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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装备

TSA2-9898全自动高速餐具机

·采用伺服电机+机械结构驱动，单机产能可达到800kg/天
·热压采用网框转移方式，节省真空25%
·可在线换网，暂停5分钟即可完成，设备稼动率更高
·热压上模采用光面设计，降低模具积碳污染，解决黄斑、黑点问

题，产品合格率更高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E05

液压式整形/切边机

热压整形机利用高温、高压将干燥后的纸托制品加以定型的设
备，以使纸托制品具有良好的防震性能，外观整齐美观。该设备关
闭加热功能后同时可以用于纸托的切边工作。

青岛鸿铭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5F60

双缸双工位移出式成型机

采用真空吸浆成型的方法，通过吸浆，脱水等机内工序，使纸浆纤
维吸附于模具上，形成纸托制品胚件，通过压缩空气转移至上模，
上模采用伺服线性模组移出的方式将成品送出。该机型上使用的
伺服线性模组具有速度快、定位精度高、噪音小、运行稳定等优
点。

青岛鸿铭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5F60

半自动纸塑餐盒机

·用途：餐盒包装
·主结构材质：跟浆接触/围板部分为不锈钢
·模板尺寸：1100×800mm或定制
·压力：1-60T，气液增压缸/伺服油压
·产能：平均生产纸塑产品超过800KG

清远科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G85

单/双翻转成型机

·用途：精品湿压产品，农产品包装，餐盒包装
·主结构材质：跟浆接触部分为不锈钢。
·模板尺寸：800×600mm或定制
·压力：1-10T
·日产能纸塑产品：＞700KG（12小时，参照每模产品400g）

清远科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G85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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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装备

MST-600植物纤维、纸浆模塑试验打样一体机

·仅需极少原料就可制作样品
·机构简单，易于清洁，避免材料污染
·占地面积小，安装容易，接上电源就能工作
·功能完善，集成制浆、成型、热压、切边、真空、空压等功能
·使用方便，成型机可以下模出品，也可转移到上模出品

佛山美石机械有限公司

5G52

辅助装备、材料、助剂

TSA2-9898全自动高速餐具机

·长度可根据需求定制
·输送带采用不锈钢串杆式传动，表面加装铁氟龙网带，白色工件

不再受热发黄
·采用进口燃烧机，喷射式热风加热，热风循环烘干工件，能耗低
·温度可调，无极调速，操作方便

东莞市欧西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A-A17

微波烘干设备

·穿透性加热，加热速度快，能实现短时间内加热
·加热均匀，可避免外焦内生、外干内湿现象；提高了产品质量
·节能高效，比红外加热节能1/3以上
·防霉、杀菌、保鲜，能最大限度保存物料的活性

东莞市欧西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A-A17

永磁变频节能无油真空泵

玛钛真空泵在真空度上能有效的提升-10kpa以上，同时车间真空
度稳定能有效缩短成型时间，提高生产效率；真空度稳定，成型后
同类型产品的克重均匀，提高良品率；真空度提升同时满足生产
需求，有更好的变频效果，达到真空节能的效果。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 

5A-A27

纸浆模塑一次性餐具生产线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纸浆模塑成套装备和
技术的服务商，主打设备纸浆模塑一次性餐具生产线，单日产能
达到800-1200KG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E22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双缸双工位伺服送料成型机

上模传动方式：
丝杆+伺服电机传动+导轨，速度快，合模精准。

佛山市顺德区致远纸塑设备有限公司

5G27



辅助装备、材料、助剂

食品级纸浆模塑水性阻隔涂料

慧谷纸浆模塑水性涂料采用特殊工艺的丙烯酸聚合技术和有机
硅聚合技术，具有耐热油, 可微波炉加热，不粘米饭等特点，并且
可再浆。本系列产品不含氟，完全符合GB9685和GB4806.8以及
FDA176.170食品安全要求，并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急性经口
毒性试验》(GB 15193.3-2014)标准无毒测试。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5A-A45

植物纤维模塑干燥设备创新专用隔热材料

天益科技拥有独特的耐高温聚酰亚胺树脂(PI)应用于多种复合材
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二十年来研发制造了系列耐高温
高分子基础材料及多种耐高温复合材料，根据植物纤维模塑干燥
设备环境的高温高湿特点，全方位解决隔热节能痛点问题。
·耐水汽 ·耐高温 ·防破裂 ·防掉渣·高隔热 ·高节能 ·全创新 ·全环保

焦作市天益科技有限公司

5D55

中浓水力碎浆机(散浆机)

