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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年会已经落幕，通过展会能够看

到很多厂家推出的新产品，了解新的营销思路，收获很大，同

时也看到自身企业战略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每年参展生活用纸年会，雅诗纸业都有很多收获！

感谢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提供这一交流平台，相信未来

CIDPEX年会将逐步创新，继续引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内地
营运总裁王波：

CIDPEX2019参展商感言

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年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

台，也创造了一个更具商业价值的舞台，让我们在学习、沟通

和借鉴中不断创新和进步！

河南护理佳企业副总裁刘好玉：

保定市港兴纸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三套：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祥：

0404 展商感言

环龙连续几年参展，与同行友好交流，共同发展。感谢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为我们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

CIDPEX作为生活用纸行业影响力最大的盛会，是业内

企业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

生活用纸年会作为业内一年一度的盛会，使“理文原

色”竹纸大放异彩，迈向“全纪元”。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丛峰：

泰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罗健：

重庆理文卫生用纸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颜建国：

凤生纸业已连续两年参加生活用纸年会，借助展会影响

力，公司品牌已被行业及社会广泛熟知。

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总监李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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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年会打造了一场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的年

度盛宴。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行业专家，不仅能了解行业最

前沿发展动态，还能与心仪品牌合作，采购符合需求的产品。

保定雨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苏马力：

此次盛会吸引了全国各地实力企业参展，火爆非常。可

靠通过展会成功收获了更多经销商和消费者的信任与肯定，

得到同行的广泛赞誉。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一交流平台，对推

动行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感谢生活用纸委员会26年如一日的辛苦培育，打造了这

样的好平台，在一届届盛会中，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成长！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利伟：

生活用纸年会越办越好，各方面都很专业，尤其今年在

餐饮方面有很大的改善，提供了更多选择。

杭州珍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俞飞英：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莺：

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年会，我司和各位新老朋友相谈

甚欢，了解到更多上下游信息。特别是今年，我司入选“成人

失禁用品行业10强企业”，既是荣誉，也是责任。2020年，我

们相聚古都南京！

很感谢生活用纸委员会提供这一平台，让我们有充分交

流和展示的机会，短短的三天令人意犹未尽。

今年生活用纸年会举办的10强企业颁奖活动非常好，获

奖企业得到行业的认可是很重要的一项荣誉，我们感到非常

荣幸，对我司也是一种激励。

展会这几天我们与客户深度交流、寻找合作机会，生活

用纸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OEM事业部总经理韦乐平：

杭州淑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桂兴：

杭州余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新华：

本届展会规模和国际化程度更胜以往。啟盛作为参展商

之一，不仅收获业界颁发的荣誉、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更多的

客户支持，与客户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佛山市啟盛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陈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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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搭建了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

交流平台，成功提升了参展企业的品牌形象、扩大了产品知

名度与影响力，并与经销商达成友好合作。希望展会越办越

好，吸引更多海内外的展商及观众一起推动行业发展。

作为多年的参展企业，感谢组委会搭建了这样一个共

享、协作的交流平台，不仅促成我司与同业的友好交流合作，

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树立公司形象、展示公司产品、与经销

商达成合作的良好契机！

为期三天的展会，主办方以出色的邀约能力及服务水平，

为我们带来了可观的观众流量和周到细致的服务。通过这个

开放、自由的交流平台，舒莱与海内外经销商达成合作，希望

CIDPEX生活用纸年会越办越好，为行业注入更多活力。

河南舒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桂海：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程岗：

感谢武汉生活用纸年会提供良好平台，让我司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更多客户建立联系，增强品牌曝光度。祝愿生活用

