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用品”会场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匠心服务行业26载，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专业性强、具有前瞻性、高水平技术交流平台。

聚焦北美、欧洲、亚洲、澳洲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深度解析最新市场变化格局，洞察消费新趋势。

全球知名品牌企业和行业资深专家齐聚一堂，共同研讨产品安全、差异化发展、新材料、新设备、
新技术等业内热点话题。

2019年4月15-16日 • 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武汉市汉阳区晴川大道666号)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晚宴赞助单位

扫描二维码，

即可报名参加研讨会！
三大会场，精彩抢先看！

“市场营销”会场 “生活用纸”会场

P3 P7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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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邀请参加 99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的函

各有关企业：

第二十六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CIDPEX2019生活用纸年会暨妇婴童、成

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将于2019年4月在武汉拉开帷幕，4月15—16日举行CIDPEX年

会国际研讨会，4月17—19日举行展览会。

CIDPEX年会国际研讨会经过26年精心培育，已成为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

业专业性强、颇具影响力的品牌会议。第26届CIDPEX年会国际研讨会将匠心启

用                  品牌标识，对“焦”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两大行业，集“聚”全球业内专

家，“聚”焦高关注度话题，洞察、解析、对话、研讨，为国内外企业搭建开放共享、协作

共赢的专业交流平台。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设有“生活用纸”、“卫生用品”、“市场营

销”三个会场，共包括30场主旨演讲和4场互动论坛，具有三大亮点：

1. 匠心服务行业26载，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专业性强、具有前瞻性、

 高水平技 术交流平台。

2. 聚焦北美、欧洲、亚洲、澳洲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深度解析最新市场变化格

 局，洞察消费新趋势。

3. 全球知名品牌企业和行业资深专家齐聚一堂，共同研讨产品安全、差异化发

 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等业内热点话题。

国际论坛日程安排（见彩色宣传册）

报名方式：手机扫描右侧二维码或填写报名回执（见附件）

联系方式：

韩颖：18810414734(微信同号)      电话：010-64778192/8188     官方微信号：cnhpia

E-mail: cidpex@cnhpia.org        Http://www.cnhpia.org

中纸协生函字（2018）第10号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文件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201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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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2019年4月15—16日  8:30—18:00                 2. 地点：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2楼

报名费

2019.2.5前 1600元/人

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9.2.6~2019.3.10 1800元/人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2019.3.11后 2000元/人 帐号：1100 1019 5000 5305 7018

注：费用包含三个会场2天听课、茶歇、五星级自助午餐、全套会议资料（中英文）、中英双语同传翻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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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划“√”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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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划“√”确定要
参加的专题。
注：16日生活用纸和
卫生用品专题同时进
行，不可全选。

15日上午 □“市场营销”会场 15日下午 □“市场营销”会场

16日上午 □“生活用纸”会场
□“卫生用品”会场 16日下午 □“生活用纸”会场

□“卫生用品”会场

参
加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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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必填，请将此回执完整填写后连同付款凭证一并邮件至cidpex@cnhpia.org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报名回执

附件：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联系方式：

韩颖：18810414734(微信同号)      电话：010-64778192/8188     官方微信号：cnhpia
E-mail: cidpex@cnhpia.org        Http://www.cnhpia.org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中国卫生用品行业动向

影响美国婴儿和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政策趋势

8:30-9:00

9:00-9:30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北美婴儿和成人卫生用品中心(BAHP)Jane Wishneff (执行董事)

张玉兰 (秘书长)

发布2018年中国卫生用品行业总体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北美地区消费者希望使用安全性更好、能可持续发展的产品诉求，促使出台了一些行业政

策，旨在提高产品生产过程和原材料使用的透明度。本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婴儿纸尿裤和

女性卫生用品行业政策趋势，以及政策变化走向对行业产品市场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印度女性卫生用品市场

9:30-10:00

印度Soothe Healthcare公司Sahil Dharia (创始人)

1. 印度卫生巾市场概况；

2. 卫生巾市场增长的驱动因素；

3. 卫生巾产品主要销售渠道，及电商和物流发展情况；

4. 发展机遇和挑战；

5. 如何加强印度和中国卫生用品行业间互惠互利合作。

主持人：田雨2019年4月15日 上午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202荆风厅

2019年

4月15日
1. 全球市场：开放，协作，共赢   
2. 新消费，新零售

会场
主题: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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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00-10:10