·配备改进型三叶片福克斯转子，配以锯形刃口，打浆平稳、效率
高、不甩浆，能耗比传统机型降低20%以上

·采用变频控制传动，根据需要降低投料、放浆转速，比传统碎浆
机节电15%以上

·集中润滑轴承，操作方便，润滑充分，延长轴承寿命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5F05

双盘磨浆机

·采用电动进退刀机构，恒功率自动控制，可以随浆料的流量、压
力、浓度快速同步调节，保证磨后浆料打浆度均匀，满足高档产
品对品质的要求

·独家研制的细纹精密磨片，比同类产品提高打浆度40%以上，可
节省磨浆机用量，节省电耗50%以上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5F05       

折叠型/直连型伺服电缸

·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
·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

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D60

节能真空泵

格兰斯特高效节能真空泵，直轴驱动。高效永磁电机无轴承设
计，维护成本低。节能高效、运行稳定、噪音低，替换传统真空
泵节能率35-50%以上，降低不良率，产能提升15-25%以上。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5F65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辅助装备、材料、助剂

FREGREEN系列薄膜

·可应用于纸浆模塑复合
·可实现防水防油，且可100%堆肥降解
·不含氟、符合食品接触安全
·平整、透明度高，可以清楚看到餐盒内的食物
·具有良好的热合性、阻隔性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G34                           

HKDR® GUARD HG-6880为阳离子型C6食品
级防油剂

·可赋予纸浆模塑制品优良防油效果
·产品经第三方(SGS)检测评估，符合RoHS、PFOA、PFOS、急性经

口毒性等相关规范，符合FDA、BfR、GB食品接触安全要求
·产品性能优异，稳定性好，地域适应性强

浙江辉凯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5G86

反向型增压缸

国际领先技术，国家专利产品，反向出力，由下往上安装、速度快、
出力大、性能稳定、寿命长、维修便捷，两三年不加油、不换油。在
自动化机械设备中应用本缸，可节省待机人员50%。节省能源
50%以上。

深圳市康杰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5I07

钢丝网套/内层波纹金属软管

适合动态、高温使用，耐冲击力强，专为纸模行业开发。选用321不
锈钢，钢丝网套采用13根钢丝紧密织成，表面几乎无缝隙；波纹加
密后柔软性更好，增强了耐疲劳度。

滕州市志扬机械有限公司

5A-A40          

FDV VSD+系列无油螺杆真空泵

·可将能源成本平均降低50%，并提高生产速度
·采用变速驱动(VSD) 技术，精准把控流量，杜绝浪费
·发热部件与电子元件隔离，核心部件使用寿命延长
·采用创新专利设计的0级无油技术，纯净空气
·即插即用，占地面积小

上海泛宇真空泵有限公司

5E55

多功能四节型增压缸

汽油隔离，自动排气、自动补油

深圳市康杰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5I07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创新制品

预制菜品包装容器

产品优势：
·采用纸塑湿压工艺，产品可降解可循环可再生，绿色环保无污染
·可广泛应用于预制食品包装品类
·采用纸塑倒扣脱模专利技术，使盖紧密扣合，密封性强，任意角

度均不会外溢
·产品耐高低温，可微波可冷藏，具有防水防热油等功能
·产品隔热防烫，易掀易盖

迪乐科技集团

5G45

剃须刀包装托系列

产品优势：
·采用纸塑湿压工艺，产品可降解可循环可再生，绿色环保无污染
·采用纸塑倒扣脱模技术，使沉重的电子产品可被紧密夹持，有效

保护产品不晃动,且产品不易脱落。媲美塑料托的功能与美观
·产品设计独特，可同时供不同品项系列产品共通使用，通用性强

迪乐科技集团

5G45

纸浆模塑茶具套装

甘蔗渣材料，100%可回收、可降解，环保
轻便易携带，适用于多种社交场景
耐高温冲泡

广东省汇林包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G05

医疗器械外包装盒

纸浆模塑包装，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器械包装，成为具有良好 的
缓冲、防震、防水性能的工业包装产品，对环境无害，可以回收再
生利用，可重叠放置，交通运输方便。

湖北麦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A01 

环保彩色派对餐具

凯普达采用食品级色素配方调色，研发色彩丰富的一次性高端植
物纤维模塑餐具，产品通过BPI标准认证，可在12周内完全降解，
具有超高的强度，在美学上也完美融入了活动场景和气氛，比常
见单色纸塑餐具更具表现力。

