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国际绿色包装发展高峰论坛 
暨全球包装可持续发展趋势与绿色包装应用论坛 

 

通   知（第三轮）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将于山东济南召开“2018 国际绿色包装发

展高峰论坛——全球包装可持续发展趋势与绿色包装应用论坛”。论

坛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

南）主办，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协办，诚挚邀请您的参与！ 

此次论坛期间还将举办绿色包装展，展示包装产业链的上下游企

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欢迎企业赞助合作。 

 

一、地点 

中国·山东·济南·南郊宾馆 

二、论坛日程 

第一天 ∣ 2018-10-22 星期一    全天报到 

第二天 ∣ 2018-10-23 星期二 

上午 

09:00-09:10 国家部委或政府领导致辞 

09:10-09:20 世界包装组织主席致辞 

09:20-09:40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包装总公司主管领导致辞 

09:40-09:50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领导致辞 

10:00-10:10 世界包装组织主席 Pierre Pienaar 

《Being Smarter and more adaptive to ensure the future 



of sustainable packaging》 

《可持续包装的未来：更智能、更具适应性》 

10:10-10:40 世界包装组织秘书长 Johannes Bergmair 博士 

《Packaging that Saves FoodWorld innovative plastics 

packaging that fight hunger, reduce food waste and 

improve social conditions》 

《拯救食品界的包装-可用于对抗饥饿、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善社

会条件的创新塑料包装》 

10:40-11:00 茶歇 

11:00-11:30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邢文彬副总工  

《中国可持续包装的理论发展与产业实践》 

11:30-12:00 世界包装组织副主席  Antro Mikael Säilä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ackaging in circular 

economy – special focus in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 

《循环经济中包装的挑战与机遇-欧洲篇》 

中午 12:00 -13:30 午餐、展示参观 

下午 

13:30-14:00 济南兰光 《Labthink 新型传感器发布》 

14:00-14:30 韩国 KCL 首席研究员 Jongkyoung Kim 

《 Techniques and Standardization on Temperature 

Controlled Product Packaging》 

《控温产品包装技术和标准化》 

14:30-15:00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包装中心·济南）副主任  

许超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介绍》 

15:00-15:15 茶歇 

15:15-15:45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创意部部长  

戴云林《绿色包装在白酒包装中的应用》 

深圳技术大学创意学院 高级工程师 陈勇军 

《中国文化特色的当代绿色包装创新设计》 

深圳市绿尚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光 



（会议日程持续更新，如有变动，请以会议当天公布为准） 

 

 

 

 

《包装产品的功能与结构设计》 

15:45-16:00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 戴铁军教授 

《基于生态成本分析的纸包装废弃物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和生

产工艺优化》 

16:00-16:15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电器循环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 副所长田

晖《家电行业绿色制造与绿色包装》 

16:15-16:30 苏宁易购 采购部经理 包装实验室总监 徐海铃   

《智慧零售与电商包装发展》 

17:30-21:00 兰光之夜暨兰光 30 周年招待晚会 

第三天 ∣ 2018-10-24 星期三 

上午 

9:00-9:30 京东首席包装专家 京东物流包装规划负责人 段艳健 

《包装可持续发展 共享绿色未来》 

9:30-10:00  包装用户企业《包装需求分析》 

10:00-10:30  包装生产企业《典型包装应用案例》 

10:30-10:45 茶歇 

10:30-11:00 雀巢 包装总监 王雪涛   《雀巢包装可持续发展》 

11:00-11:30 香驰控股《香驰粮油包装应用》 

11:30-12:0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秘书长 崔燕《中国包装循环利用分析》 

中午 12:00-13:30 午餐休息、展示参观 

下午 

13:30-14:00 济南兰光《Labthink C 系列新品发布》 

14:00-15:00 企业经验交流 

15:00-17:00 实地参观 

线路一：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线路二：山东省质检院（国家包装中心·济南） 



三、部分参会单位名单（按首字母排序，持续更新中） 

Huhtamaki 普乐包装 湖北周黑鸭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湖南工业大学 雀巢（中国）公司 

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绝味食品有限公司 
日清食品（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安徽洽洽食品企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监管处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药品包装材料检验所 济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北京印刷学院 济南统一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里粮油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费列罗食品（杭州）有限公司 江苏彩华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

所 

纷美包装（山东）有限公司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院 太古饮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质检院 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王子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富友联合（中国）有限公司 江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院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厦门海关（出入境）技术中心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劲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长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济南） 
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联想集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联合会 

哈尔滨乐泰药业有限公司 陆军军械技术研究所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好时（上海）食品研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   

河南银金达彩印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 62021 部队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青岛科技大学 装甲兵工程学院 

 



四、论坛同期活动 

1、世界包装组织（WPO）2018 年度下半年理事会； 

2、绿色包装产品展览展示； 

3、绿色包装领域学术论文征集及优秀论文主题报告； 

4、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五、收费标准 

会议费2000元/人，含资料费、餐费；其他费用自理。 

六、报名方式 

请填写附件 1《参会回执》，发送至邮箱 nancy@meiyita.com 

报名咨询：北京米意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楠  13522890617/15330259035 

七、会议咨询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赵 媛   152 1063 2188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王 君   186 7829 7880 

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孔文娟  199 0644 2121 

八、会议赞助 

赞助形式：展台展示、主题演讲 

赞助咨询：北京米意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楠  13522890617/15330259035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