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IF 2022 国际包装创新大会于9月15-16日在常州天目湖·溧阳温德姆酒店顺利举

行。为期两天的日程首次以“线下会议+线上云直播”的形式同步呈现，成为九月

霸榜的“包装业顶流”。

超过80位日化、电商物流、食品饮料和餐饮外卖等细分领域品牌方专家和国内外

顶尖包装行业领袖同台对话；300+品牌商参会代表和200+包装供应商参会代表

出席盛会；3,600+人次直播流量远程观摩可持续性包装设计的最新政策和趋势。

自2019年推出以来，IPIF国际包装创新大会持续聚焦包装创新和全产业链可持续

发展，得到了来自世界包装组织、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艾伦·麦

克阿瑟基金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

（广东）、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协会、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

AEPW等协会组织机构的大力支持，以及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陶氏化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

限公司、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信联智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包装上下游

产业链的持续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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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评语/What Our Partners Say?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几经曲折，本届IPIF论坛依

然汇聚了来自包装产业链企业的数百名行业

专家，一同探讨可持续包装的现状与发展未

来。陶氏公司此次组织了三个业务单元的营

销和技术人员参加，不仅通过展台交流和论

坛演讲，与上下游企业代表充分探讨行业政

策法规解读和预测、交流分享当前国内外市

场的先进材料应用案例，也成功地与行业伙

伴达成进一步合作、共同助力践行可持续包

装解决方案的合作计划。我们也期待来年包

装容器展和IPIF论坛的顺利召开。

“

”
大会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顺利召开实属不易，

凸现了主办方的胆识和影响力。每次的参会

都能感受到客户和品牌商对精细准备的新产

品和新方案展示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有积极

地互动。期待各方在合作中不断打磨和优化

新产品，有更多的可持续方案能够尽快落地

开花。

“

”
祝贺IPIF2022的成功举行！我们见证了IPIF

从2018年举办至今，前后4年的时间，IPIF愈

发的在行业中奠定了影响力和领先位置。在

励展的综合平台和专业人员的长期积累和精

心策划下，IPIF的邀请嘉宾囊括了来自政府、

机构、企业、院校等跨整个产业链的各行领

军人物。与会人员也来自行业中领军企业的

核心岗位，在这样的专业性非常高的场合，

嘉宾和与会人员尽兴交流，各种新想法碰撞

出精彩的火花。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高规

格专业交流场合是检验自身和获得新想法、

支撑后续发展的重要依据，从企业自身来说

收获颇丰；同时会上开展很多关于环保、可

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方向的探讨，更是推

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消费者体验升级的可能

性。希望明年再见！

“

”



全体大会A: 全产业协同为包装可持续发展提速

潘永刚
中国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纸、塑料、金属、
玻璃材料回收现状及
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2022塑料污染治理
相关政策最新进展

温宗国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
授与博士生导师、循
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评价中心主任

朱蕾
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
标准一室主任

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标准体系建设

循环经济之路

汤裕生
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
AEPW
中国首席顾问

欢迎致辞

皮埃尔·皮纳尔
世界包装组织WPO
主席

欢迎致辞

王跃中
中国包装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党委书记

欢迎致辞

王文杰
励展博览集团
大中华区助理副总裁

韩雪山｜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秘书长
温宗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与博士生导师

赵 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

潘永刚｜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唐大旻｜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项目经理
胡 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供应链专家

先锋对话

|  9月15日 09:00-12:10

主持人：赵凯 |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

演讲嘉宾/Speakers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日化、电商物流分论坛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食品和化
妆品》标准解读

王利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
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欧莱雅可持续包装

万怡
欧莱雅中国
产品开发高级经理

拥抱电商潮流：陶氏
电商包装解决方案

冯继昌
陶氏公司
包装与特种塑料事业部
亚太区应用开发经理

邮政快递业绿色包
装发展与协同

康丽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GB/T 18455-
2022《包装回收标
志》国家标准解读

郭振梅
中国出口商品
包装研究所
所长

高露洁棕榄的可持
续发展

钱晓斌
高露洁棕榄(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区包装开发负责人

基于电商物流·日化
包装密封性解决方案

崔建明
广州信联智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循环共享包装，
“一箱一码”解决
回收、循环难题