凯普达材料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5G60

纸浆椭圆碗

PET盖高透且挺阔，拥有完美的展示效果
PP盖耐热且可微波，保障高温食物的使用安全
纸浆盖选用天然植物材料，是全套环保餐盒的不二之选

沙伯特(亚洲)有限公司 

5E01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新一代食品级无氟纸塑产品

·防120°C的热油24小时以上
·产品防沸水10小时以上，不渗透、不变软
·盛米饭不粘连，产品堆叠不粘连
·微波炉高火加热5分钟不渗透、不变形
·符合国标GB36787中关于纸塑餐具防水防油和食品安全方面的

要求；通过美国FDA标准测试；通过PFAS 第三方测试

纸浆模塑瓶/罐类容器

通过特殊材料配比和结构设计，实现一定程度防水、防油及密封
功能，突破了现有纸浆模塑容器难关，为现阶段业内同类产品最
高技术水准，可作为药类、粉类、液体/食品产品容器使用，材料自
然降解，环保安全；瓶身可做数码印刷工艺，激凸工艺等多种表面
工艺处理。

斯道拉恩索

5F01

天津长荣绿色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G65

多用途纸浆模塑瓶

纸浆模塑与玻璃制品充分贴合，抗压、防摔、防水、防油及密封功
能，可根据产品更换不同泵头，适用于日化类、食品类等多类液体
产品容器。

植物纤维模塑餐具系列

各种形状和尺寸的餐盘、餐碗、餐盒等餐具，并可根据客户需要设
计不同类型的定制产品。产品主要原材料为甘蔗浆板和竹纤维浆
板等草类纤维，各系列产品环保、无毒、无味、防水、防油、卫生、方
便、耐酸、耐碱、自行降解等特点。
回收

天津长荣绿色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G65

封口式蔬果托

·完全可降解，不会给环境增添负担
·纸浆模塑果托质地坚韧，充分保护果品
·纸托包装具透气性，可吸收并挥发水气，可延长果品新鲜度及上

架时间
·配合专利封膜技术，胶膜密封在纤维上，易撕不残留，方便分拣回收

TAW Holdings Limited

5E35

高端通用款礼盒

·产品尺寸长款220mm高100mm，拔模角度1°
·细腻磨砂质感，体现典雅品质
·适用于多类产品
·被兰蔻、西贝等知名品牌选用为高端礼盒外包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G16

创新制品

芜湖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G39

独家汇集行业经典款 最新创新产品



工包、精包制品制造商
携年度主打产品亮相

迪乐
科技集团

天津
长荣

国内研发

纸浆模塑瓶

首秀



2000+ 餐饮食品包装/容器

餐饮外卖 咖啡茶饮 预制食品 生鲜商超等

江 苏 旭 晟



创新馆
百大商业

应用创新馆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E35

5G35

5A-A45

5G50

5G45

5A-A14

5A-A09

5G45

5F62

5G11

5A-A39

5A-A17

5A-A20

5D60

5A-A12

5F21

5G52

5A-A04

5E05

5G75

5A-A10

5G27

5A-A02

5F65

5E45

5A-A16

5A-A27

5F55

5E10

5G05

5F10

5E25

5F77

5E20

5E22

TAW Holdings Limited

安平县海顺五金网类制品厂

北京循绿源植物纤维模塑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迈骏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市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赛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聪润(山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迪乐集团

东莞市基富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然环保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西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木森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英特耐森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智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佛山美石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楠亚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南亚）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洋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双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致远纸塑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旻洁纸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汇林包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思贝乐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福斯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海德利机器有限公司

广西侨旺纸膜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A-A45

5G81

5B15

5E22

5F70

5A25

5G32

5A01

5G30

5G70

5F25

5F69

5C35

5F15

5E12

5C35

5G55

5A-A11

5D55

5F30

5G60

5G28

5A-A45

5A-A37

5F68

5A-A03

5G40

5F60

5G10

5G85

5G20

5E01

5G17

5G79

5F05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广州振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通利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西红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益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稻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谷芮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麦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腾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吉特利环保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济南哈特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澄阳旭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晟环保餐具有限公司

江苏旭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派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衡壤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汇工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天益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凯普达材料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康馨（海门）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深凯模具有限公司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立华彩印（昆山）有限公司

宁波市嘉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鸿铭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青橄榄环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清远科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明市云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

山东辰骐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方源众和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F58

5E30

5G76

5G68

5F45

5G15

5F35

5F75

5D46

5A-A35

5E55

5G16

5A-A18

5G18

5I07

5F40

5A-A07

5F01

5D21

5A-A08

5E50

5A-A43

5A-A40

5G65

5G37

5E15 

5G39

5D45

5G34

5G80

5F20

5G86

5E40

5F50

5G25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绿缘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斗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辛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欣戈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旭日东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凹凸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豹驰印刷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泛宇真空泵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信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杰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莱斯压缩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

