罩温度与喷风速度间选择最
佳的参数等，带来最低的能耗水平。

9:00-9:30

2018年4月17日  上午 主持人：林茹

9:30-10:00

回收蒸汽发生器系统，包含了利用卫生纸机气罩湿端排出的热气来加热产生蒸汽的一
整套设备，产生的蒸汽被送入主收集器与来自外部锅炉的蒸汽汇合供扬克缸使用。回收
蒸汽发生器产生的蒸汽占扬克缸总蒸汽消耗的25%~30%，大大节省了主蒸汽的消耗，
从而实现节能降本。

发布2017年中国生活用纸市场发展概况和趋势。

PMP 回收蒸汽发生器系统成为纸机节能的关键
PMP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Adriano Lazzini(PMPower S.r.l.总经理)

杨保兴(卫生纸机销售经理)

张玉兰(常务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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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节能、高效，提升竞争力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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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00-10:15

10:15-10:45

10:45-11:15

1. 国内卫生纸机现状分析；
2. 国内中高速卫生纸机与低速卫生纸机及进口高速卫生纸机的对比分析；
3. 真空圆网型卫生纸机和新月型卫生纸机对比分析；
4. 国内后加工机械现状分析；
5. 近年来后加工机械的核心技术突破。

对比分析纸机上常见的真空系统技术，从提供真空的设备（如水环泵、透平机）和纸机
网部、压榨部脱水元件（如刮水板、接水盘）协同的角度论述纸机真空度和脱水控制对
纸机能耗及运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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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宝拓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

雷光友/罗兆波(技术总监)

杨凤辉(中国总裁)

田超(科技办公室主任)

生活用纸的高效生产与控制要素

11:15-11:45

生活用纸生产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催动行业竞争升温，集约化生产、降本增效，尽最大
可能地挖掘资源、成本和生产效率将成为必然趋势。本报告将从商品浆特征数据库的
建立与生产流程标准化、高效备浆工艺等方面，探讨提高卫生纸生产效率的要素和原
理，为企业生产提供可能的借鉴。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2018年4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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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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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主持人：曹振雷博士(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轻工集团副总经理)

14:00-15:30

午休 12:10-14:00

Q&A问答 11:45-12:10

2018年4月17日  下午 主持人：张升友

罗福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副会长）

王华荣
（山东泉林集团生活用纸总经理）

陈小龙
（东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总裁）

许广利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与企

业发展副总经理)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APP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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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5:30-15:45

16:15-16:45

1. 2017年全球生活用纸概况及发展趋势；
2. 2013—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生活用纸和市场发展态势。

全球生活用纸发展概况
博闻锐思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Esko Uutela(生活用纸负责人)

烘缸涂层性能及优化方面的挑战

湿部化学对烘缸涂料性能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纸页质量和纸机效能。
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演示如何对烘缸涂层进行优化，以消除湿部系统的影
响，并最大程度地改善纸面柔软度和纸机效率。

15:45-16:15

索理思Nick Ince(亚太区市场总监)

1. 2017年全球纸浆价格变化及趋势分析；
2. 2017年全球卫生纸市场分析。

讨论如何针对生活用纸产品的性能要求来选择适宜的纸浆品种，同时也讨论一种取代钢
丝用于纸浆包装的绿色环保新材料。该绿色材料用天然纸浆纤维制造，可再生，可回收，
可生物降解。更重要的是，整个浆包连同打包材料可用输送带直接送入碎浆机中，与浆板
同时碎解成纸浆纤维用于纸的生产。本报告从基础材料科学角度分析探讨该绿色材料的
机械强度、抗雨水、可碎解成纸浆纤维等性能。

全球纸浆市场形势及卫生纸市场分析

商品浆的品种及包装材料对生活用纸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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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

李荔平(总经理)

倪永浩(教授)

16:45-17:15

17:15-17:45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2018年4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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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用品行业动向

涂胶技术革命

非织造布在纸尿裤上的应用及其技术发展和展望

8:30-9:00

9:30-10:00

9:00-9:30

发布2017年中国卫生用品市场发展概况和趋势。

1. 一次性卫生用品如何满足消费升级的高端需求——更柔软、更透气；
2. “超低上胶克重”与“高粘接强度”的平衡技术；
3. 介绍创新透气涂布技术，兼顾成本效率。

1. 用于一次性卫生用品的非织造布分类及用途；
2. 纸尿裤结构中各部分对性能的要求及非织造布的选择；
3. 热风和纺熔非织造布性能差异及其在纸尿裤上的表现；
4. 最新莱芬5型设备产品性能优势；
5. 纺熔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贝里国际集团

江曼霞(秘书长)

陈康振(医疗、卫生和特种材料事业部亚洲区技术总监)

何宇云(应用工程与业务发展主管)

“卫生用品专题”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会场“卫生用品专题”

