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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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载，不忘初心，打造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品牌会议，建设专业性强、具
有前瞻性、高水平技术交流平台。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落实走出去政策，聚焦俄罗斯、中东、非洲及东南亚等代表性地
区，深度解析市场形势，探讨拓展机遇及挑战。

议题紧紧围绕行业热点，解析最新市场变化格局，研讨营销创新、可冲散、可降解、智能化应用、
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等业内最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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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P5 P9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2020年9月22-23日 •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晚宴赞助单位 展会赞助单位

协办单位



关于邀请参加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的函

各有关企业：

第二十七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2020年生活用纸年会暨国际妇婴童、成人

卫生护理用品展会）将于2020年9月在南京拉开帷幕，9月22—23日举行                国

际论坛，9月24—26日举行展览会。

CIDPEX年会开展前举办的                 国际论坛，以行业实战需求为导向，以全球

化、前瞻性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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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论坛吸引了国内外参会代表超过750人，广受好评。

生活用纸委员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将一如既往地培育打造                  品牌，使其国

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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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场主旨演讲和2场互动论坛，具有三大亮点：

1. 匠心服务行业27载，不忘初心，打造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品牌会 

 议，建设专业性强、具有前瞻性、高水平技术交流平台。

2.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落实走出去政策，聚焦东欧、中东、非洲及 

 东南亚等代表性地区，深度解析市场形势，探讨拓展机遇及挑战。

3. 议题紧紧围绕行业热点，解析最新市场变化格局，研讨营销创新、可冲散、 

 可降解、智能化应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等业内最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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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晨晨：18201120692(微信)     电话：010-64778192/8188

Http://www.cnhpia.org         E-mail: cidpex@cnhpia.org         官方微信号：cnhpia 

中纸协生函字（2019）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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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6日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张玉兰 (秘书长)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零售业态及销售渠道解析
尼尔森

1.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零售业态。

2.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销售渠道变化情况解析。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消费趋势洞察
凯度消费者指数陈牧凡 (客户群总监)

沈娟 (快消品总监)

大消费趋势下，从消费者角度洞察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消费趋势变化。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一楼
紫金厅（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300号）

2020年

9月22日
营销创新、海外拓展、环境友好，
赋能行业发展

会场
主题: 

发布2019年中国卫生用品行业总体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2019年中国卫生用品行业总体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8:30-9:00

9:00-9:30

9:30-10:00

主持人：房雨

2020年9月22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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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20-10:30

午休 12:00-13:30

Q&A问答 10:00-10:20

企业命运与品牌战略
上海迈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钰晟 (总经理)

1. 品牌增长困局；

2. 如何制定营销规划？包括消费者布局、品类布局、市场布局、渠道布局；

3. 实现营销规划的路径（结合行业品牌案例分析）；

4. 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科学分配。

13:30-14:00

主持人：宋逸

2020年9月22日   下午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房雨

海外市场拓展机遇与挑战

方和平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飞英
(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Arif Akaytay
(Hayat Kimya技术与工艺开发全球集团经理)

议题：俄罗斯、土耳其，非洲及东南亚等地区发展机遇与挑战

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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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林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建国 (重庆理文卫生用纸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钰晟 (上海迈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罗健

营销创新增长

茶歇 15:40-15:50

14:00-15:40

我国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新标准要求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顾健 (主任医师、兼职教授、硕导)

解读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新要求。

16:20-16:50

天猫纸品行业趋势报告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知奇 (家清行业总经理)

2017-2019年，淘宝和天猫纸品市场规模逐年扩大。从销售额增量的驱动因素来看，人

群渗透带来的贡献最大，复购增加也成为了2019年销售额增加的另一大驱动力。

15:50-16:20

欧盟限塑令和欧洲吸收性卫生用品产业链环保举措

1. 欧盟塑料及一次性塑料使用法规概述；

2. 这些法规对卫生用品行业的影响；

3. EDANA可持续发展规划。

欧洲非织造布协会(EDANA)Gil Stevens (对外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总监)

16:5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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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能拯救海洋吗 ?——微纤维在水环境中的生物降解性

1. 非织造布在使用中和处理后是否都会分解成超细纤维？

 对海洋栖息地造成怎样的影响？

2. 天然原料棉花在海洋环境中分解情况及对水环境的影响。

美国棉花公司Janet O'Regan (无纺市场总监)

Q&A问答 17:50-18:00

17: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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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生活用纸”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三楼
钟山厅（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300号）

2020年

9月23日

主题：1. 市场解析  2. 智能化应用  3. 节能降耗

会场

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2019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发布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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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00

成套智能化装备技术在生活用纸行业的应用

1. 成套智能化装备技术；

2. 智能化解决方案；

3. 应用案例分析。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刘鹏 (营销总监)