互动论坛——

10:50-12:00

张玉兰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Jane Wishneff
(北美婴儿和成人卫生用品中心执行董事)

Sahil Dharia
(印度Soothe Healthcare公司创始人)

秦剑
(澳大利亚共创荣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Terry Wesselink
(澳洲失禁协会维州分会主席)

论坛主持人：田雨

亚洲、北美、澳洲卫生用品市场

澳大利亚成人失禁用品市场概况

失禁护理方面专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10:10-10:50

1. 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形势，老龄人口数量；

2. 政府资金补贴；

3. 失禁产品市场规模，市场细分情况分析(分轻度、中度、重度产品)；

4. 消费者对失禁产品的认知度，市场主要失禁产品生产商情况，以及最受澳洲消费者青 

 睐的产品；

5. 采用SWOT分析法，阐述澳洲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对中国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介绍澳洲失禁协会维州分会组织机构在教育保健专业人员和大众进行最佳失禁护理与

治疗方面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共创荣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澳洲失禁协会维州分会

秦剑 (创始人)

Terry Wesselink (主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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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5:50-16:00

2019年4月15日 下午 主持人：房雨

议题： 1. 洞察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化的趋势；

 2. 如何捕获快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与互动；

 3. 厂家如何创新产品，吸引不同的消费者。

13:30-15:50

陈牧凡 (凯度消费者指数客户群总监)

阿里巴巴

金利伟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崇九 (北京倍舒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罗健

新消费者变化

午休 12:00-13:30

全球婴儿护理用品市场的现状与展望

16:00-16:30

美国棉花公司O'Regan Jane (无纺市场总监)

阐述对全球婴儿护理用品市场进行的一项最新调研情况，包括消费者、产品、品牌、产

品特征、购买偏好等，对美国、墨西哥、巴西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相似性和区域差异

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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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30-17:45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市场解析

湿巾发展概况和个人护理用湿巾新趋势

16:30-17:00

17:00-17:30

1. 中国生活用纸、女性卫生用品、成人失禁用品渠道变化趋势；

2. 市场竞争态势；

3. 消费者诉求及产品升级。 

1. 全球湿巾发展概况；

2. 中国湿巾发展现状和展望；

3. 个人护理湿巾的新趋势和新产品。

尼尔森中国

欧睿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黄琼 (市场洞察副总监)

  

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2019年4月15-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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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生活用纸”

茶歇 10:00-10:10

维美德塑纹生活用纸、结构生活用纸生产混合技术

介绍维美德新推出的QRT和eTAD技术卫生纸机，其综合了DCT、NTT和TAD纸机的部分

结构特点。与TAD工艺相比，能够生产优质和超优质生活用纸产品，同时显著降低能耗

和水耗，生产的产品和等级更广泛，产品切换灵活。

9:00-9:30

2019年4月16日  上午 主持人：林茹

9:30-10:00

介绍福伊特TissueLev新型压榨技术。与传统的真空压榨相比，可以用更少的原料、更

低的能耗生产更高质量的生活用纸。

福伊特新型压榨技术所带来的差异化发展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Ronaldo Parucker (生活用纸战略研发副总裁)

Danilo Marcos (QRT/eTAD技术总监)
贺斌 (销售经理)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动向

8:30-9:00

发布2018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总体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张玉兰 (秘书长)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204荆溪厅

2019年

4月16日

主题：高效、智能、差异化

会场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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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10

介绍生活用纸加工线上一项创新技术——AirMill。通过增加可湿润和干燥纤维的机械

装置，能将传统生活用纸加工成3D塑纹生活用纸，具有松厚度、吸水性更好，抗张强度

更大的特点，同时能为纸厂节约大量生产成本。

AIRMILL——生活用纸加工的革命性技术
Gambini SpA.