段艳健
京东物流
包装专家

演讲嘉宾/Speakers

先锋对话

王 利｜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段艳健｜京东物流包装专家
钱晓斌｜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包装开发负责人
康 丽｜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 皓｜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行业高级经理

|  9月15日 13:30-18:00

主持人：徐敏 | 上海庄臣包装负责人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演讲嘉宾/Speakers

食品饮料分论坛

再生塑料食品级高
值化应用研究进展

钟怀宁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
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主任

包装设计创新和
环保可持续发展

江雷
蒙牛低温研发中心
包装研发部负责人

全人群营养品包装
创新与可持续的探索

李天广
美赞臣中国业务集团
包装创新负责人

单一材质软包装的
可循环解决方案

姜亚平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
有限公司
高级科学家

食品接触用
金属包装保级再生
合规性研究进展

仇凯
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
副主任

乳品包装可持续创新

邓玉明
内蒙古伊利
研发总监

堡盟hhs热熔胶
喷胶系统

张占城
堡盟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先锋对话

乐依军｜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开发经理

杨一帆｜Oatly可持续发展经理
钟怀宁｜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主任

仇 凯｜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主任

夏晓辉｜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发展总监
袁 静｜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经理
侯国玲｜陶氏公司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技术经理

|  9月15日 13:30-18:00

主持人：刘志岩 | 励展博览集团高级项目经理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演讲嘉宾/Speakers

环保合规、成本控制、
消费者体验－包装供
应链管理“三角平衡”
的挑战与机遇

刘光亮
夏晖包装
资深包装经理

外卖包装观察与
绿色设计探索

房莹
阿里本地生活
合作发展副总经理

可持续加持新生活-
陶氏助力涂布纸回
收新路径

南璇
陶氏化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纸基新包材价值研创
者-福莱助力实现水
性涂层包装新可能

占孚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研发高级经理

餐饮外卖机遇与挑战

王志敏
沁海(上海)食品
有限公司
包装采购和生产
负责人

餐饮供应链趋势影响
包装产业几点认识

孟庆刚
知支之(上海)
商业管理公司
联合创始人

发挥平台连接优势
推进外卖包装绿色
供应链建设-美团外
卖青山计划实践情
况介绍

张涛
美团外卖
高级经理

餐饮外卖分论坛

朱红梅 | 夏晖HAVI高级质量与合规经理
王小慧 |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导师
王志敏 | 沁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采购和生产负责人
张 涛 | 美团外卖高级经理
高 静 | 斯道拉恩所战略产品销售经理
胡新福 | 富岭科技股份总裁

PACKCON创新营X美团外卖专场话题

|  9月15日 13:30-18:00      

主持人：张晓婷 | 励展博览集团市场经理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演讲嘉宾/Speakers

达能饮料减塑降碳
的成果与计划

周洁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公司
中国区质量副总裁

欧盟《包装废弃
物指令PPWD》
政策及影响分析

常新杰
中国欧盟商会
环境工作组主席

百事饮料包装的
可持续之路

董颖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总监

汉高创新可持续包装
解决方案：
超越粘接·赢战未来

郑琰杰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循环经济经理

迈向塑料循环经济：
全球进展及中国的
发展机遇与建议

陈晓婷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英国)北京代表处
项目主任

包装企业实现碳中和
的路径和实践

赵立建
碳信托
中国区总裁

UPM索力得·露森-
可持续高阻隔纸基
包装的优选原纸

刘旻妍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全体大会B: “以终为始”看循环经济对产业的推动

先锋对话

周 洁 |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公司中国区质量副总裁
董 颖 |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包装研发总监
喻 力 |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纸张产品管理团队高级技术经理
郑琰杰 |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循环经济经理
赵立建 | 碳信托中国区总裁

9月16日 09:00-12:10      

主持人：常新杰 | 中国欧盟商会环境工作组主席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演讲嘉宾/Speakers

全球(消费后)塑料
包装可持续发展浅析

王韧
拾柴环境
总监

生物质基环境友好
包装材料

王小慧
华南理工大学
博士后导师

芬兰可持续包装研发

倪雯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高级商务官员

全生命周期评价
(LCA)和国际EPD认
证助力可持续包装

王瑞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代表处
高级项目经理

数字印刷技术助力
包装可持续发展的
实践和案例

李琳娜
惠普HP
Indigo战略发展总监

全体大会C: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包装材料创新之路

9月16日 13:30-17:00      

主持人：刘志岩 | 励展博览集团高级项目经理

扫描二维码
观看演讲实录



现场活动/Onsite Events

赞助商展区

位于大会会场前厅的“超人气”展商展区汇聚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陶氏公司、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秉信包装、埃肯有机