9:00-9:30

1. 生活用纸市场潜力

2. 塑纹生活用纸生产技术

 ① 节省纤维      ② 塑纹卫生纸机      ③ 节能

以合理成本生产高档生活用纸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白炳晨 (销售副总)
Klaus GISSING (TIAC运营总监)

9:30-10:00

主持人：刘靖伟

2020年9月23日   上午

Q&A问答 10:00-10:10

茶歇 1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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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2:20-12:30

午休 12:30-13:30

1. 现有的蒸汽气罩和燃气气罩的优势和劣势、区域分布对比；

2. Intelli-Cap®超节能气罩介绍；

3. 通过案例介绍节能实际效果。

Intelli-Cap®超节能气罩——应对新挑战的明智之选
PMP集团Maciej Ossowski (应用部总监)

10:20-10:50

智能革新——生活用纸4.0的应用

1. 生活用纸企业的生产独特性及面临的挑战；

2.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案例分析：通过机器学习、工业物联网平台等4.0手段， 提升效 

 益，降低成本；

3. 生活用纸厂商如何构建数字化技能。

谢承俊 (销售经理)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

10:50-11:20

与众不同——百利怡压花技术
法比奥百利怡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王晓春 (中国南区销售经理)

1. 压花的目的；

2. 压花纸市场；

3. 压花技术的发展；

4. 压花新技术。

11:20-11:50

生活用纸质量控制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苏振华 (制浆与环保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介绍生活用纸主要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并从原料选择、工艺控制等方面概述各个指标

之间的关系及改善措施。

11: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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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李荔平 (总经理)

Q&A问答 15:00-15:10

茶歇 15:10-15:20

全球生活用纸市场概况

解析全球生活用纸概况及发展趋势。

博闻锐思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Esko Uutela (生活用纸首席经济师)

13:30-14:00

全球纸浆近期市场动态

1. 全球纸浆供求变化及趋势；

2. 中美贸易关系对纸浆供应及价格的影响；

3. 给中国生活用纸企业的启示。

14:00-14:30

1. 海外国家生活用纸市场概况；

2. 宝索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宝索企业走出去，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李清尧 (销售副总经理)

14:30-15:00

主持人：白炳晨

2020年9月23日   下午

1. 卫生纸机烘缸喷涂、研磨最新技术应用；

2. 烘缸表面主要出现的问题，表面修复和维护的重要意义。分析不同类型卫生纸机烘

 缸表面修复的最新技术应用，不同修复解决方案对工厂生产成本的影响；

3. 化学涂层、起皱刮刀、纸机车速等因素对烘缸表面喷涂及修复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烘缸表面金属喷涂与维护
东莞市神点纳米喷涂科技有限公司陈尊 (总经理)

15:2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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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50-18:00

Pulsar联合Elettric 80的先进工艺，创造智能生活用纸加工生产。

全自动智能卫生纸加工厂
上海宝丽斯工程有限公司叶秋葵 (副总裁)

15:50-16:20

1. 木浆和非木浆的区别；

2. 非木浆生产卫生纸存在的问题；

3. 非木浆生产卫生纸过程中湿部存在的问题；

4.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改善非木浆生活用纸柔软度和纸机效率的新技术
索理思(上海)化工有限公司Nick Ince (亚太区市场总监)

16:20-16:50

1. 化学机械浆BCTMP简介；

2. 生活用纸市场划分；

3. 应用实例——厨房纸巾和擦手纸；

4. 如何选择与使用化机浆；

5. 化机浆在生活用纸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化机浆在生活用纸中的应用
West Fraser Mill Ltd.闫东波 (技术销售经理)

16:50-17:20 

生活用纸及纸制品质量诊断与节能诊断

通过对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因子进行识别并采取控制措施，降低产品质

量风险。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产品质量问题，从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方面提

供质量诊断服务。通过质量诊断，有助于提升我国生活用纸及制品产品质量，保障

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帮助企业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能力等。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温建宇 (工程师/委员)

17: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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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双语（同传翻译）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一楼
紫金厅（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300号）

2020年

9月23日
1. 新材料、新技术
2. 可冲散、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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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芯体技术进展

复合芯体新技术及发展趋势。

福建省乔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丁棋 (总经理)

9:00-9:30

全球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发展概况及趋势

1. 全球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总体概况；

2. 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3.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欧睿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贺雅卿 (研究分析师)

8:30-9:00

主持人：焦勇

2020年9月23日   上午

抗菌、祛味技术在卫生巾和成人纸尿裤产品中的最新应用

最新抗菌和祛味技术在卫生巾和成人纸尿裤上的应用，包括最新抗菌材料和除臭材

料、评价方法、创新趋势，抗菌、祛味技术的发展趋势等。

尤妮佳株式会社宫泽清 (参与)

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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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0:00-10:10

