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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将于5月24—25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举办。论

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最新行业热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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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凡的2020年，国际论坛吸引了681名专业听众，

广受好评。

后疫情时期，人们的卫生清洁意识不断提高，湿巾、棉柔巾、厨房纸巾等擦拭巾市场迎来了井

喷式增长。鉴于此，今年国际论坛除“市场营销”、“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会场外，新增为期

一天的“擦拭巾大会”，围绕“擦拭产品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从生产、市场、技术、法规、安

全、供应链等多维度，深度解析全球及中国擦拭巾行业竞争格局和挑战，共同推动擦拭巾行业健

康发展。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具有三大亮点：

1. 匠心服务行业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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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国内、国际代表性地区和企业，深度解析行业市场形势变化，探讨新形势下的发展

机遇及挑战。

3. 议题紧紧围绕行业热点，研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变化及价值重塑、便捷、安全、可降

解、新材料、新技术、新应用、节能降耗等业内最关注的话题。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国际论坛

报名方式：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刻报名

联系方式：

韩颖 座机：010-64778192  

 手机：18810414734（微信同号）

徐晨晨 座机：010-64778188

 手机：18201120692（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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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2021年生活用纸年会暨国际妇婴童、成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论坛日程

全球及中国湿巾市场概览
欧睿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 全球湿巾发展情况及新冠疫情影响；

2. 中国湿巾发展情况及新冠疫情影响；

3. 新冠疫情下湿巾的新品趋势。

贺雅卿 (资深分析师)

9:00-9:30

北美擦拭巾市场情况
北美非织造布协会(INDA)Dave Rousse (秘书长)

1. 北美擦拭巾发展概况；

2. COVID-19对北美擦拭巾细分品类、产品创新等的影响。

9:30-10:00

主持人：张静峰

2021年5月24日   上午

中英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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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5月24日

主题：擦拭巾让生活更方便、安全

擦拭巾大会擦拭巾大会

Q&A问答 10:00-10:20

茶歇 10:20-10:30



110 www.cnhpia.org

国
际

论
坛

第二十八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2021年生活用纸年会暨国际妇婴童、成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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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对全球湿巾供应链的影响

Price Hanna Consultants LLC

1. COVID-19对湿巾需求的影响；

2. 湿巾需求变化对供应链的影响；

3. 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

Pricie Hanna (总经理)
Colin Hanna (市场研究总监)

10:30-11:00

中国面膜的发展概况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1. 中国面膜市场概况；

2. 面膜基材及其制造技术；

3. 面膜功能性营养液发展概况；

4. 面膜使用安全、法规介绍。

11:00-11:30

2021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消费趋势报告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刘晖 (首席数据官)

11:30-12:00

Q&A问答 12:00-12:10

午休 12:1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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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2021年生活用纸年会暨国际妇婴童、成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茶歇 15:30-15:40

湿巾防腐剂的法规现状、变化及发展趋势
德国舒美有限公司沈广阳 (中国区经理)

1. 防腐剂及湿巾防腐剂的定义；

2.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关于湿巾防腐剂的法规现状、变化

 （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及中国）；

3. 湿巾防腐剂的发展趋势；

4. 湿巾防腐剂的安全性。

15:40-16:10

主持人：罗健

2021年5月24日    下午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罗健

擦拭产品让生活更美好

宋海波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陈倢
(赛得利战略营销总监)

 赵生龙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张建新
(上海德雁无纺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展颜
(阿里集团-天猫事业群纸品行业高级总监)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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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浅谈功能性湿巾市场与技术
杭州希安达抗菌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张子剑 (总经理)

1. 功能性湿巾的定义与分类；

2. 国内外功能性湿巾市场现状；

3. 中国功能性湿巾市场发展前景与方向；

4. 功能性湿巾药液的配方技术要点探讨。

16:10-16:40

湿巾的过去与未来——珍爱看湿巾
重庆珍爱卫生用品有限责任公司黄诗平 (董事长)

1. 湿巾发展的初心

 创业初心，消费洞察，品类细分。

2. 湿巾成功的关键

 珍爱的经验分享，品质+投入。

3. 湿巾发展的未来

 湿巾行业未来如何可持续、健康发展。

16:40-17:10

Q&A问答 17:1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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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中英文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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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5月24日
市场态势、消费洞察、供应链价值重塑

会场
主题: 