苏州艾思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翰阳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誉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凯迪思-导热油加热板

滕州市志扬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长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天台鼎天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三星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芜湖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禾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辉凯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罗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E11

5E30

5C30

5D23

5D40

5D11

5D01

5G08

5C20

5B10

5B16

5B20

5A-A15

5C05

5C48

5B35

5C70

5D19

5B58

5B70

5A19

5D05

5C15

5B72

5B68

5B05

5B55

5B62

5A22

5A06-1

5D36

5C10

5D29

5B25

5C25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诸城市宏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缘）

安徽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开来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铭慧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友拓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昌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艺卫生用品（苏州）有限公司

大连松源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必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冠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阜南县顺昌塑业有限公司

广东威雅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聚森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君发无纺布制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康发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易乐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秸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康鼎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天之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碧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意奇高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范特希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瑞和盛纸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和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宏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开封金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昆山伊乐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兴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A14

5C01

5C41

5D30

5G36

5B21

5C55

5B37

5D35

5B41

5D35

5B35

5C60-1

5C60-2

5A-A15

5A02

5A13

5C68-2

5A08

5C43

5A11

5A-A21

5A16

5B60

5C68-1

5G18 

5B01

5D18

5A09

5A24

5A03

5A04

5C27

5D15

5A07

临沂宝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芙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祺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恒瑞胜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澳强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励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盒美）

山东临沂餐加碗汇包装制品厂

汕头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三马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中冠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纯芝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恩和礼品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乐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力鸿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麦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保康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福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固特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纬中空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齐聚包装有限公司

台州市中蓝纸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D38

5A05-2

5A05-1

5B45

5A18

5B48

5C65

5C42

5A12

5C72

5B57

5A17

5C39

5A21

5A15

5A20

5B56

5D27

5A-A05

5C45

5D10

5C43

5G01

5B32

5A06-2

5D25

5A-A06

5B43

5A10

5B27

5A23

4D36-1

4F08

4D20

5G36

潍坊联发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艾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冠尚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祥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六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磐信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骁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优畅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苏嘉达岭装饰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华丽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新乐市虹宝包装有限公司

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雄县美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雄县泰新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日升包装有限公司

英托品康（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必洁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食诺工贸有限公司（恒灿）

浙江高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好希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灵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润昇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森灵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同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秀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远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雪郎生物基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安姆科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三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A14

5C01

5C41

5D30

5G36

5B21

5C55

5B37

5D35

5B41

5D35

5B35

5C60-1

5C60-2

5A-A15

5A02

5A13

5C68-2

5A08

5C43

5A11

5A-A21

5A16

5B60

5C68-1

5G18 

5B01

5D18

5A09

5A24

5A03

5A04

5C27

5D15

5A07

临沂宝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芙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祺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恒瑞胜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澳强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励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盒美）

山东临沂餐加碗汇包装制品厂

汕头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三马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中冠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纯芝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恩和礼品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乐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力鸿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麦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保康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福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固特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纬中空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齐聚包装有限公司

台州市中蓝纸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D38

5A05-2

5A05-1

5B45

5A18

5B48

5C65

5C42

5A12

5C72

5B57

5A17

5C39

5A21

5A15

5A20

5B56

5D27

5A-A05

5C45

5D10

5C43

5G01

5B32

5A06-2

5D25

5A-A06

5B43

5A10

5B27

5A23

4D36-1

4F08

4D20

5G36

潍坊联发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艾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冠尚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祥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六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磐信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骁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优畅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苏嘉达岭装饰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华丽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新乐市虹宝包装有限公司

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雄县美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雄县泰新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日升包装有限公司

英托品康（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必洁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食诺工贸有限公司（恒灿）

浙江高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好希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灵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润昇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森灵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同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秀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远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雪郎生物基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安姆科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三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D36-2

4F12

4E43

4F06

4E35

4A01

4E22

4E69

4E45

4B11

4B32

4E26

4F10

4B25

4C15

4A03

4F05

4C05

4D15

4D25

4D01

4B08

4E15

4C25

4B23

4B09

4E64

4E67

4B08

4F05

4B26

4F03

4A02

4E62

4A05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德标签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库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鸥思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铁生辉制罐有限公司

东莞市薪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福玻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乙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绿道）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巨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锦花）

杭州天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汇立塑胶（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新达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京东物流

