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                                   

您好！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落实国家环保

的大政方针，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8 中国绿色工业涂料涂装高峰论坛”兹定于 2018 年 10 月 9—10 日在北京友谊宾

馆召开。会议将邀请有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专家以及在绿色工业涂料涂装方面有影

响力的知名企业，围绕“做大做强中国绿色工业涂料产业，加快实现工业制造绿色涂装”的

主题，展示绿色工业涂料的应用成果，为“中国制造”涂上“绿色环保”的标签。

      诚邀您拨冗出席！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2018 年 8 月 28

附：会议通知

中 国 涂 料 工 业 协 会

“2018 中国绿色工业涂料涂装高峰论坛”

邀  请  函



中 国 涂 料 工 业 协 会
中涂协（2018）协字第 030 号

关于召开“2018 中国绿色工业涂料涂装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 :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落实国家环保

的大政方针，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定于2018年10月9—10日，在北京召开“2018

中国绿色工业涂料涂装高峰论坛”。会议将邀请有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专家以及在

绿色工业涂料涂装及绿色工业涂料产业链方面有影响力的企业，围绕“做大做强中国绿色工

业涂料产业，加快实现工业制造绿色涂装”的主题，共同探讨“中国制造”涂装新文明，展

示绿色工业涂料的应用成果，为“中国制造”涂上“绿色环保”的标签。

    现就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做大做强中国绿色工业涂料产业，加快实现工业制造绿色环保涂装

（主题词：绿色涂料  刷出一个新世界！）

二、会议形式： 

   论坛以开幕致辞、政策解读、主旨演讲、高端对话、成果展示等形式为载体，深入探讨

绿色工业涂料对环境的改善、中国标准、技术创新、合作共赢等问题。

三、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

    主办单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

           华豹（天津）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协办单位：1家（招商中）

    协办单位：6 家（招商中）

    支持单位：全国工商联合会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标准计量研究所

           全国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铁科院金化所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

           …

四、会议主要内容：

      1、领导致辞

      2、行业政策及经济形势分析

● 2018 年中国绿色涂料行业应用情况分析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会长 孙莲英

● 2018 中国新材料行业相关政策解读

——国家工信部领导

●中国绿色涂料推广助力绿色生态发展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  理事长  张蛟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政策解读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宣传教育司、大气环境管理司）

●环境与资源情况分析及对绿色涂料行业发展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 环境与资源司（循环经济发展处、综合利用处）

●强化科技基础支撑，形成全民行动格局，构建绿色涂装体系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专家组成立仪式

3、国际新材料信息发布

●绿色工业涂料用新材料发展趋势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矿大生态材料研究所所长 张增志

●国际涂料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功能性涂料最新进展

——联合国支持基金会  （联合国永久代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永久观察员） 

Janet Salazar   

4、全国绿色工业涂料涂装相关展示及产业信息发布

● 2018 我国绿色建筑钢构材料行业发展展望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 秘书长 刘彦广

●做大做强 中国绿色工业涂料产业高端对话

●徐州市强制要求工业制造业全面使用绿色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

——徐州市市政府领导

● 2018 我国风电行业绿色涂装新发展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风力机械分会

●可再生能源在绿色环保涂料领域新的发展前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

5、技术创新——原材料供应商、涂企、技术创新的对接讨论   

●石墨烯纳米防腐涂料的最新研究进展分析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博士 马国政



●满足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创新材料解决方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材料的最新研究分析

——清华大学新材料领域专家

●工程机械市场状况及绿色涂料解决方案

——中国中车 负责人

●集装箱涂装的 VOCs 控制

——全国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球技术为中国服务   绿色工业涂料在应用中的解决方案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标准计量研究所

●绿色工业涂料技术研发与涂装的创新发展 

——华豹（天津）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绿色涂料市场研究及产业价值流的流动观察

——清华大学教授专家

●绿色涂料工业化构建技术实践分享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6、绿色工业涂料应用——“涂料、涂装”双方对接洽谈交流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涂料专家组倡议起草水性工业涂料涂装“标准” 