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JHPIA)高桥绅哉 (专务理事)

1. 2020年日本卫生用品市场概况；

2. COVID-19对日本卫生用品市场的影响；

3. 日本市场未来展望。

2020年日本卫生用品行业概况

8:30-9:00

全球生活用纸消费趋势洞察

1. 洞察全球消费者生活用纸的需求方向，包含购买动因、使用习惯和偏好，对于家居清 

 洁、个人护理的需求变化等；

2. 解析全球生活用纸创新主题，聚焦不同国家生活用纸的创新格局和趋势差异，梳理 

 产品创新案例。

9:30-10:00

主持人：宋逸

2021年5月24日   上午

EDANA 吸收性卫生用品管理计划 ：重塑消费者信任
欧洲非织造布协会(EDANA)

1. 欧洲卫生用品市场发展概况；

2. COVID-19对欧洲卫生用品市场的影响。

Sean Kerrigan (宣传总监)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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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20-10:30

Q&A问答 10:00-10:20

天猫纸品行业趋势报告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1. 天猫纸品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2. 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

3. 生活用纸品类发展趋势等。

知齐 (家清行业总经理)

11:00-11:30

用户战略与产品创新
上海迈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 用户战略的关键点；

2. 产品创新的战略体系构建；

3. 管理层三大战略关键决策点。

李钰晟 (总经理)

11:30-12:00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市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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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产品新趋势。

孔昱之 (快消品部门副总监)

10: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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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5:20-15:30

午休 12:10-13:30

Q&A问答 12:00-12:10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修订进展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顾健 (主任医师、兼职教授、硕导)

解读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修订变化及进展。

15:30-16:00

主持人：房雨

2021年5月24日    下午

互动论坛——

论坛主持人：房雨

卫生用品产业供应链价值重塑

林斌
(爹地宝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小勇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金利伟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继华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3: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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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30-17:50

国内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专利分析与布局建议
北京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 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专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专利概况及保护效能；

3. 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及保护；

4. 企业专利申请及布局建议。

王义刚 (执行董事)

16:30-17:00

全球女性卫生用品市场动态及发展趋势
美国棉花公司

1. 亚洲、欧洲和美国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现状；

2. 女性卫生用品未来几年的发展动向。

Janet O'Regan (无纺市场总监)

17:00-17:30

1. 口罩、防护服、手术衣等一次性医疗防护用品基本情况介绍；

2. 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概况及对比分析。

医疗防护用品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解析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邱文伦 (高级工程师)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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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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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5月25日

主题：节能降耗、市场解析

会场

中英文双语

少花钱多生产同时减少环境影响和二氧化碳排放

1. 传统卫生纸机DCT技术的节能降耗方案：流浆箱喷浆回收电能、柔性压榨和热风 

 回用系统结合使用、热电联产系统；

2. Hayat Kimya应用节能经验分享；

3. 工业互联网如何进一步提升节能降耗效果。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张凯 (卫生纸机销售总监)

8:30-9:00

卫生纸机智能透平真空系统

1. 卫生纸机真空系统现状；

2. 新型卫生纸机智能透平真空系统节能原理及节能效果；

3. 新型真空透平系统在宝拓、轻良等卫生纸机上的应用案例。

上鼓透平风机启东有限公司周贤周 (总经理)

9:00-9:30

2021年5月25日   上午

1. 针对消费者对包装的需求变化，帮助企业灵活应对；

2. 供应链协同如何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灵活多变包装及数智物流为企业分忧
柯尔柏纸业科技
柯尔柏供应链

王晓春 (销售经理)
邹 晖 (大中华区总经理)

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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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0:00-10:20

茶歇 10:20-10:30

生活用纸企业如何推进精益管理

1. 生活用纸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 精益管理重要性及解决方案；

3. 精益管理案例分析。

3A党新民 (董事长)

10:30-11:00

生活用纸市场价格背后的逻辑分析

1. 近5年生活用纸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分析；

2. 价格背后的逻辑分析：供应、需求、成本、其他因素分析；

3. 未来市场趋势展望。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尹婷 (高级分析师)

11:30-12:00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发布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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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玉兰 (秘书长)

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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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Q&A问答 12:00-12:10

