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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 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

主办单位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纸业商会

主 办 单 位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
欢迎晚宴独家冠名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发展论坛独家赞助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午宴独家冠名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答谢晚宴独家冠名

战 略 合 作 单 位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建晖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金冠方舟纸业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环龙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巴西金鱼浆纸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中国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芬林集团

联 合 主 办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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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

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碧庞皓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叠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健华打包机制造（香港）有限公司

协 办 单 位

报到地点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堂

欢迎晚宴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发展论坛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午							宴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济南厅

答谢晚宴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早							餐 06:30-08:00  持房卡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早餐厅免费就餐

30日晚餐 18:30－21:00  持门票统一出席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齐鲁厅举行         

                                            的福伊特之夜欢迎晚宴

31日午餐 12:00－13:30  持门票统一出席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济南厅举行

                                            的安德里茨午宴

31日晚餐 18:30－21:00  持门票统一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齐鲁厅举行的

                                            杰锋之夜答谢晚宴

10月30日 10:00-18:00
10月30日 11:30－14:00
10月30日 18:30－21:00

10月31日 08:30-17:30
10月31日 12:00-13:30
10月31日 18:30－21:00

11月01日

大会报到
自助午餐

福伊特之夜欢迎晚宴

发展论坛
安德里茨午宴

杰锋之夜答谢晚宴

返	程

时间
安排

地点
安排

就餐
安排

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

会 议 须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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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本届大会特别提示：

								在演讲、讨论、提问等环节中，不涉及以下有关同行业

竞争者不能披露的信息：

1、不讨论产品价格或定价方案，不交换与产品价格有关的信息或计划；

2、不讨论产能运用或安排方案，不交换与产能安排有关的信息；

3、不讨论如何分割或划分销售市场与客户；

4、不讨论如何划分原材料采购市场或供应商；

5、不讨论如何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6、不达成任何联合抵制销售或采购的协议。

特 别 提 示

注意
事项

酒店
说明

会务
安排

1、根据会议要求，本次大会的会场、就餐安排在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

2、住宿安排在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

3、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106号

1、参加10月31日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论坛的嘉宾请佩戴“第

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嘉宾证”进入会场；

2、与会人员出席欢迎晚宴、午宴、答谢晚宴时，请持相应门票

入场；

3、请注意会场秩序，不要吸烟、大声喧哗，会议期间请将手机

关闭或设置为静音；

4、大会日程安排紧凑，不安排中午休息时间；

5、大会安排有同传翻译，需要同传耳机的嘉宾，请用有效证件

领取，使用后请及时交回耳机，换回自己的证件；

6、请依照上述相关安排，随身携带相关嘉宾证和门票出席有

关活动，以免影响您准时参会和就餐。

工 作 人 员

关   颖  13651225466 （报到 住宿）

李   健  13811150228 （会务 住宿）

朱   铭  18911335371  （餐饮 接送）

陈   李  13910390191  （流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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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之夜 欢迎晚宴
时间：2019年10月30日18:30—21:00

地点：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主题：信	• 心

Welcome Banquet of CPICC’s 12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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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家 赞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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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9年10月31日       地  点：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论坛
The 12th China Paper & Pulp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ference

总主持人    郭海泉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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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泽风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

题  目
以变应变 推动企业向高而生

主旨
演讲

开幕式 08:30 — 09:00

简介：1989年毕业于上海铁道学院自动化

专业，在制浆造纸行业从业近30年。1998

年加入维美德，先后担任自动化业务销售经

理、销售总监、中国区经理；2013年9月任

维美德中国区服务业务副总裁； 2017年起

任维美德中国区总裁。2019
开幕式

主办单位致辞
李建华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致辞
王泽风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

–12– –13–

演讲人
朱向东   维美德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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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00—09∶30

题   目

宏观经济形势与实体经济发展

演讲人
伍 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简介：曾长期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部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

学家。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

科学奖获得者，并获浦山政策研究奖、刘

诗白经济学奖。清华、复旦、人民大学兼

职导师。曾应邀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

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2019）。

09∶40—10∶00

题  目 

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策

演讲人
郭永新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重要
讲话

商会
报告

–14–

03

09∶30—09∶40

题  目 

造纸产业政策解读

演讲人

李 平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轻纺处处长

茶歇
10:00 —10:20

01

简介：中国纸业战略专家，清华大学

MBA，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

(投资)。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综合业务部主任，全国造纸标准化委

员会副主任。

宏观
报告

叠拓科技  独家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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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题