纸年会越办越好。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CEO王胜地：

河北宏达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连生：

我司虽是第一次参展，但已参观展会多年。生活用纸年

会办得一年比一年好，规模也非常大，参展的生产商、原材料

供应商非常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本次参展效果非

常好。

杭州希安达抗菌技术研究所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子剑：

展会完美收官，感谢主办方的组织，服务明显提高，开展

时的拥堵时间非常短，客户愈发专业。不少业内企业都说，美

国无纺布展会已经从规模和专业度上与我们年会有差距了。

希望今后展会越办越好。

广州卓德嘉薄膜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销售经理汤彦斐：

经过26年精心培育，CIDPEX年会已成为全球生活用纸

和卫生用品行业高水平技术交流、贸易洽谈平台，感恩每届

展会主办方的付出，感谢一路同行的朋友、客户，2020年，我

们南京再聚！

宜兴丹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骁：

通过参展本届年会，荣泰发掘了大批潜在客户，为开拓

市场奠定了基础。

山东荣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德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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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的标杆展会，

CIDPEX为广大参展商和观众搭建了极佳的交流和合作桥

梁，万华化学感谢组委会的支持与努力。

山东斯维特第一次参展2019年生活用纸年会，获得了行

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感谢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提供这一专

业平台，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报道展会亮点，让我

们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并和客户深入交流，建立

合作关系。

山东斯维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慎张飞：

万华化学中央研究院个人护理
首席专家王亮亮：

健康产业日益欣，专业助力展会行。创新发展促交流，实

业旺盛登高峰。时代变换创机遇，大势之趋造强者。风云际

会引潮流，展会平台利发展。

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年会的成功举行，为行业繁荣发展

提供了有利、便捷的交流平台，感谢协会同仁们为之付出的不

懈努力。

南京锦琪昶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
主管王伟：

此次武汉生活用纸年会，无论是国际论坛还是展览，都

组织得井井有条。莱卡公司受益良多，收获颇丰。CIDPEX2019

比往年更加专业化，海内外参展商和观众众多，我司展位人流

量也比往年大幅增加。

莱卡公司销售经理王艳萍：

今年是我司在生活用纸国际展览会上首次亮相，展会期

间，许多新老客户进行洽谈沟通，此次展会不仅扩大了我司

在业内的知名度，也让更多的客户了解了我司产品。预祝明年

展会圆满成功！

感谢CIDPEX主办方，为展商提供了展示、交流、合作的

机会，祝愿CIDPEX越来越好，2020年南京，不见不散！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卷材事业部经理彭霞：

江苏大亚印务有限公司市场部
经理张金华：

本届年会的展览规模和服务水平都很好，产品展示丰

富，观众专业性强，品牌众多。生活用纸年会非常契合我司的

宣传和展示需求，期待未来越办越好！

湖北欣柔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长
刘召：

盛况荟萃 CIDPEX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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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索企业展位人气火爆，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

高度关注，现场有很多意向性需求。感谢主办方提供平台，

未来宝索企业将继续与生活用纸委员会结伴而行共发展！

今年是欧克参展CIDPEX生活用纸年会的第10年，同时

也是欧克进军生活用纸行业的第10个年头。十年间，我们见

证了行业的发展。在此祝福生活用纸年会越办越好！

江西欧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坚胜：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CEO彭锦潮：

每次参展心情都非常激动，交流经验、结识新朋、共同

发展！感谢展会主办方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观众素质

高、专业性强，沟通顺畅有收获。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产品
及销售总经理白炳晨：

CIDPEX 2019武汉生活用纸年会为业内人士和客户交

流提供了良好平台。我们非常珍惜此机会，以加深与中国市

场多方面的了解和沟通。期待明年南京见！

意大利拓斯克公司销售总监马可：

感谢生活用纸委员会在展会前期对企业新技术的宣传，

在展会期间对展商和参会人员细致周到的服务，以及在促进

行业差异化投资和引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大

量工作！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市场与
传播副总裁刘靖伟：

生活用纸年会已是公认的世界级行业展会，法比奥百利

怡参与且见证了生活用纸年会的迅猛发展。

法比奥百利怡机械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公共关系和传媒经理缪瑾：

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CIDPEX，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业观