10:10-10:40

1. 高浓磨片齿型设计理论：无空磨理论；

2. 高浓磨片应用实践：针对不同浆种不同纸种的要求开发出一系列磨片齿形；

3. 竹浆低浓打浆与高浓打浆的区别；

4. 高浓打浆在竹浆生活用纸的应用。

竹浆生活用纸高浓打浆研究及生产应用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盼 (工程师)

Andrea Coluccini (地区销售经理)

王晓春 (中国南区销售经理)

毛萃 (研究开发部高级工程师)

数字化纸业——通往智能纸业工厂的大门

化学品在生活用纸中应用方案

11:10-11:40

11:40-12:10

阐述智能纸业生产理念(智能机器、智能应用、智能服务)，将信息技术、云服务、传感技

术等引入生活用纸后加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以X7和X10复卷生产线为

例进行案例分析。

1. 生活用纸化学品的作用机理；

2. 生活用纸化学品的使用方案；

3. 生活用纸化学品发展趋势与展望。

法比奥百利怡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Q&A问答 12:10-12:20

午休 12:20-13: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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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5:30-15:45

互动论坛——生活用纸产品差异化发展及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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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日本保湿纸发展概况及乳霜在保湿纸中的应用

1. 日本保湿纸的发展、市场份额(数量、销售额等占比)；

2. 保湿纸工艺、使用的化学品(乳霜种类、占比)；

3. 乳霜添加方法比较、优缺点；

4. 保湿纸的产品影响因素；

5. 保湿剂产品介绍及案例；

6. 保湿剂应用注意事项；

7. 保湿纸生产过程对设备的要求。

15:45-16:15

三吉油脂株式会社
亚青永葆生活用纸(苏州)有限公司

川上 智義 (销售经理)

陆国栋 (总经理)

全球生活用纸发展概况

解析全球生活用纸概况及发展趋势。

13:30-14:00

博闻锐思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Esko Uutela (生活用纸负责人)

14:00-15:30

2019年4月16日  下午 主持人：张升友

刘好玉
( 护理佳企业副总裁 )

卢道平
( 浙江弘安纸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

北美生活用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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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45-18:00

16:45-17:15

1. 物质还原理论的含义及应用意义；

2. eleten无毒去菌技术的介绍；

3. eleten无毒去菌技术应用于纳米胶囊纸巾的特点；

4. eleten无毒去菌技术用于生活用纸生产上的介绍；

5. eleten纸巾在市场上的信息反馈。

eleten无毒去菌技术介绍及其在生活用纸中的应用
Eleten株式会社福岛利明 (eleten研究所纳米胶囊专署所所长)

1. 造纸用分散剂的发展及市场概况；

2. PEO作为分散剂使用的优缺点；

3. 日本对造纸化学品安全性的要求；

4. PEO在新月型纸机上的应用及使用方法。

PEO在新月型纸机上的使用
住友精化株式会社
池上交易株式会社

西能 直輝 (技术主任)

张涛 (顾问)

1. 全球纸浆供求变化及趋势；

2. 中美贸易关系对纸浆进出口的影响；

3. 上海纸浆期货对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的影响。

全球纸浆市场形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百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李荔平 (总经理)

16:15-16:45

17:1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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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10-10:20

婴幼儿尿布疹是否真的能预防

8:30-9:10

1. 婴幼儿尿布疹症状和尿布疹产生原因；

2. 花王纸尿裤开发技术案例；

3. 验证功能性纸尿裤对尿布疹的预防效果。

花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与化妆品研究室

陆艳隽 (纸尿裤研究部门负责人)
袁超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卫生用品安全体系建设——化学品风险评估

9:10-9:40

描述化学品风险评估方法和风险沟通，旨在构建与化学品物质有关的安全体系，尤其是

卫生用品(包括纸尿裤、女性卫生用品、湿巾等)原材料中含有的痕量化学品物质。

尤妮佳株式会社宫泽 清 (参与)

可降低尿布疹风险的绒毛浆创新技术

9:40-10:10

阐述可降低尿布疹风险的绒毛浆创新技术。此项技术在纸尿裤使用后能确保pH值保持

在5.5弱酸性，从而减少皮肤刺激的频率。

国际纸业杨阳 (全球纤维事业部亚洲区客户技术方案经理)

2019年4月16日  上午 主持人：焦勇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202荆风厅

2019年

4月16日
1. 产品安全     
2. 新材料，新技术

主题: 