午休 12:10-13:30

纳米纤维素在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中的应用

1. 纳米纤维素性能及其应用现状；

2. 纳米纤维素促进生活用纸性能优化和产品升级；

3. 纳米纤维素让湿巾功能性多样化；

4. 纳米纤维素助力卫生用品绿色可持续。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陈京环 (高级工程师)

13: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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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4:30

全球纸浆近期市场动态

1. 全球纸浆供求变化及趋势；

2. COVID-19对纸浆供应及价格的影响；

3. 给中国生活用纸企业的启示。

百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李荔平 (总经理)

14:30-15:00

2021年5月25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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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Q&A问答 17:00-17:10

Q&A问答 15:00-15:10

茶歇 15:10-15:30

纸质材料在生活用纸包装上的应用

1. 限塑令解读；

2. 纸质与塑料包装的比较；

3. 欧洲生活用纸纸质包装情况；

4. 生活用纸纸质包装设备技术特点。

伊马孚达(上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王其裕 (业务拓展经理)

15:30-16:00

降低卫生纸生产过程中能耗的化学品解决方案

通过造纸化学品来实现纸机运行过程中的节能降耗，包括：脱水、网毯清洗、浆料

配比优化、烘缸涂层优化等。

索理思(上海)化工有限公司Nick Ince (亚太区市场总监)

16:00-16:30

卫生纸机改造的市场需求及技术经济分析

1. 近年来卫生纸机发展的一些特性；

2. 卫生纸机发展方向；

3. 现有纸机改造的分析；

4. 案例分析。

陕西炳智机械有限公司王升朝 (总经理)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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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021年5月26-28日

中英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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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5月25日

新材料、新技术、新应用主题: 

“卫生用品”“卫生用品”会场

中国卫生用品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发布2020年中国卫生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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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宝萍 (副秘书长/生活用纸中心主任)

10:00-10:30

8:30-9:30

主持人：焦勇

2021年5月25日   上午

战略制胜——本土企业跨越式发展之路

1 .洞察市场，把握机遇；

2. 网聚人才，组织变革；

3. 企业战略制定；

4. 协调资源，快速执行。

俊富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田雨 (CEO)

10:30-11:00

CIDPEX2021生活用纸年会颁奖

暨2020年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行业年度报告揭幕仪式

茶歇 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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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2:00-12:10

午休 12:10-13:30

纸尿裤新国标技术要求及产品质量评价

1. 纸尿裤新国标起草过程；

2. 纸尿裤新国标技术要求简介：

 (1) 纸尿裤新国标修订情况 (2) 婴儿纸尿裤技术要求 (3) 成人纸尿裤技术要求

3. 纸尿裤产品质量评价方法。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温建宇 (委员/工程师)

11:00-11:30

一次性卫生用品新材料的开发与创新应用

1. 卫生用品材料使用情况分析；

2. 新材料“木浆复合水刺无纺布”的开发技术；

3. 新材料特点及应用。

优奈新材料(河南)有限公司刘好玉 (厂长)

11:30-12:00

主持人：田雨

2021年5月25日   下午

尤妮佳株式会社

卫生用品的热感舒适性及案例研究
宫泽清 (参与)

13: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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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粘合剂和印刷电子技术在卫材行业的应用和最新解决方案

1. 生物基粘合剂的发展及其在卫材行业的应用；

2. 印刷电子技术在卫材行业的现状和进展；

3. 应用案例分享。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宋瑶 (商务拓展经理)

14:30-15:00

热熔胶的功能创新

1. 市场对卫生用品功能的诉求变化；

2. 满足诉求的热熔胶功能化创新方案：安全、低气味尿湿显色胶，亲水导流胶，抗反渗

 湿强胶，吸味胶等。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钟蓉 (高级研发经理)

14:00-14:30

1. 卫生用品行业粘接技术分析及比较；

2. 超声波焊接技术介绍；

3. 超声波技术在卫生用品行业应用案例；

4. 未来发展与趋势。

海尔曼超声波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超声波焊接技术在卫生用品行业的应用
许兴江 (无纺布事业部销售总监)

15:30-16:00

Q&A问答 15:00-15:10

茶歇 15:1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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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问答 17:00-17:20

高效至上，柔软透气优质产品背后的高标准

1. 施胶方式、施胶位置、施胶精度等的精准选择；

2. 施胶设备的远程控制。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何宇云 (应用与业务发展经理)

16:00-16:30

石墨烯、碳纤维、弹性纤维等在非织造布的应用

16:3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