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暨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涂料》编委会

        2018 年 7 月 1-3 日    上海  （SHANGHAI）

日程安排

主办单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涂料》杂志社有限公司

主协办单位：上海保立佳化工有限公司
                      润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力水性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湛新树脂（中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霍夫曼（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彩之虹化工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鹏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聪涂料网 / 买化塑
                  上海壹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天鹅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巴德富集团
                  上海万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金色摇篮新材料股份公司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信息年会－会议议程6.27.indd   3 18/6/27   下午4:44



“美丽中国,涂料行业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

7 月 2 日上午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地点：一楼金色殿堂     主持人：阎永江      

08:30-08:35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致辞 

08:35-08:40                 润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薛和太

08:40-09:30
                大会致辞暨中国涂料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发展环境解读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会长 孙莲英  

09:30-10:10
                2018 年我国涂料行业相关政策解读
                ——国家工信部赛迪智库原材料工业研究所  所长  肖劲松

10:10-10:20 茶  歇

10:20-11:00
涂料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动态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 桂泰江

11:00-11:05 中国涂料行业科技创新白皮书启动仪式 

11:05-11:10 中国涂料行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纪念活动启动仪式

11:10-11:15 宣读《中国涂料》优秀编委、信息员、广告客户表彰决定并颁发证书

11:15-11:40
建筑乳液在建筑涂料领域配方设计及整体解决方案
——上海保立佳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经理 崔建宾

11:40-12:05
新时代绿色涂料园区新的发展前景
——国家级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招商局局长  李国庆

12:05-13:30 自助午餐  地点 :  一楼西餐厅、三楼多功能厅

7 月 2 日下午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地点：一楼金色殿堂      主持人： 赵中国

13:30-13:55
2018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展望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名誉副会长　童悦仲

13:55-14:20
国外涂料技术发展趋势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委、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刘宪文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暨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涂料》编委会日程安排

时间 : 7 月 1-3 日  (1 日全天报到 )    07:00-09:30  自助早餐    地点 : 一楼咖啡厅     

1 日

08:00-22:00
一楼大厅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全天报到

08:30-13:00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涂料》编委会上午报到

12:00-13:30 一楼西餐厅 自助午餐

14:00-17:00

二楼 VIP 厅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涂料》编委会会议   主持人：桂泰江    

17:00-17:30
                 新时期环保涂料实体型共享模式
                  ——金色摇篮新材料股份公司 创始人  王茵键

18:30-20:30 晚宴（金色摇篮之夜）由金色摇篮新材料股份公司独家赞助   地点 : 一楼金色殿堂

时间：7 月 1-3 日   (1 日全天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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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55
欧洲与德国涂料市场概览
——德国涂料和印刷油墨协会 理事长 Martin Engelmann 博士

14:55-15:30
日本涂料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 功能性涂料最新进展
——日本涂料协会 国际部部长 Nori

15:30-15:55
低浓度有机废气处理方案—RTO 使用及控制要点
——润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 於 宁

15:55-16:05 茶  歇

16:05-16:30
中国涂料市场研究及产业价值流的流动观察
——慧聪买化塑产业互联网控股集团运营中心 运营总监 姜家驹

16:30-16:55
满足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创新涂料防腐防霉解决方案
——霍夫曼（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王新夫

16:55-17:20
涂料工业 4.0 智能工厂化构建技术实践分享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项进解

17:20-17:45
建筑涂料增稠流变解决方案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经理 吉俊军

17:45-18:10
2018 我国建筑装饰行业新的发展挑战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建筑涂料涂装分会 理事长 孟 艟

18:10-18:30
环保立法变革下，涂料项目投资、搬迁策略
——大成 Dentons 律师事务所 行业资深顾问 杨志鹏

 19:00-20:30  会议晚宴（润泰之夜）由润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地点 : 一楼金色殿堂        

7 月 3 日上午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地点 :   一楼金色殿堂    主持人： 陈中华

08:30-09:00
新时期船舶及船舶涂料领域新的发展前景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 中远佐敦船舶涂料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王 健

09:00-09:30
全国石化行业的运行情况分析及对涂料行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赵志平 

09:30-09:40
水性工业涂料技术研发与涂装的创新发展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 / 华豹（天津）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长 / 董事长  张 蛟

09:40-10:00
关于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在中车的应用及展望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王星明

10:00-10:20
2018 我国风电行业水性涂装新发展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风力机械分会 副秘书长 董万里

10:20-10:30  茶   歇

10:30-10:55
辐射固化技术中的几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  洪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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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1:20
水性树脂在地坪涂料及未来全屋整装中的应用
——吉力水性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 王茵键

11:20-11:45
水性聚氨酯在涂料中的应用
——万华化学表面材料事业部 技术服务经理 蒋 荣

11:45-12:10
可持续性发展涂料的未来 - 水性植物基树脂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经理 周文涛 

 12:10-13:30           地点：一楼西餐厅、三楼多功能厅    自助午餐

7 月 3 日下午     2018 年中国涂料工业信息年会     会议地点 : 一楼金色殿堂       主持人：樊森

13:30-13:55
彩钢涂料现状及最新研究进展
——江苏兰陵涂料有限公司 副总工  马 金

13:55-14:20
全球技术为中国服务工业涂料的解决方案
——陶氏化学 涂料材料业务部门 工业商务经理 李耀邦

14:20-14:45
工程机械市场状况及水性涂料解决方案
——立邦产品总监  丁画萍

14:45-15:10
水性 UV 最新研发进展及应用
——湛新树脂  章志源

15:10-15:35
髙透明色浆在水性工业漆中的应用
——东莞市彩之虹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窦敏辉

15:35-16:00
我国新能源汽车涂料及涂装的最新研究分析
——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闫福成

16:00-16:10  茶  歇

16:10-16:35
水性工业涂料生产与应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教授级高工 刘国杰

16:35-17:00
微生物多样性及综合防治
——上海万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顾学斌

17:00-17:25
EPC 涂料建厂与智能化涂料生产线
——上海壹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海龙

17:25-17:50
水性工业树脂的应用与发展
——巴德富集团 总裁助理  马智勇博士

17:50-18:15
集装箱涂装的 VOCs 控制
——德威涂料 /DOWILL PAINTS  应用技术部经理 冯志国

18:15-18:40
如何判断钛白粉的价格走势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钛白粉行业分会  秘书长  邓捷

19:00-20:30 自助晚餐：一楼西餐厅、三楼多功能厅

4 日 8:00
大堂
集合                            

参观 2018 中国国际涂料博览会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涂料展览会
---- 中国涂料行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展

《中国涂料 》杂志社有限公司  2018 年下半年重要活动概览    

2018 年

7 月 3 日 2018 亚洲涂料工业理事会会议 上海

10 月
2018 年“一带一路”商务考察活动 巴西、阿根廷
欧洲前沿涂料技术培训 欧洲

12 月 2-3 日 欧洲涂料学院第二届国际环境友好型涂料前沿技术研修会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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