众，此次展会我司收获颇丰。

意大利亚赛利纸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刘长春：

祝贺2019年生活用纸年会圆满结束。我司在展会期间与

客户的交流中，进一步了解了客户对市场和产品趋势的需求变

化，获益良多。祝愿2020年南京生活用纸年会更上一层楼！

佛山市南海区德昌誉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志荣：

盛况荟萃CIDPEX2019
展后回顾



《生活用纸》2019·展后回顾 51

CIDPEX是生活用纸行业内最专业的沟通展示平台，富

永将不断提升，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上海富永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秦拥军：

本届展会我司吸引了不少新老客户的关注和点赞，祝展

会越办越好！

浙江王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村：

在组委会的精心组织下，本届展会取得了圆满成功。鼎

业已连续10年参展，从中获益良多。感谢组委会搭建这一优

质平台，祝展会今后越办越好！

浙江鼎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徐启源：

新余宏已多次参展，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一宣传、交流平

台，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业内最新动态，祝展会越办越好，吸引

更多海内外展商及观众一起推动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

业的发展！

杭州新余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鲁兵：

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年会是一个行业交流的盛会，也是

一个科技创新的平台，让我们在不断学习、沟通和进步中，共

享创新成果，共创美好未来。

CIDPEX武汉生活用纸年会举办的非常成功，吸引了国

内外的专业观众，信和在展会期间同客户深入交流，并达成

了合作意向，对此次参展效果非常满意。

上海智联精工机械有限公司销售
总监张鹏：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夏吉瑞：

展会为业内企业的交流搭建了平台，汇聚了众多行业内

的专业观众，取得了很好的参展效果。

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经理侯瑞华：

感谢生活用纸委员会提供平台，让我们每年都有和同业

新朋旧友相聚的机会。祝愿生活用纸年会蒸蒸日上！

FUTURA S.P.A.中国销售服务
中心总经理董晓林：

盛况荟萃 CIDPEX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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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PEX2019 FOCUS国际论坛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论

坛，宝洁、花王、尤妮佳等企业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卫生用品

的安全性问题，会议举办非常成功。

为期两天的FOCUS国际论坛及三天的展会，收获颇

丰。感谢协会的辛勤付出，你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筹

备会议和展览，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并配合协会共同为行

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

生活用纸委员会对FOCUS国际论坛的筹备确实做了大

量扎实的工作。美棉公司参加过很多国内外举办的会议，

FOCUS论坛听众人数众多，组织的却井井有条，非常不易。

参加FOCUS国际论坛受益良多，特别是关于产品安全

性引导，未来产品发展及服务方面的内容，主办方生活用纸

委员会切实在为行业健康发展指引方向。

真心感觉FOCUS国际论坛每年都在迈上一层台阶，会

议“干货”越来越多，交流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广东贝禧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房雨：

尤妮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
经理王嘉俊：

上海丰格无纺布有限公司总经理
焦勇：

本届FOCUS国际论坛的选题和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活用纸

专业委员会对于行业意见的悉心倾听，对于消费者需求的高度

关注，每个话题的演讲嘉宾都经过精挑细选，特别是关于产品

安全性的话题，既是企业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全世界消

费者关注的热点，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全球产品管
理部研发高级经理韦薇：

美国棉花公司亚洲供应链高级客户
经理张立纲：

杭州珍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常务
总裁兼董事俞小英：

国际论坛嘉宾和听众感言

生活用纸委员会非常专业，为了办好年会和FOCUS国际

论坛付出了很大努力。我司本届论坛的演讲稿，组委会审核

了3次，非常负责。你们辛苦了！

本届FOCUS国际论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专业性、指

导性和信息量极大，尤其是纸品技术与智能化生产充分结

合，以及节能降耗、提质升级方面的内容，干货满满。期待明

年南京年会继续提供更多精彩的专业技术盛宴！

赛得利市场部经理孔蔓菱：

山东东顺集团经营总裁陈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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