——待定　

●如何实现绿色环保的汽车涂装 - 低 VOC 涂料的环保涂装方案

－－艾仕得涂料系统 交通运输涂料产品及对外联络总监 闫福成

●创新技术的毕克化学流平助剂

——毕克助剂 资深技术专员—特种涂料  胡瑜

五、会议时间、地点及报到有关事宜：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9—10 日。

              报到时间：2018 年 10 月 9 日全天报到。

         其中 :专家组专家报到时间为：2018 年 10 月 9 日 12;00 前，14:30-17:30 召开专 

      家组会议

（二）报到地点：北京友谊宾馆。（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四通桥西南角）

      ( 三 ) 会议注册费：会员单位每位参会代表 1800 元，非会员单位每位参会代表 2800 元，

             用户企业代表免注册费。

汇款账号信息如下：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六铺炕分理处

开户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账  号：0200022309014431804

（四）住宿安排：北京友谊宾馆为本次论坛的指定接待酒店，请各位参会代表务必填写

      回执内容，并于 9月 30 日前发于会务组，以便为您预留住房，费用自理。

      标间及大床间：480 元 / 间 / 天。

（五）接送站安排：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服务，请各位代表自行前往。

    （六）申请专家组成员请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提交专家组专家申请表（附件 3）至中国



             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秘书处。

六、参会人员：

 政府及绿色工业涂装相关产业链单位及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及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会员

单位及专家组人员。行业会议拟参会人数 300 人。

七、会议联系：

 联系人：李雯

 电话： 13520098356  010-62253830   E-mail: 359794437@qq.com

 回执接收：裴永志

 电话：13910761598　E-mail:guochanwangzi@163.com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2018 年 9 月 18 日

参会回执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单位

地址 邮编

晚宴 参加□       不参加□ 人数

电话 传真 E-mail

住宿
□大床包间   间    □双标包间   间

□合住             □不住

入住

时间
＿＿日入住，＿＿日离开

备注 标间及大床间：480 元 / 间 / 天（此价格免收 15% 服务费）



附件 1、绿色工业漆涂料涂装高峰论坛参会单位名单

1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2      国家工信部
3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
4      国家发改委环境与资源司
5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
6      联合国支持基金会
7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
8       徐州市人民政府
9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10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1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12    清华大学新材料研究院
13    中国中车集团
14    全国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5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
16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与化学研究所
17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标准计量研究所
18    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
19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22    国电电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3    中国华电福新新能源有限公司
24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民营经济开发总公司
26    中环联（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27    中华环保联合会
28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29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生态功能材料研究所
30    海军研究院
31    海洋化工研究院
32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
33    陆军装甲兵学院
34    全国总工会
35    全国工商联
36    世博会中国世博馆
37    中国质量检验检疫总局
38    陆军工兵军代局
39    北京市工商联
40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41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42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3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44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45    中车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46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47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48    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

49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50    中国风电协和新能源
51    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
52    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
53    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
54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55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6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57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
58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59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60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61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
62    厦门集团有限公司
6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4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65    柳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6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天顺风能新能源开发公司
68    神华铁路货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69    大连中车集装箱公司
70    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
71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72    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73    华豹（天津）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4    北京市木业商会
75    北京住宅房地产商会
76    郑州宇通重工
77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78    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
79    山西华豹涂料有限公司
80    北京中联信达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81    天津新华昌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82    比克助剂（上海）上海有限公司
83    关西涂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84    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州市蓝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6    福建龙岩蓝奥科技有限公司
87    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88    齐齐哈尔铁路车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89    沈阳机车车辆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90    马鞍山采石矶涂料有限公司
91    展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92    江苏久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无锡万博涂料有限公司
94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5    北京东光实业总公司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水性工业涂料涂装分会专家组专家（推荐）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 学  位 )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工作岗位 　 专业技术职务

擅长领域 　

工作经
历及工
作内容

奖励及
拥有知
识产权

情况

发表的
论文论

著

在水性
涂料涂
装的研
究、应
用及观

点

协会
意见

                                                        
                                                              理事长        （公章）：

                                                             年   月   日

注：项目栏中填写不下的，可另附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