昆山智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依森纸制品有限公司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培迪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敖维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阁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发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F07

4E47

4E24

5C57

4E28

4D30-1

4F16

4E60

4C40

4B21

4E20

4B17

4E01

4E65

4F15

4D30-2

4E50

4F02

4C01

4D30-3

4E30

4A04

4F14

4D05

4F01

4B15

4C10

上海菁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派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达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每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建技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磊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市酷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云仕包装）

台州市昱希塑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高飞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灰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箱姑娘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晓辉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星猿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聿宬（上海）科贸有限公司（万叠盒）

跃狐创意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袋袋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D36-2

4F12

4E43

4F06

4E35

4A01

4E22

4E69

4E45

4B11

4B32

4E26

4F10

4B25

4C15

4A03

4F05

4C05

4D15

4D25

4D01

4B08

4E15

4C25

4B23

4B09

4E64

4E67

4B08

4F05

4B26

4F03

4A02

4E62

4A05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德标签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库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鸥思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铁生辉制罐有限公司

东莞市薪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福玻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乙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绿道）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巨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锦花）

杭州天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汇立塑胶（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新达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京东物流

昆山智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依森纸制品有限公司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培迪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敖维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阁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发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F07

4E47

4E24

5C57

4E28

4D30-1

4F16

4E60

4C40

4B21

4E20

4B17

4E01

4E65

4F15

4D30-2

4E50

4F02

4C01

4D30-3

4E30

4A04

4F14

4D05

4F01

4B15

4C10

上海菁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派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达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每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建技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磊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市酷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云仕包装）

台州市昱希塑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高飞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灰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箱姑娘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晓辉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星猿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聿宬（上海）科贸有限公司（万叠盒）

跃狐创意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袋袋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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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开幕式 &

09:00 - 09:30
09:30 - 09:50
09:50 - 10:10

10:10 - 10:30

10:30 - 10:50

10:50 - 11:10

11:10 - 11:30

11:30 - 11:50

11:50-  12:1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8 上午 09:00 -12:10

论坛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 IPFM2023开幕启动

国际模压纤维发展趋势2023

IMFA国际纸浆模塑协会 Taw Holdings Ltd
卢逸升 Chris Lo 先生 董事会董事 Board Director
发展绿色低碳包装产品的竞争优势和利益价值分析 (tbc)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晏路辉 先生 碳阻迹创始人&CEO

“碳中和”目标下的纸浆模塑企业碳管理策略

大连工业大学 
吕艳娜 女士 副教授
面向未来的纸塑包装整厂规划方案

广东瀚迪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岳文婷 女士 营销总监
机器人在纸浆模塑行业的应用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吕健 先生 装备自动化行业大客户经理
2023年欧美最新环保检测认证要求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李国俊 先生 资深销售主任
年度行业十大新闻&十大创新技术发布暨

《植物纤维模塑年鉴2020-2022》首发

中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委员会 黄胜文 先生 副秘书长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大连工业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主论坛 Big Talks

同期论坛

开幕式 &

09:00 - 09:30
09:30 - 09:50
09:50 - 10:10

10:10 - 10:30

10:30 - 10:50

10:50 - 11:10

11:10 - 11:30

11:30 - 11:50

11:50-  12:1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8 上午 09:00 -12:10

论坛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 IPFM2023开幕启动

国际模压纤维发展趋势2023

IMFA国际纸浆模塑协会 Taw Holdings Ltd
卢逸升 Chris Lo 先生 董事会董事 Board Director
发展绿色低碳包装产品的竞争优势和利益价值分析 (tbc)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晏路辉 先生 碳阻迹创始人&CEO

“碳中和”目标下的纸浆模塑企业碳管理策略

大连工业大学 
吕艳娜 女士 副教授
面向未来的纸塑包装整厂规划方案

广东瀚迪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岳文婷 女士 营销总监
机器人在纸浆模塑行业的应用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吕健 先生 装备自动化行业大客户经理
2023年欧美最新环保检测认证要求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李国俊 先生 资深销售主任
年度行业十大新闻&十大创新技术发布暨

《植物纤维模塑年鉴2020-2022》首发

中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委员会 黄胜文 先生 副秘书长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大连工业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主论坛 Big Talks



平行论坛 A

13:00 - 13:30
13:30 - 13:40
13:4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6:00

16:00 - 16:20

16:20 - 16: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8 下午 13:00 - 16: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精益智造论坛主旨介绍