硅、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20+行业顶尖的包装材料、制品和服务商，

展出优秀的创意包装作品与方解决方案。

IPIF Talk 新品发布会

茶歇期间，位于前台东侧的 IPIF Talk 新品发布会环节，包装业各企业优秀人才竞相登台“华山论剑”，分享在包装创新与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最新成果。



现场活动/Onsite Events

蓝星计划颁奖典礼暨IPIF国际包装创新大会晚宴

两大年度赛事“PACKCON STAR Awards”与“蓝星计划(BLUE

PLANET)-可持续发展包装大赛”在本届大会上重磅联名。着眼于包

装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大赛征集全球范围内优秀的可持续发展包装作

品与方案，鼓励环保与创新理念，帮助企业有效推进可持续包装战略，

促进行业产业链绿色转型升级。本次联名大赛特设“创新组”和“环

保组”两大组别，由蓝星计划智库专家共同评审推选出做出卓越成果

的企业和个人，同时新增最佳人气奖与最具人气企业奖，邀请众多业

内专业人士参与颁奖晚宴，见证了行业的“高光”时刻。

获奖企业及作品(创新组)

创新包装材料奖

🥇金奖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型高性能工业环保包装

🥈银奖
中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墨印刷缓冲发泡纸袋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虎色生香冰淇淋礼盒

🥉铜奖
大亚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阻隔涂布纸

创意概念包装奖

🥇金奖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纯甄馋酸奶镜像杯

🥈银奖
秉信包装

Easy-Folding展示礼盒

🥉铜奖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严选绿色循环箱

市场潜力发展奖

🥇金奖
索理思化工有限公司

纸浆模塑浆内无氟防油剂

🥈银奖
上海金山纸业有限公司

冠生园虎年山姆店展示盒

🥉铜奖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PLA高透流延膜

图: 励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黄兆君先生致祝酒辞



绿色材料应用创新奖 回收循环利用方案奖

🥇金奖
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日化品包装洗衣凝珠袋

🥈银奖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纸基高阻隔水性涂层纸

🥉铜奖
益海嘉里

丰苑饲料编织袋包装

绿色包装设计理念奖

🥇金奖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蓝臻婴幼儿配方系列奶粉

🥈银奖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分隔方形碗、电磁炉加热感应纸碗

🥉铜奖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寸棘轮夹组套彩盒

获奖企业及作品(环保组)

🥇金奖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单一材质软包袋阻氧解决方案

🥈银奖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索力得ㆍ露森食品级白牛皮

🥉铜奖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EPIX水性功能性阻隔涂层

可持续发展规划奖

🥇金奖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第2代欧莱雅大金瓶”-欧莱雅奇焕
精油洗发露护发素等系列产品

🥈银奖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RHOBARR™ 325阻隔分散体

🥉铜奖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

纸浆馄饨盒

最佳人气奖及最具人气企业奖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
纸浆馄饨盒

现场活动/Onsite Events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Kellogg's Engineer

Oatly 可持续发展经理

Oatly 可持续发展数据分析师

Oatly Packaging Technology Manager

Oatly Senior Packaging Technology Manager

Paodei 嘚泡泡茶水 董事长

奥乐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专员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工程师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研发经理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法规经理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主管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亚太区包装研发总监(食品)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营运高级经理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主管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研发主管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总监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Senior R&D Manager - Beverage 
Packaging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Packaging Engineer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北京美味风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北京美味风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副总监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大益设计总监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大益产品经理

北京益友会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开发经理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工程师

茶茶一季（福建）供应链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师

常州犇运源商贸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达能经迪希亚 包装开发高级经理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中国区质量副总裁

帝亚吉欧 包装研发人员

东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信息采购人员

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ackaging Deploy Supervisor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专员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专员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主管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部长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主管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员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副主管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副经理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经理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人员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人员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杭州衡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员

杭州衡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员

杭州衡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杭州加点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设计主管

杭州加点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师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精机公司总经理兼机电研究院院长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部经理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人员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人员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人员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电商包装研发经理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合肥洽洽味乐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副主任

