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物联托盘字〔2021〕127 号

关于召开“第 16 届中国托盘国际会议暨 2021 全球托盘企
业家年会”的通知
（同期：托盘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展览）
各有关单位：
“第 16 届中国托盘国际会议暨 2021 全球托盘企业家年会”第一
轮会议通知发出之后，各有关单位积极响应、踊跃报名。截止到目前，
近七十个展位已经基本预定完毕（参展单位包括国内外托盘行业协
会、生产企业、运营企业、设备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各种新材料
托盘生产企业等）。会议特邀各方专家，分享各领域最新、最前沿的
资讯，为广大企业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拉脱维亚驻华使馆、白俄罗
斯驻华使馆相关负责人亲临现场，韩国、日本、德国、丹麦、美国、
拉脱维亚等国以及南美地区代表也将与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本次活动得到了箱箱共用、众力物流集团、泰瑞机器、普拉托科
技、内蒙古佳运通、集保、钟山木器、路凯中国、中和智能包装、博
创智能、上海力卡、京东物流、浙江朝羲、前程包装、天津新创、重

庆诺信、山东腾博、青岛赛帆、中包物联等公司的大力支持，同时也
得到了各行业协会的鼎力支持。
托盘国际会议是托盘行业专业人士交流的盛会，是年度盘点、技
术经验推广与交流、以及寻求合作伙伴的重要平台，参加本次活动，
您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承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
二、 会议日期、地点
1. 报到日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全天
2. 会议日期：2021 年 12 月 19-20 日
3. 会议地点：成都
三、 会议主题
绿色，合作，共享，创新
四、 会议内容
1. 国内外托盘行业发展情况；
2. “一带一路”托盘共享行动（BRAPS）
；
3. “一带一路”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托盘循环共用发展；
4. 《2021 中国托盘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5. 全球木材资源及中国进口木材情况介绍；
6. 托盘新技术、新材料；
7. 数字化智能化赋予托盘行业的新任务；
8. 托盘及包装企业转型升级新思路；
9. 托盘及物流器具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10. 托盘检测；
11. 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展览。
五、 参会代表

政府部门、国内外托盘及木材相关行业协会、国内外托盘生产及
运营企业、托盘原材料供应商、托盘设备生产及相关装备企业、科技
型企业、托盘用户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
六、 参会费用
会议费：2800 元/人（含会议注册、会议资料、同声传译、餐费、
会场租金等费用，不含交通费和住宿费）
。
七、 联系方式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孙熙军、王芮
电

话：18600263602、18518669273

邮

箱：zwltpw@163.com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 号院 2 号楼铭丰大厦 1216-1217 室

附件：1.会议日程
2.参会回执

2021 年 11 月 3 日

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拟）
（2021.12.18-12.20）

日

期

12 月 18 日
（星期六）

时

间

10:00-23:00

内
报
到

容

代表签到 住宿

主持人
王

芮

1、政府部门领导致辞
2、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亚太区主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开
8:40-9:20

蔡进致辞

幕

3、EPAL 主席 Robert HOLLIGER 先生致辞

式

4、韩国托盘与物流箱协会会长徐炳伦先生致辞
5、亚洲托盘系统联盟轮值主席、日本托盘协会会长加纳 尚美女士致辞
6、马来西亚托盘协会 会长

9:20-9:50

马
增
荣

陈瑞兴先生致辞

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参观展览、茶歇
新概念全球共享托盘-RRPP <Share&Smart>
（LogisALL 众力物流 副总经理 金光希）
数智化技术在托盘行业中的应用
（深圳市普拉托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漆文星）
专研之道 托举未来
（箱箱共用 中国战略新市场拓展中心副总裁 王金成）

12 月 19 日
（星期日）

9:50-12:00

大

托盘注塑的新发现

会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销售总监 金萍萍）

演

聚焦“双碳”目标 推进绿色发展

讲

（内蒙古佳运通智能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方斌正）

林
鑫
奎

单元载具共享构筑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集保物流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 钱钰）
一体化供应链体系下的京东云箱
（京东物流专家委员会委员、京东物流供应链产品负责人 贺岩）
签约仪式
2021 中国托盘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12:00-13:20

午餐、参观展览
塑料托盘注射成型应用新方向
大

13:20-15:30

会
演
讲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张国宪）
中包物联用“芯”的循环包装助力企业实现碳中和

安

（中包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CEO 邢胜男）

晓

深挖产业互联网服务纵深 构建数字供应链生态体系

玮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涂多多副总裁，数字产业链负责人
詹敏瑟）

靶向增效功能助剂助力塑料托盘低碳循环再生之路
（长安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 李云全）
现代纸浆模塑技术的发展及其制品在运输包装领域的应用
（
《纸浆模塑生产实用技术》主编 大连工业大学教授 黄俊彦）
连续纤维增强新型复合材料托盘
（河北聚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经理 谭志海）
15:30-16:00

茶歇、参观展览
托盘包装件运输安全性的评估方法
（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 研发部部长 陈志强）
包装企业转型升级新思路
（上海庙航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筱婷）
大

16:00-17:30

会

构建闭环体系，锚定循环经济
（广东达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赖俊维）

演

垃圾分类废塑料和农业废地膜在包装行业的运用

讲

（芜湖亚太通用托盘包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夏则荣）

李
靖
梅

2021 年欧洲包装制造商遇到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应对方案
（SIA KRONUS 销售总监 塞巴斯蒂安·多米）
促零供合作，搭数据桥梁——基于统一标准打造单元化物流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创新应用推广工作室主任 杜寒
19:00-20:40

晚宴
木材及木质包装论坛 主持人：曹筱婷
进口针叶木材概况及市场趋势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名誉会长 朱光前）
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向亚洲的松木锯材出口 -- 自 2019 年到现在有哪些变化？
（美国林业经济顾问公司(FEA)，南美地区合伙人 Ernesto Wagner）
拉脱维亚木业
（拉脱维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12 月 20 日
（星期一）

9:00-12:00

白俄罗斯整体情况介绍及木材发展现状
（白俄罗斯驻华使馆）
北美锯材市场 – 我们会看到价格持续波动吗？
（美国林业经济顾问公司(FEA) 总裁 Paul Jannke）
欧洲木业情况及托盘材料现状
（DTE）
日本进口木材概况及包装材上的应用
（靖江国林木业有限公司 盛靖禾）

注：如日程有局部调整敬请谅解！

孙熙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