纸塑技术创新应用，接轨品牌市场需求

迪乐科技集团  
张宜婷 女士 客户运营总监
植物纤维产业的发展屏障与突围战略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刘芳 女士 营销副总监  
纸浆模塑装备发展方向探讨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立柱 先生 总经理
纸浆模塑转鼓式成型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领域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巢理桓 先生 营销总监  
节能真空泵的战斗机-无油螺杆真空泵在纸浆模塑行业中的应用

东莞市三木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王锐稳 先生 总经理 
秸秆竹木模塑专用浆无污染制备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鹏 先生 教授 
真空创新 一款用不坏的真空泵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王方 先生 市场总经理 

“限塑令”和“双碳”背景下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发展形势与趋势展望  

大连理工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思贝乐能为纸浆模塑行业带来的节能效益分析

思贝乐泵业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袁健乐 先生  总经理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精益智造 Fine & Smart Manufacturing 

论坛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 IPFM2023开幕启动

国际模压纤维发展趋势2023

IMFA国际纸浆模塑协会 Taw Holdings Ltd
卢逸升 Chris Lo 先生 董事会董事 Board Director
发展绿色低碳包装产品的竞争优势和利益价值分析 (tbc)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晏路辉 先生 碳阻迹创始人&CEO

“碳中和”目标下的纸浆模塑企业碳管理策略

大连工业大学 
吕艳娜 女士 副教授
面向未来的纸塑包装整厂规划方案

广东瀚迪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岳文婷 女士 营销总监
机器人在纸浆模塑行业的应用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吕健 先生 装备自动化行业大客户经理
2023年欧美最新环保检测认证要求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李国俊 先生 资深销售主任
年度行业十大新闻&十大创新技术发布暨

《植物纤维模塑年鉴2020-2022》首发

中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委员会 黄胜文 先生 副秘书长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大连工业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平行论坛 A

13:00 - 13:30
13:30 - 13:40
13:4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6:00

16:00 - 16:20

16:20 - 16: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8 下午 13:00 - 16: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精益智造论坛主旨介绍

纸塑技术创新应用，接轨品牌市场需求

迪乐科技集团  
张宜婷 女士 客户运营总监
植物纤维产业的发展屏障与突围战略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刘芳 女士 营销副总监  
纸浆模塑装备发展方向探讨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立柱 先生 总经理
纸浆模塑转鼓式成型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领域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巢理桓 先生 营销总监  
节能真空泵的战斗机-无油螺杆真空泵在纸浆模塑行业中的应用

东莞市三木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王锐稳 先生 总经理 
秸秆竹木模塑专用浆无污染制备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鹏 先生 教授 
真空创新 一款用不坏的真空泵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王方 先生 市场总经理 

“限塑令”和“双碳”背景下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发展形势与趋势展望  

大连理工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思贝乐能为纸浆模塑行业带来的节能效益分析

思贝乐泵业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袁健乐 先生  总经理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精益智造 Fine & Smart Manufacturing 



同期论坛

09:00 - 09:30
09:30 - 09:40
09:40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11:00 - 11:20

11:20 - 11: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9 上午 09:00 - 11: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绿色食器论坛主旨介绍  

食品接触用植物模塑制品的合规性要求与风险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刘峻 先生 副所长
食品级纸浆模塑走向市场之路 
斯道拉恩索 
高静 Joanna Gao 女士 战略产品销售经理
无氟替膜绿色环保阻隔涂层在纸浆模塑产品的应用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郑海庭 先生 项目部总经理
万亿预制食品钟情的纸塑包装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立峰 先生 品牌管理部总监
无氟防油降解膜在纸浆模塑上的应用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伟 先生 总经理
竹纤维低碳属性助力纸浆模塑餐包减碳目标实现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沈根莲 女士 董事长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平行论坛 B 绿色食器  Green Food Container  

同期论坛

09:00 - 09:30
09:30 - 09:40
09:40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11:00 - 11:20

11:20 - 11: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9 上午 09:00 - 11: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绿色食器论坛主旨介绍  

食品接触用植物模塑制品的合规性要求与风险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刘峻 先生 副所长
食品级纸浆模塑走向市场之路 
斯道拉恩索 
高静 Joanna Gao 女士 战略产品销售经理
无氟替膜绿色环保阻隔涂层在纸浆模塑产品的应用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郑海庭 先生 项目部总经理
万亿预制食品钟情的纸塑包装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立峰 先生 品牌管理部总监
无氟防油降解膜在纸浆模塑上的应用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伟 先生 总经理
竹纤维低碳属性助力纸浆模塑餐包减碳目标实现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沈根莲 女士 董事长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平行论坛 B 绿色食器  Green Food Container  



