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文件 
 

 

中塑机协〔2018〕20 号 

 

关于召开“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年会暨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地方协会和相关企业： 

随着市场需求、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环保政

策逐步出台，高端、节能和环保的塑机设备渐渐占据主要市场。为促

进中国塑料机械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推动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并庆祝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成立 25 周年，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

将于 2018 年 9 月 19～21 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

业专家委员会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论坛将邀

请行业专家、全球领先塑机企业、模具企业、辅助设备企业及原材料

企业的技术专家，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把脉中国塑料机械产

业和原料、加工产业的发展前景，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及国内外行业间

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DT 新材料 

二、会议主要议题 

1、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解析 

2、国际塑料产业发展趋势 

3、塑机行业转型升级之路探讨 

4、重点出口市场注意事项解读 

5、塑机在汽车、建材行业的应用现状与趋势 

三、参会人员 

会议代表：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塑料机械工

业协会各会员单位主要负责领导及相关企业从事技术、营销、展会和

管理的人员；原材料及改性塑料企业、添加材料企业、塑料模具与制

品企业及科研院校代表。 

演讲嘉宾：国内外相关行业组织代表、业界专家及行业知名企业

负责人。 

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9 月 19～21 日（同期举办“第四届中国（重庆）国

际塑料工业展览会”） 

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S2 馆与

N2 馆之间） 

会议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 

五、费用标准 

1、会议注册费： 

（1）专委会成员、协会会员单位 1200 元/人； 

（2）非会员单位 1500 元/人。 



2、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汇款信息： 

户  名：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003609014463188 

六、联系人 

1、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李春燕副秘书长（手机：18612969056；电话：010-68595536）  

邮箱：chunyanlcy@126.com 

王静秘书长（手机：15010762696；电话：010-68595081） 

邮箱：jingcrane@163.com 

2、DT 新材料： 

胡俊琴（手机：13858261191；邮箱：cherry@polydt.com）      

 

附件：1、参会回执 

2、日程安排（拟） 

3、赞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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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 

参 会 回 执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代表姓名 职 务 手 机 办公电话 E-mail 

     

     

重点关注的 

市场需求 
 

联系方式： 

1、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李春燕副秘书长（手机：18612969056；电话：010-68595536）  

邮箱：chunyanlcy@126.com 

王静秘书长（手机：15010762696；电话：010-68595081） 

邮箱：jingcrane@163.com 

2、DT 新材料 

胡俊琴（手机：13858261191；邮箱：cherry@polydt.com） 

 

 

 



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 

日 程 安 排（拟） 

9 月 19 日 

14:00-20:00 签到 

9 月 20 日上午（主持：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吴大鸣） 

时间 大会日程 

08:00-09:00 签到 

09:00-10:00 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专家委员会换届工作 

1、 第二届专委会工作报告； 

2、 审议第三届专委会成员名单； 

3、 第三届专委会新增成员授牌 

10:00-10:30 主题：会长致辞暨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发展概况 

发言嘉宾：张剑鸣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10:30-11:00 
主题：自主创新与中国特色产品制造 

发言嘉宾：瞿金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主任 

11:00-11:10 茶歇 

11:10-11:30 
主题：中国合成树脂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拟邀嘉宾：郑垲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会长 

11:30-11:50 
主题：中国塑料加工业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拟邀嘉宾：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领导 

11:50-12:10 
主题：中国塑料模具行业的发展概况及技术创新方向 

拟邀嘉宾：武兵书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12:00-13:30 午餐 

9 月 20 日下午（主持：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粟东平） 

13:30-14:00 
主题：国际塑料产业发展趋势 

拟邀嘉宾：国际战略专家 荷尔玛·佛朗兹 

14:00-14:20 

主题：智能时代为塑料加工装备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发言嘉宾：吴大鸣 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 

14:00-14:20 
主题：重庆塑料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拟邀嘉宾：重庆市经信委 

14:40-15:00 
主题：出口海外市场的合规要求 

拟邀嘉宾：业界专家 



15:00-15:10 茶歇 

15:10-15:30 
主题：德国/意大利/美国塑料工业发展趋势 

拟邀嘉宾：德国 VDMA/意大利 AMAPLAST/美国塑料工业协会 

15:30-15:50 
主题：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越南塑料加工业发展趋势 

拟邀嘉宾：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越南塑料工业协会 

15:50-16:10 
主题：如何打造高度柔性、数字化、高效互联的未来智能工厂 

拟邀嘉宾：西门子/ABB 中方代表 

16:10-16:30 
主题：物联网助力塑机行业转型升级 

拟邀嘉宾：总配网 

16:30-16:50 
主题：惠普与数字化制造 

拟邀嘉宾：惠普中方代表 

16:50-17:10 
主题：待定 

拟邀嘉宾：美孚中方代表 

17:10-17:30 
主题：待定 

拟邀嘉宾：赞助企业代表 

9 月 21 日 

分论坛一：注塑领域新技术、新工艺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主持：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和智） 