茶歇 10:10-10:20

卫生产品用热风非织造材料的发展方向

介绍热风非织造材料生产工艺，及其在卫生用品领域的产品开发方向。阐述热风非织

造布用纤维的细旦化开发、多种新型油剂的应用、天然纤维和特色纤维的添加，以及打

孔、压花、层压、喷涂等后加工技术的发展。

北京大源非织造股份有限公司张静峰 (副总经理)

10:20-10:50

纺熔非织造布纤维技术在卫生领域的创新

1. 纸尿裤市场趋势和对非织造布柔软度的需求；

2. 纺熔非织造布在纸尿裤上的应用：拉拉裤底膜及腰围非织造布/防漏隔边/芯体包裹等；

3. 纤维如何影响纺熔非织造布的柔软度；

4. 纺熔非织造布纤维应用的最新创新案例分析。

贝里国际集团Ralph Moody (全球高级研发总监)

10:50-11:20

1. 女性卫生用品的痛点；

2. 现今的异味控制技术；

3. 异味因何产生；

4. 三甲胺的挑战；

5. 三甲胺中和：Bliss绒毛浆。

国际纸业

三甲胺中和在女性卫生用品中的应用
杨阳 (全球纤维事业部亚洲区客户技术方案经理)

11:2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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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1:40-12:00

午休 12:00-13:30

制造可冲散产品

1. 可冲散湿巾生产工艺演变历程，可冲散性定义（INDA/EDANA GD4）；

2. 黏胶短纤如何改性，既实现与纸浆纤维充分固结，又能在污水系统中进行分散；

3. 可冲散性测试案例分析：实验室测试和城市污水系统测试；

4. 未来发展驱动力与挑战。

柯恩纤维有限公司Horst Wörner (卫生及特种纤维业务经理)

14:00-14:30

湿厕纸——卫品新天地

阐述湿厕纸概念、生产工艺、可冲散检测方法、中国市场现状和发展前景。

上海德雁无纺布有限公司张建新 (副总经理)

13:30-14:00

主持人：田雨

2020年9月23日   下午

可降解材料或新材料的研发。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卫生用品可降解性的探讨
王凡成 (研发首席科学家)

14: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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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5:20-15:30

茶歇 15:30-15:40

具有成本效益的新一代生物可降解材料

介绍可生物降解材料创新技术与工艺：可生物降解非织造布、可生物降解纳米纤维、加

速厌氧生物降解助剂（应用于塑料制品）、NAMI可生物降解复合材料（可制备包装盒、

餐盒、包装袋）、PVA水溶性聚合物（可制备食品包装袋、保鲜膜）。

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有限公司李凯 (博士)

15:00-15:20

卫生护理用品的弹性解决方案及弹性非织造布新进展

1. 卫生吸收护理用品弹性功能演化；

2. 弹性材料的特性及应用；

3. 弹性非织造布的新进展；

4. 轻度失禁市场。

广州市斐莱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林广瑞 (总经理)

16:10-16:40

卫生用品设备的智能化技术应用
安庆市恒昌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 高速拉拉裤生产线的卷状材料无人上料技术；

2. 机器人自动装箱机；

3. 应用于高速设备的热风非织造布超声波焊接技术；

4. 超薄复合芯体的高速在线制作技术。

袁军 (市场部总经理)

15:4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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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40-18:00

备注：日程截至2020年1月20日

欧盟和美国一次性卫生用品法规要求概览及安全要求

1. 欧盟和美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监管体系介绍；

2. 欧盟和美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禁限用物质、性能指标等法规参数；

3. 欧盟和美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安全要求及相关测试；

4. 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功效性等其他要求及相关测试介绍。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李继超 (化妆品与日化产品部技术经理)

17:10-17:40

SAP在卫生用品中的创新发展

1. SAP特性与纸尿裤性能的关系；

2. 卫生用品用SAP测试方法；

3. SAP新技术（如气味控制和抗菌SAP）。

日本触媒Koji Miyake (AA-SAP生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16:4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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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2020年9月22—23日8:30—18:00                                           2. 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报名费

202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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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6~2020.8.21 1800元/人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2020.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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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经销商 

* 请划“√”确定要
参加的会场。
注：23日生活用纸和
卫生用品会场同时进
行，不可全选。

22日 □“市场营销”会场

23日上午 □“生活用纸”会场
□“卫生用品”会场 23日下午 □“生活用纸”会场

□“卫生用品”会场

参
加
人
员

* 姓名 * 国籍 * 职务 * 手机 * 邮箱

温馨提示：手机及邮箱为领取电子听课证及餐券的重要凭证，请务必正确填写听课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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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晨晨：18201120692(微信)            电话：010-64778192/8188     
官方微信号：cnhpia                 E-mail: cidpex@cnhpia.org        Http://www.cnhpi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