平行论坛 C 包装创新  Packaging Innovation 

13:00 - 13:30
13:30 - 13:40
13:4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6: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9 下午 13:00 -16: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包装创新论坛主旨介绍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的机会与挑战 

台湾呈曜包装 
许呈湧 先生 总经理 
满足功能 尽情浪漫- 纸塑包装艺术性与消费场景的满足 

万有颖力品牌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陈颖松 先生 艺术总监 
植物纤维模塑与茶礼包装创新的结合 

深圳山田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麒羽 女士 创始人 
纸模容器技术 

天冿长荣绿色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牛占军 先生 研发经理 
各行业植物纤维模塑标准件的探索 

中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委员会 
黄胜文 先生 副秘书长   
降门槛 促增长 - 植物纤维模塑公模普惠行动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公模普惠联盟成立 & 甄选优品推荐  

包装部落 & 制品企业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绿色食器论坛主旨介绍  

食品接触用植物模塑制品的合规性要求与风险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刘峻 先生 副所长
食品级纸浆模塑走向市场之路 
斯道拉恩索 
高静 Joanna Gao 女士 战略产品销售经理
无氟替膜绿色环保阻隔涂层在纸浆模塑产品的应用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郑海庭 先生 项目部总经理
万亿预制食品钟情的纸塑包装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立峰 先生 品牌管理部总监
无氟防油降解膜在纸浆模塑上的应用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伟 先生 总经理
竹纤维低碳属性助力纸浆模塑餐包减碳目标实现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沈根莲 女士 董事长

平行论坛 C 包装创新  Packaging Innovation 

13:00 - 13:30
13:30 - 13:40
13:4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6:4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9 下午 13:00 -16:4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包装创新论坛主旨介绍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的机会与挑战 

台湾呈曜包装 
许呈湧 先生 总经理 
满足功能 尽情浪漫- 纸塑包装艺术性与消费场景的满足 

万有颖力品牌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陈颖松 先生 艺术总监 
植物纤维模塑与茶礼包装创新的结合 

深圳山田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麒羽 女士 创始人 
纸模容器技术 

天冿长荣绿色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牛占军 先生 研发经理 
各行业植物纤维模塑标准件的探索 

中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委员会 
黄胜文 先生 副秘书长   
降门槛 促增长 - 植物纤维模塑公模普惠行动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公模普惠联盟成立 & 甄选优品推荐  

包装部落 & 制品企业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精益智造论坛主旨介绍

纸塑技术创新应用，接轨品牌市场需求

迪乐科技集团  
张宜婷 女士 客户运营总监
植物纤维产业的发展屏障与突围战略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刘芳 女士 营销副总监  
纸浆模塑装备发展方向探讨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立柱 先生 总经理
纸浆模塑转鼓式成型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领域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巢理桓 先生 营销总监  
节能真空泵的战斗机-无油螺杆真空泵在纸浆模塑行业中的应用

东莞市三木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王锐稳 先生 总经理 
秸秆竹木模塑专用浆无污染制备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鹏 先生 教授 
真空创新 一款用不坏的真空泵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王方 先生 市场总经理 

“限塑令”和“双碳”背景下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发展形势与趋势展望  

大连理工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思贝乐能为纸浆模塑行业带来的节能效益分析

思贝乐泵业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袁健乐 先生  总经理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精益智造论坛主旨介绍

纸塑技术创新应用，接轨品牌市场需求

迪乐科技集团  
张宜婷 女士 客户运营总监
植物纤维产业的发展屏障与突围战略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刘芳 女士 营销副总监  
纸浆模塑装备发展方向探讨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立柱 先生 总经理
纸浆模塑转鼓式成型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领域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巢理桓 先生 营销总监  
节能真空泵的战斗机-无油螺杆真空泵在纸浆模塑行业中的应用

东莞市三木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王锐稳 先生 总经理 
秸秆竹木模塑专用浆无污染制备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鹏 先生 教授 
真空创新 一款用不坏的真空泵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王方 先生 市场总经理 

“限塑令”和“双碳”背景下 植物纤维模塑行业发展形势与趋势展望  

大连理工大学
黄俊彦 先生 教授
思贝乐能为纸浆模塑行业带来的节能效益分析

思贝乐泵业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袁健乐 先生  总经理 
   

同期论坛

09:00 - 09:30
09:30 - 09:40
09:40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11:00 - 11:20