以变应变 向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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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30

11∶40—12∶00 题  目

维美德最新技术和应用

演讲人
周   周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造纸业务线中国区销售总监

专题
演讲

张   茵

 Petteri Kalela

李建华

胡   伟 李学峰

对话嘉宾   李建华

张    茵

胡    伟

 
Petteri Kalela

李学峰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长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长单位
亚太森博集团副总裁

UPM 特种纸纸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05
06

11∶20—11∶40
题  目 

“一带一路”：
中企走进东盟注意事项

演讲人
许宁宁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简介：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中国外交部
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亚太中心执行主任。著
作《“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进行
时》等23本经济学书籍。先后获得“中国-东
盟合作突出贡献奖”“中国-东盟商务促进合
作友好使者”“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等荣
誉称号。

简介：1985年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造纸
专业，从事制浆造纸行业30余年。2003
年加入维美德，一直从事造纸机械技术
及服务的销售工作。现任维美德中国区
造纸业务线销售总监。

安德里茨午宴

10∶20—11∶20

主持人   郭永新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04
高端
对话

郭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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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包装用纸和纸板》发布仪式

发布
仪式

专题
演讲

14:00—14:10

09
08

07

10

14∶10—14∶30 题   目 

造纸纤维原材料技术升级与创新趋势

演讲人  
陈嘉川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校长（院长）

简介：教授，博导，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校长（院长）。中央联系的专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兼任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山东造纸
学会理事长等。

14∶45—15∶05

题   目 

当前纸张产品新技术与创新

演讲人
陈  港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简介：长期从事造纸新技术与特种纸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主持/

参加国家基金、“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粤港重点领

域重大突破等项目。主要研究领域特种纸与纸基功能材料、纳米

纤维素制备及应用、纸张防伪技术、高阻隔纸基材料、数码印刷

纸张、透明纸基材料等。

14∶30—14∶45
题   目 

安德里茨制浆技术的最新发展

演讲人  
张 勇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制浆及动力技术部总经理

简介：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

学）制浆造纸工程专业，长期在安德里茨从事

化学浆厂相关业务，现任化学制浆及动力技术

部总经理，有近30年的化学浆厂相关业务经

历，熟悉国内化学制浆厂的技术发展过程，了

解国际化学浆厂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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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6∶45—17∶00

题   目 

数字化助力浆纸行业
高质量业务转型

演讲人 
Jarmo Ropponen   叠拓Tieto全球销售

                                  和市场部副总裁

简介：Jyvaskyla大学IT计算机专业硕士毕

业。Jarmo以创造客户价值为动力，履行承

诺，并热衷于创造成功。他在全球IT行业、林

业、制浆造纸行业以及制造业拥有超过30年

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服务和解决方案、

ERP、MES、供应链以及业务发展等方面与

多家全球领先公司开展合作。

茶歇

15:20 —15:50

主旨
演讲 13

14

12
15∶50—16∶20

题   目

全球包装创新科技实践

演讲人  
许呈涌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工商设计系副教授

简介：瑞士欧洲大学EDBA博士。自1991年受聘于外贸

协会担任工业包装讲师以来，积极推广国内运输包装教育

至今，2005年获“世界包装之星”奖，2008年获“iF包

装奖”。目前服务国内大专院校农特产品、计算机3C科

技的包装顾问。包装培训年资超过28年。

16∶20—16∶45

题   目

海尔智能制造探索实践分享

演讲人 

李德金   海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大客户及政务总监

简 介 ： 超 过 1 0 年 制 造 业 企 业 信 息 化

(PLM,ERP,MES,APS,WMS等)咨询、

规划、落地经验，超过4年智能制造咨询

规划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经验，超过3

年安全环保行业从业经验。

–20–

15∶05—15∶20

题   目   

创新引领未来-福伊特助您实现纸张
生产中质量和效率的完美统一

演讲人 
彭金松   福伊特集团数字事业部销售副总裁

简介：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拥有超过15年的基于过程行
业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经验，目前担任福伊特数字事业部销售副总裁。

叠拓科技 独家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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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 午 宴

安德里茨午宴

时间：2019年10月31日12:00—13:30

地点：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济南厅

主题：向高・致远

2019年10月31日				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层济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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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Banquet of CPICC’s 12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向 高 • 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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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锋之夜 答谢晚宴
时间：2019年10月31日18:30—21:00

地点：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层齐鲁厅

主题：杰锋之声	——	升		绳		省		盛
Welcome Banquet of CPICC’s 12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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