合肥洽洽味乐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合肥洽洽味乐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高级专员

合肥洽洽味乐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高级专员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主管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主任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高级主管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工程师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研发工程师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工程师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工程师

火星薯（上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研究员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专员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专员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经理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材主管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主管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材主管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专员

江苏存善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

胶囊茶语（北京）茶叶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总监

食品饮料

参会代表名单/Delegate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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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公司 高级品牌经理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公司 品牌传播经理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公司 品牌主任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公司 市场主任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部副总裁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部总监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工程师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部总监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工程师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副经理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研发工程师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伊利集团 冷饮市场部包装设计经理

伊利集团 包装研发总监

伊利集团 可持续发展经理

伊利集团 包装研发副总监

伊利集团 法规经理

颐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益海嘉里 采购专员

益海嘉里 采购经理

益海嘉里（广州）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主任

益海嘉里（广州）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员工

益海嘉里（广州）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副主任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员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员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专员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员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软包专员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英联食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区采购总监

英联食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英联食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优诺乳业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工程师

优诺乳业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研发工程师

正觅有机茶 总经理

正觅有机茶 职员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师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KA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KA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KA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人员

中洋鱼天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集团战略釆购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集团战略采购副经理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联合合伙人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副经理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总裁助理/储运总监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采购人员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储运部副经理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经理

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科学家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HAVI Global Solutions 高级总监

HAVI Global Solutions 包装经理

HAVI Global Solutions 总监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外卖运营经理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外卖运营副经理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外卖运营总监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总裁兼可持续发展官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主管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包装创新经理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包装主管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主管

茶茶—季（福建）供应链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叮咚买菜 可持续发展部产品经理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副经理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副主管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杭州村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OO

杭州村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杭州宫野 联合创始人兼CEO

杭州宫野 联合创始人

杭州宫野 创始人

湖北周黑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管

火星薯（上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

江苏百年树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胶囊茶语（北京）茶叶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总监

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链副总裁

乐乐茶 品牌营销总监

上海粮全其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OO

上海粮全其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上海粮全其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上海粮全其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上海锐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设计师

上海味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上海味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餐饮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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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上海茵萃麦盛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茵萃麦盛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知支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

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

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副经理

西贝筱面村 经理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RA Manager, Regulatory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高级经理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Senior Manager, Social Impact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VP, Supply Chain & Food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Senior Manager, Product Innovation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Senior RA Manager, Regulatory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QA Manager

寅宾出日咖啡（南京）有限公司/南京文承食品 通路行销经理

上海知支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上海知支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饿了么 公益负责人

美团 包装专家

美团 采购总监

美团 采购经理

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 饮食策划包装研发总监

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 饮食策划包装研发经理

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 饮食策划包装工程师

美团外卖 高级经理

凑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合作发展副总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安麦道农药（江苏）有限公司 中国区包装经理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研发经理

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费森尤斯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

丰益油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部总监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副总裁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部材料组高级经理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部材料组高级主管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创新包装经理（东南亚）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区包装开发负责人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创新中心主管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创新中心经理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创新中心副经理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总监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华熙生物 包装和供应链工程师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健合集团 包装开发助理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工程师

康宝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康宝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 Operations Director

康宝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科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科延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品牌传播经理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工程师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工程师

利洁时 包装经理

联合利华 资深包装开发经理

联合利华 包装技术经理

联合利华 Packaging Technologist

联合利华 PKG Manager Skin Care

联合利华 PKG Asst. Manager

联合利华 Sr PKG Technologist

联合利华 PKG Asst. Manager 

联合利华 PKG Asst. Manager 

联合利华 UFLP  R&D Mgmt

联合利华 Sr PKG Technologist

联合利华 PKG Asst. Manager

联合利华 包装经理

联合利华 资深包装开发经理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亚区家庭护理品类研发总监

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 包装经理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包装开发专员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包装工程师

联合利华Unilever 包装总监

联合利华中国 采购专员

联合利华中国 采购经理

联合利华中国 包装工程师

令和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总监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采购总监

梦想城堡（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工程师

梦想城堡（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经理

梦想城堡（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工程师

梦想城堡（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总监

南京敖广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总监

南京敖广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南京敖广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经理