2023.3.8 上午 9:00-12:002023.3.10 上午 09:00 -11:30

论坛签到   

欢迎致辞 & 新材料与供应链论坛主旨介绍

以竹代塑-竹纤维应用特点与前景分析 

国际竹藤协会  
傅金和 先生 中国林科院研究员 
纸浆模塑冷挤压技术及应用 
天津中禾辰技术有限公司  
王博 先生 总经理
积极实施科技创新，为包装产业挖掘绿色低碳资源 
江南大学 
孙昊 女士 副教授 
非木纤维助力纸浆模塑行业客户低碳发展 

包装部落  
董正茂 先生 创始人 
秸秆半纸浆化 

中国纸浆模塑行业资深专家 
刘志忱 先生 前汇林技术顾问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A馆论坛区

平行论坛 D 新材料与供应链 New Material & Supply Chain

别处听不到的硬核话题 

纸模容器技术   
制品碳值计算

公模降本方案无氟&高阻隔技术

降低湿胚含水率 快消品应用 ... ...



产业展 专业范 专家带队 大咖指路
产业展 专业范 专家带队 大咖指路
看遍产业上、中、下游，制浆系统&助剂、制品成型设备、后道加工设备、加工辅助设备、各类制

品等6大产业模块、16大分支领域精准拿捏！

精益智造产业装备线精益智造产业装备线

餐 包 全 产 业 线餐 包 全 产 业 线

食 品 包 装 创 新 线食 品 包 装 创 新 线

精品包 工包全产业线精品包 工包全产业线

高效辅助 后道加工线高效辅助 后道加工线

看
点

·提高产能—智能化、自动化设备
·节约能耗—热能转化利用(模具保温|导热油|超导纳米添加)
·降低能耗—降低湿胚含水率(成型模的真空度|模具孔分布|助滤助留剂的使用)

看
点

·重点聚焦植物纤维模塑制品在预制菜、方便速食、冷冻生鲜、自热食品、烘焙食品等领域的创新
应用，集合业内引领级别的企业，为各个细分领域的观众买家进行定制化推荐。

看
点

·业内各大引领级别产线设备制造企业，携各型植物纤维模塑餐包制品生产装备悉数登场展示。
·各大制造企业应对“高产能+低能耗”“提升自动化水平”“高品质印刷”“食品安全”等行业热点                      

问题，现场展示“智造”升级方案。
·餐碗、餐盘、餐盒、杯盖等植物纤维模塑餐饮外卖包装制品全品类一站式集合。
·植物纤维模塑刀、叉、勺等创新品类制品；以及无氟技术、覆膜技术、高阻隔技术。

看
点

·实物实景展示百大优秀商用精品包、工包案例，形成榜样效应，为观众买家提供参考样板，高效
找到适合的包装制品。

·先进装备登场 品质保证神器
·行业首次创新普惠公模推广，集中展示多款普惠公模制品，强势助力植物纤维模塑制品尽快降

本，走向更大应用市场；让快消品品牌商从零到一，轻松换用植物纤维模塑包装。

看
点

·集合业内顶配水准辅助设备，集中展示智能加工、能耗管理、覆膜工艺、制浆系统、模具设计、后道
加工等多型尖端设备，覆盖产业链全局；还将重点展示环切设备、高品质印刷、功能性覆膜等当前
热点技术。

5A展馆出发
5A展馆(详见现场指示牌)

3月8日    上午 10:00-11:00   下午2:00-3:00
3月9日    上午 10:00-11:00   下午2:00-3:00
3月10日 上午 10:00-11:00

出发时间



交通指引和周边商业

南京南站→地铁1号线安德门站→转乘10号线元通站4号口出
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南京站→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转乘2号线元通站4号口
出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禄口机场→地铁S1号线南京南站→转乘S3号线油坊桥站→转乘2号线元通站4号口出
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地铁2号线或10号线至元通站，4号口出即可以到达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地铁

导航至南京国际博览中心11号门或3号门。
南京南站-展馆 打车约20分钟
南京站-展馆 打车约30分钟
禄口机场-展馆 打车约40分钟

打车

导航至南京国际博览中心12号出入口停车场，按指引进入3B登录厅。

自驾

周边购物及商场

·业内各大引领级别产线设备制造企业，携各型植物纤维模塑餐包制品生产装备悉数登场展示。
·各大制造企业应对“高产能+低能耗”“提升自动化水平”“高品质印刷”“食品安全”等行业热点                      

问题，现场展示“智造”升级方案。
·餐碗、餐盘、餐盒、杯盖等植物纤维模塑餐饮外卖包装制品全品类一站式集合。
·植物纤维模塑刀、叉、勺等创新品类制品；以及无氟技术、覆膜技术、高阻隔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