“卫生用品”“卫生用品”会场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11



从非织造布到婴儿纸尿裤生产供应链视角下，受关注的
化学物质和污染物控制实践与创新

10:20-11:00

1. 背景：亚洲、欧盟和其他国家出现消费者化学恐惧症；

2. 目的：卫生用品材料商和纸尿裤生产商能自发行动起来；

3. 受关注的化学物质和污染物控制的科学依据；

4. 怎样进行控制？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Fibertex Personal Care A/S

王小勇 (帮宝适研发总经理)
Thomas Broch (法规和科学事务经理)

午休 12:00-13:30

2019年4月16日  下午 主持人：覃叙钧

欧洲吸收性卫生用品市场发展趋势

13:30-14:00

介绍欧洲卫生用品市场发展趋势。

欧洲非织造布协会(EDANA)Jacques Prigneaux (市场分析和经济事务部门负责人)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宋逸

11:00-12:00

陆艳隽
(花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纸尿裤研究部门负责人)

宫泽 清
(尤妮佳株式会社参与)

王小勇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帮宝适研发总经理)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卫生用品安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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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5:30-15:50

卫材热熔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14:30-15:00

针对目前卫材热熔胶面临的一些应用难题进行探讨：

1. 从组成上对热熔胶气味的成分来源进行分析，以及对策，包括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2. 对几种典型难粘面层材料进行化学成分与结构上的分析，探究难粘的根本原因，以  

 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广东聚胶粘合剂有限公司范培军 (技术总监)

茶歇 15:50-16:00

15:00-15:30

智能制造技术在卫品行业的应用

1. 新形势下卫品行业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2. 卫品企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3. 案例分析。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伟 (副总经理)

吹膜与流延透气膜特点与应用

14:00-14:30

1. 吹膜与流延透气膜性能特点；

2. 吹膜透气膜在纸尿裤和卫生巾上的应用特点；

3. 透气膜常规检测方式；

4. 吹膜透气膜的成本优势；

5. 吹膜透气膜对设备的要求和适应性；

6. 透气膜未来发展趋势。

上海紫华企业有限公司沈娅芳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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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擦拭巾主要原料趋势分析

16:00-16:30

1. 擦拭巾原料的整体市场情况，包括供应、价格和趋势；

2. 分析不同原料应用在擦拭巾中的特点；

3. 国际擦拭巾产品发展趋势。

赛得利冯昕 (副总裁)

Q&A问答 17:30-17:50

17:00-17:30

抗菌技术新概念

1. 常见抗菌剂概况；

2. 新一代抗菌剂；

3. 应用前景。

上海丰格无纺布有限公司焦勇 (总经理)

合理选用湿巾防腐剂

16:30-17:00

1. 湿巾防腐剂的选择因素；

2. 全球和亚太地区湿巾防腐剂的使用情况；

3. 如何正确合理的使用湿巾防腐剂。

德国舒美有限公司沈广阳 (中国区经理)

备注：日程截至2018年12月8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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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行业信息的权威线
上平台，专业性强、信息
量大、内容实时更新。

cnhpia官微：

www.cnhpia.org

官网：中国生活用纸
和卫生用品信息网

联系秘书处
Contact Us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启阳路4号中轻大厦6层
Address: Sinolight Plaza, No.4 Qiyang Rd., Wangjing,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2, China
电话/Tel: 010-64778188      传真/Fax: 010-64778199      官方QQ：800081501  
Http://www.cnhpia.org         E-mail: info@cnhpia.org      官方微信号：cnhpia

国内权威生活用纸行业
专业科技类综合性刊
物。月刊，全年12期，全
彩版印刷。

《生活用纸》杂志

《中国生活用纸年鉴》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企业名录大全》

系统总结和详细解析生活用
纸和卫生用品两大类产品的
市场概况，展望市场前景。每
年4月发行。

Directory of Tissue Paper & Disposable 
Products [China]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Tissue Paper & 
Disposable Products Industry Tissue Paper & Disposable Products 

magazine

全球生活用纸/
卫生用品大型、
专业展会

生活用纸年会 
China International 
Disposable Paper Expo 
(CIDPEX)  

《生活用纸行业年度报告》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全面、
翔实、权威的工具书。

最新一卷已于
2018年10月发行

● 提供行业交流平台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dustry

● 加强行业交流合作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industry

●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Promote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hina National Household Paper Industry Association (CNHPIA)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中国造纸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