健合集团 包装开发助理经理

健合集团 包装开发管培生

健合集团 包装工程师

健合集团 研发经理

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经理

南京北极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师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

日化 & 大健康

参会代表名单/Delegate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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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南京北极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南京北极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人员

南京北极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设计经理

南京北极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工程师

挪亚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链包装经理

欧莱雅中国 北亚区产品开发高级经理

强生 包装经理

陕西慧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部经理

陕西慧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总监

上海德佐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上海格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开发

上海格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开发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室主任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高级市场经理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人员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工程师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室副主任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经理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总监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专员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上海麟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麟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总监

上海屏山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任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任谷实业有限公司 设计师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科经理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人员

上海萧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材开发经理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工程师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配方师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法规政府关系总监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工程师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研发高级经理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工程师

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经理

雅诗兰黛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副总监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

云南白药 设计师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Matrix Senior ESG Manager

遨盛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宠小満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工程师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工程师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包装工程师

迪卡侬 包装质量及供应链主管

迪卡侬 包装项目经理

东莞市享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理

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P Marketing Manager

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杭州巨星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造型设计师

杭州巨星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杭州亲宝优品 包装经理

杭州昕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O

湖州名邦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亮兮柯电气（嘉兴）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亮兮柯电气（嘉兴）有限公司 总监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市场经理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包装经理

宁波大秦天空商贸有限公司 Sourcing Manager

宁波大秦天空商贸有限公司 General Manager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工程师

盘箸有喜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监

盘箸有喜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陕西慧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总监

上海德佐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上海德佐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上海皮咖西科技有限公司 资深平面设计师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课长

上海箴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上海箴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上海箴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负责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贴标设计工程师

华勤技术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链专家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博世汽车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日用 & 消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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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贴标设计工程师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贴标设计工程师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松下 经理

苏州好礼物礼品商贸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芜湖吉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芜湖吉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芜湖智慧智造教育用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芜湖智慧智造教育用具有限公司 经理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 主管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 主管

小卫（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负责人

昕诺飞 经理

亚太（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合规高级顾问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副经理

中顺洁柔 副总裁

中顺洁柔 包装经理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

联想 包装工程师

联想 包装工程师

联想 包装工程师

联想 经理

联想 助理经理

小米 包装工程师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设计师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设计师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师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监

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 Packaging Expert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MERCADONA 采购总监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YANG DESIGN 副经理

YANG DESIGN 经理

爱科特（上海）植物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消费品事业部 大客户经理

宠小满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德邦快递 研发副总监

德邦快递 研发总监

德邦快递 研发经理

德邦快递 研发高级经理

德邦快递 研发专员

德邦快递 研发专员

古欧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

古欧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古欧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专家

广东泛标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杭州安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杭州安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杭州安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杭州安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杭州好想你电子商务 包装研发

杭州热浪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CEO

杭州热浪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AE

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项目主管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项目经理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高级专家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项目主管

家得宝投资管理 包装工程师

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物流经理

京东物流 包装专家

京东物流 物流规划专员

京东物流 包装专家

科迪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包装研发经理

科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监

乐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enior Project Manager

乐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roject Manager

乐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

乐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roject Assistant

爱科特（上海）植物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包装研发经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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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敖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南京敖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设计师

南京敖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南通苏润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尼尔森 包装研发设计师

尼尔森 创新咨询总监

欧绿保再生资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关关系总监

轻卡（杭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日本大福（中国）有限公司 经理

山西王琪涵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

山西王琪涵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副经理

上海安鲜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包材采购高级经理

上海杜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营销官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师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视觉设计总监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师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师

上海华苑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华苑电子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上海惊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

上海酒仙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聚水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总监

上海聚水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经理

上海栗源实业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栗源实业有限公司 总裁

上海链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上海链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合伙人

上海链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上海链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上海麟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萌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萌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欧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仓库经理

上海欧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上海欧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主管

上海欧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仓库主管

上海鹏升实业有限公司 国内采购人员

上海千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上海锐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田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上海哇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上海哇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上海哇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门店运营人员

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检测事业部/大客户经理

上海希晟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ecutive Manager

上海希晟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Senior Executive Manager

上海燕莱居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部长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部长代行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课长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职员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职员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职员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职员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课长代行

上海壹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易食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上海影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影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深圳猩米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深圳优声美影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拾柴环境 总监