08:30-11:00 

（每家企业发

言 15 分钟） 

1、智能化制造与高品质注塑 

2、注塑工厂制造成本控制与降低； 

3、微发泡注塑成型技术与应用新进展； 

4、液态金属注射成型技术； 

5、汽车水辅注塑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成型创新技术； 

6、注射压缩-背部复合成型创新技术； 

7、薄壁注塑成型缺陷问题解决； 

8、模具成型快速降温解决方案； 

9、人工智能注塑系统开发与目前传统工厂转型问题。 

11:00-12:00 
圆桌论坛 

主题：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中国注塑企业转型升级之路 



分论坛二:挤出领域在建材行业的应用 

（主持：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何亚东） 

08:30-11:00 

（每家企业发

言 15 分钟） 

1、 全球及中国挤出机市场的发展困境； 

2、 挤出机的辅助配套设备标准规格化，智能化和网络化；  

3、 基于新材料和新工艺的新型或专用挤出机的开发与应用； 

4、 如何实现挤出生产线的微机闭环控制； 

5、 大型化、高速、高效化挤出机设备的开发和应用； 

6、 异型材挤出模的开发与设计； 

7、 环保装饰建材设备的新趋势； 

8、 LFT 带肋建筑模板成型工艺与优势。 

11:00-12:00 
圆桌论坛 

主题：塑料挤出装备企业转型升级路径探讨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动，以当天安排为准。 

 

 



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 

赞助方案 
 

晚宴赞助 

（独家） 
80000 元 

1. 欢迎晚宴开始前 30 分钟可播放赞助单位广告片或幻灯片； 

2. 晚宴 5 分钟致词，一位高层作为贵宾，参加欢迎晚宴，并优先安排

位次； 

3. 茶歇区精品展示位一个（含咨询台、椅子）； 

4.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5.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6.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7.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演讲赞助 

50000 元 

1. 主论坛报告一场（20 分钟）； 

2. 茶歇区精品展示位一个（含咨询台、椅子）； 

3.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4.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5.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6.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35000 元 

1. 分论坛报告一场（15 分钟）； 

2. 茶歇区精品展示位一个（含咨询台、椅子）； 

3.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4.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5.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6.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资料袋赞助 

（独家） 
30000 元 

1. 赞助商 LOGO 及信息出现在会议资料袋上； 

2.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3.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4.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5. 企业资料插入大会资料袋中； 

6.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胸卡赞助 

（独家） 
30000 元 

1. 赞助商 LOGO 及信息出现在会议胸卡上； 

2.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3.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4.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5. 企业资料插入大会资料袋中； 

6.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展台赞助 25000 元 

1. 茶歇区精品展示位一个（含咨询台、椅子）； 

2.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3.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4. 赠送会刊彩色广告 1 版； 

5.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资料入袋 8000 元 企业宣传页入大会资料袋中 

彩页会刊广告 5000 元 会刊插页广告 1 版 

会议用品 

（广告）赞助 

赞助会议用品

不同，价格不

同，价格另议 

承担制作会议用品，椅套，纪念品，笔，本等，可在会议用品上印宣

传公司广告。广告设计方案须经大会组委会批准。 

赞助商可享受服务： 

1. 赞助商可在会议用品上印刷赞助单位广告，会议用品可自行制作，

也可组委会定制，价格另议。 

2. 赞助商的信息出现大会背景板以及相关对外宣传资料上； 

3. 赠送会刊插页彩色广告 1 版； 

4.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含餐饮、会议资料）； 

5. 会后提供参会通讯名录。 

 

 

 

 

 

 



第三届中国塑料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械产业论坛 

赞助申请表 

公司名称 

（盖章）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E-mail  

赞助方式及金额： 

汇款信息 

户  名：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003609014463188 

联系方式： 

1、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李春燕副秘书长（手机：18612969056；电话：010-68595536）  

邮箱：chunyanlcy@126.com 

王静秘书长（手机：15010762696；电话：010-68595081） 

邮箱：jingcrane@163.com 

2、DT 新材料 

胡俊琴（手机：13858261191；邮箱：cherry@polyd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