2018年4月17日 上午 主持人：田雨

[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
2018年4月17日

主题: 消费升级推动产品升级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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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00-10:15

2018年4月17日 下午 主持人：焦勇

午休 12:00-14:00

卫生材料创新的挑战与思考

14:00-14:30

挑战1：怎样解读消费者，及消费者需求分析方法？
挑战2：怎样让研发更好的支持业务发展？
 1. 研发战略制定方法，企业战略、品牌战略和研发战略的关系；
 2. 中国市场上业务的挑战？
挑战3：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做研发？

INNOWEN无纺布创新实验室田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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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2:00

谢继华(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松本

久保田泰昭(大和纺织株式会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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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2018年4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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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5:3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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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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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 与复合芯体纸尿裤发展趋势

一次性卫生用品更透气、更柔软、更能吸收的解决方案

14:30-15:00

15:00-15:30

1. SAP的生产工艺及应用；
2. 复合芯体型超薄纸尿裤崛起及对SAP诉求；
3. 2018年中国市售纸尿裤产品表现；
4. 复合芯体纸尿裤未来发展趋势；
5. 结论。

1. 透气性：弹性膜在线复合打孔和无胶添加莱卡橡筋两种新型腰围方案，以及底膜非
 织造布在线打孔技术。
2. 柔软性：特有的多头旋转超声波技术在边封和腰围上的应用，使材料更柔软。
3. 吸收性：在线无绒毛浆芯体技术，高分子间歇添加技术，X-thrue芯体监控系统以及
 用于卫生巾上的高密度绒毛浆芯体。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法麦凯尼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管仕豪(研发高级工程师)

Alessandro D’Andrea(全球市场研发经理)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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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6日 主持人：房雨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零售渠道变革及未来趋势

全球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概况和趋势

全球卫生棉条市场发展概况

8:30-9:00

9:00-9:30

9:30-10:00

尼尔森中国

欧睿信息咨询(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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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事务经理)

[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 ]

2018年4月16日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会场“市场营销专题”
“市场营销专题”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2018年4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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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00-10:15

互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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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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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主持人：罗健

大数据时代下的消费升级和营销创新

午休 12:00-14:00

中国年轻女性群体的个护用品消费状况与品牌渠道策略

14:00-14:30

1. 中国卫生巾/护垫、卫生棉条市场状况；
2. 细分年轻女性不同级别、区域市场的品牌态度与选择；
3. 线上和线下渠道营销策略。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王晓红(客户副总监)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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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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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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歇 15:00-15:15

互动论坛——

备注：日程截至2017年11月30日

论坛主持人：张静峰

天然，环保，亲肤——全棉表层卫生巾/纸尿裤，棉柔干擦拭巾，可降解湿巾

智能化的湿巾工厂

14:30-15:00

1. 中国湿巾行业发展现状；
2. 人工智能在湿巾行业应用的重要意义；
3. 国光打造智能化工厂的计划；
4. 湿巾行业未来发展。

杭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傅启才(总经理)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2018年4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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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2018年4月16—17日   08:30—17:45

2. 地点：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五楼中华厅（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金沙

 江西街9号，毗邻南京国际博览中心9号馆）

3. 报名费：1000元/人

					【费用包含三个专题会场听课、茶歇、五星级自助午餐、全套会议资料

					（研讨会论文集、存储了论文集电子版的 16G移动U盘、南京年会会刊）】

4. 账户信息：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帐        号：1100 1019 5000 5305 7018   

       收款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5. 报名方式： (1) 听众回执（附件） 

  (2) 手机扫描右侧二维码直接报名

我要报名 

* 单位名称

* 地址 邮编

* 联系人 微信号

  电话 * 手机 传真

* 邮箱 QQ号

* 主要业务
 □ 生活用纸生产企业           □ 卫生用品生产企业          □ 原辅材料生产企业

 □ 设备制造企业                  □ 经销商 

* 确定要参加的专题
（请划“√”确认）
注：17日生活用纸和
卫生用品专题同时进
行，不可全选。

16日上午 □“市场营销专题”会场 16日下午 □“市场营销专题”会场

17日上午 □“生活用纸专题”会场
□“卫生用品专题”会场 17日下午 □“生活用纸专题”会场

□“卫生用品专题”会场

参
加
人
员
名
单

* 姓名 * 职务 * 手机 微信号 * 邮箱

温馨提示：为便于向听众发送研讨会实时信息，请务必填写听众本人手机号、微信号及邮箱！

未来您还想了解哪方面信息？

附件：CIDPEX2018 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听众回执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扫一扫,更多精彩

官方微信:cnhpia
官方QQ:800081501

秘书处联系人：
韩颖     康晰
电话: 010-64778192/88
传真: 010-64778199
E-mail: cidpex@cnhpia.org

www.cnhpia.org

* 为必填，请将此回执完整填写后连同付款凭证一并回传！

听课席位有限，

报满截止！

CIDPEX2018 南京生活用纸年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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