顺丰 碳中和首席代表

顺启和（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总工程师

思考思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合伙人

四川福华未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监

苏州脉络易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师

台州市汇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台州市汇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部

台州市汇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碳信托 中国区总裁

丸红（上海）有限公司 课长

丸红（上海）有限公司 职员

丸红（上海）有限公司 课长

丸红（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人员

网易严选 资深采购

网易严选 资深包装工程师

威立雅（中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商务总监

无锡德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区域总监

芜湖八公叔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采购经理

芜湖八公叔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釆购总监

芜湖吉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釆购主管

芜湖佳海产业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香港依时国际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象米（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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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尼梭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总监

浙江单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开发经理

浙江衡昶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神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浙江神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浙江神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浙江素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设计师

浙江素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

智阳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智阳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BD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HP Indigo 战略发展总监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助理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Eastman Chemical 企业创新负责人

阿科玛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埃克森美孚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高级经理

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艾利丹尼森 市场开发经理

艾司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爱克林（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市场总监

爱思开综合化学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TS&D Manager

安徽开来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安姆科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总监

安姆科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大中华商务副总裁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副总

安庆市芋芋纸业有限公司 总监

岸宝环保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执行总监

岸宝环保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营销公司总经理

奥普蒂玛包装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爱思开综合化学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销售经理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奥普蒂玛包装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资深法规经理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区市场总监

柏尔林包装（青岛）有限公司 区域运营总监

北京德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古瑞包装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北京红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阳光印易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北京一撕得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北京永创通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消费品事业部 大客户经理

毕瑞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秉信包装 研发部总监

常州市远东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州鑫荣威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郴州专鑫竹森科贸有限公司 经理

慈溪市仰塑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公司 经理

大亚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包装发展部总监

大亚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力豪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发展总监&副总经理

当纳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r. TR Manager

德国库尔兹集团 Sales

德莎（苏州）胶带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工程师

德莎胶带（上海）有限公司 国际产品经理

德莎胶带（上海）有限公司 Sustainability Manager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东莞捷领科技包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东莞市高志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经理

东莞市恒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东莞市精丽制罐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经理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东莞市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阀科（厦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Head of Sales Development, Specialty 
Papers APAC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北亚区业务开发负责人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区业务开发负责人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包装解决方案负责人

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监

福建恒隆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富海（山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富乐胶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发展经理

富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格来纳亚洲塑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东辉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行业高级经理

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品牌推广助理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东莞市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阀科（厦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包装供应商

参会代表名单/Delegates List
2020-2022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参会代表名单/Delegates List
2020-2022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广州德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广州玖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广州熵能英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广州市百孚纸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广州信联智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州荧创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州泽金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循环经济高级经理 - 包装应用粘合剂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业务开发总监 - 包装应用粘合剂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应用研发总监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资深包装工程师

杭州群乐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杭州添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大客户部经理

合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合肥远传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湖北麦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湖南金利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黄山市锐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汇璇（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汇源印刷包装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霍尼韦尔 亚太区市场经理

家得宝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江苏恒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江苏济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经理

江苏嘉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苏金晟环保餐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江苏龙灯博士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江苏龙骏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餐饮食包事业部总经理

江苏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精工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江苏张家港精工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江阴市花园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江阴市铁头塑料纸品有限公司 副总

金华市飞翔真空镀膜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石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金石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九洲生物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凯米拉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康登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康美包（苏州）有限公司 亚太区包装研发总监

科门（上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销售人员

朗派包装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总经理

雷诺丽特恒迅包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雷诺丽特朗活医药耗材（北京）有限公司 项目高级经理

路博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亚太市场经理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市场经理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科学家

美利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销售经理

梦色丽创新中心 创新中心市场观察员

梦色丽创新中心 总经理

南京荣仕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南京天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宁波大榭开发区益宁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宁波芙途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监

宁波盛锡隆铝罐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宁波市嘉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副总

宁波永峰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Senior Strategic & Marketing Manager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Sales Director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部长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青岛榕信工贸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青岛微孔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品质经理

瑞安市创丰机械有限公司 经理

睿也德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China

睿也德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Head of Sales, China

森骏卓越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沙伯基础（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沙伯基础（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总监

沙伯特（中山) 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沙伯特（中山) 有限公司 销售&市场总监

沙伯特（中山) 有限公司 国内销售总经理

厦门枫盛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厦门禾念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推广总监

山东恒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中科恒联生物基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汕头保税区联通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上海迪爱生贸易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上海复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监

上海洁诺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金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利敦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墨达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长

上海戎狄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睿莫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PCR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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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上海胜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经理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上海诗冠印刷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监

上海特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天臣集团Shanghai Techsun 业务经理

上海天臣微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田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凸版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维凯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上海昕特玛化学品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上海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上海颜专塑料贸易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扬盛印务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上海一鸿纸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伊催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英可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包装技术总监

上海英正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包装经理

上海纸杯有限公司 Senior Marketing Manager

上海纸杯有限公司
Head of Public Affairs, Greater China 
Corporate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包装设计总监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绍兴绿斯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主管

沈阳思特雷斯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总监

史密斯瑞华（苏州）测试有限公司 Head of Operations - Asia

斯道拉恩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斯道拉恩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总监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与市场总监

斯道拉恩索正元河北缓冲包装有限公司 战略产品销售经理

斯塔尔精细涂料(苏州)有限公司 技术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苏州康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派凯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市和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市星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州淘爱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速固得感光新材料（惠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BD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区应用开发经理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技术经理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区食品包装技术经理

天津盈创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

瓦克化学 技术经理

瓦克化学 市场经理

万华化学 高级研发工程师

威立雅(中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商务总监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维实洛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ales Director Global Paper Gr. China

温州宜能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锡道春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锡润法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锡易杰印刷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无锡众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芜湖欣平兴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OA经理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法规经理

夏晖包装 资深包装经理

象米（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技术市场总监

星悦精细化工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义乌久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益瑞石（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铟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物流经理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佑尼梭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M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湛新树脂（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长沙铭凯纸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安倩纸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博升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纸张项目经理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恒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副总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浙江欧亚轻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部部长

浙江庞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总经理

浙江新天力容器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浙江一树纸业有限公司 经理

中包包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业务开发部销售主管

中包包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化学微生物检测室主任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市场部经理

中锐股份 包装板块负责人

中山东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中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协会/科研机构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北京代表处 项目主任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主任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顾问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高级商务官员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实验室技术主管

中包包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化学微生物检测室主任

中包联塑包委 副秘书长

中国包装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包装联合会 副会长兼执行秘书长

中国包装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包装联合会 副秘书长

中国包装联合会 部长

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 物理检测室主任

中国包装联合会；
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会长、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分院院长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所长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四川大学 副教授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 副秘书长

中国欧盟商会 环境工作组主席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一室主任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主任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 主任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长助理

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AEPW 首席顾问，中国

协会/科研机构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广
册海关技术中心

主任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副主任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工作人员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博士后导师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会长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 项目经理（气候变化与循环经济）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博士研究生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 秘书长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 副秘书长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 副会长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代表处 高级项目经理

上海包协纸委会 秘书长

上海理工大学 博士后导师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副会长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纸委会 秘书长

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会员部外联专员

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 主任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 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 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 教育培训部主任

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 会长

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 副会长

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 工作人员

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 秘书长

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 秘书处

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 秘书处

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 秘书处

上海市食品协会 秘书长

上海市食品学会 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食品学会 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塑料行业协会 信息部专员

上海饮品协会 秘书长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循环经济大中华区项目负责人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执行会长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武汉大学 印刷与包装系主任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研究员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研究员

长三角食品产业创新合作联盟 秘书长

浙江工业大学 研究生

参会代表名单/Delegates List
2020-2022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参会企业 企业代表职能

《包装工程》杂志-重庆五九期刊社 编辑

《上海包装杂志社》 编辑

《上海包装杂志社》 常务副秘书长

CCNNTWr闻台上海频道 主编

包联网 CEO

慧聪化工网 编辑

荣格工业传媒 工业资讯总监

上海包装杂志社 编辑

上海第一财经报业 国际科技新闻记者

上海冠道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新华社-上海分社 记者

新华社-上海分社 记者

新浪上海 记者

新浪上海 记者

新闻晨报 主任记者

新闻晨报 记者

中国报道上海站 记者

中国好包装网 总监助理

中国好包装网 客服

中国好包装网 总监助理

中国新闻网 记者

中国印刷人才网（上海）分公司 主任

中国印刷人才网（上海）分公司 CEO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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