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涂料大会日程安排

2019 年 3 月 26-28 日 中国 濮阳

日期 时间 地点/主持人 内容 负责人/演讲人 职务

26日

全天
迎宾馆5号楼一

层
会议报到

12:00-14:00
迎宾馆5号楼一

层自助餐厅
午餐

13:30-15:00 迎宾馆2号楼二
层大会议厅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第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

15:10-17:30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第八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及第八届四次理事会

17:40-18:10
迎宾馆2号楼1层

5号会议室
濮阳市领导会见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领导及重点企业代表

18:20-20:30
迎宾馆5号楼一

层国际会议中心
濮阳市委市政府招待晚宴（出席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及嘉宾）

18:20-20:3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濮阳市委市政府招待晚宴

27日
（涂
料大
会）

06:30-07:5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自助早餐

7:50出发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大巴车送到工人文化宫

08:20-08:30

工人文化宫
濮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高建立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秘书长  阎永江 
 

嘉宾签到、参会代表入场、播放安全须知

08:30-09:25
领导、嘉宾致辞（中共濮阳市市委书记宋殿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
寿生、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会长孙莲英、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世界涂料理事会代表、

河南省厅局领导）

09:25-10:10
2018年中国涂料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及2019年展望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 刘杰

10:10-10:15
授牌仪式（中国·濮阳绿色涂料实验园区/中国涂料工业大学 濮阳学院 /涂料行业人

才培养基地/中国涂料行业绿色工厂）

10:15-10:30 合作签约、在线教育签约

10:30-10:45 茶歇

10:45-11:15
解读国家化学品环保工作中涂料与颜料行业相关政策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处长 林军

11:15-11:45
2018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运行情况及发展趋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党委副书记 赵志平

11:45-11:55
钛白浆助力绿色涂料制造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许刚

11:55-12:25 大巴车送到各会议代表住宿酒店

12:30-13:2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自助午餐

13:20出发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大巴车送到工人文化宫

13:50-14:20

工人文化宫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副会长  

闫福成

濮阳化工产业暨新型化工基地介绍
——濮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高建立

14:20-14:40
中国·濮阳绿色涂料产业园介绍
——濮阳工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刘普军

14:40-15:20
全球涂料市场报告及美国涂料市场
——世界涂料理事会（原国际涂料&油墨理事会）秘书长，美国涂料协
会 会长 Andy Doyle



27日
（涂
料大
会）

15:20-16:00
工人文化宫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副会长 

 闫福成

欧洲涂料市场分析
——德国涂料协会 秘书长 Martin Engelmann

16:00-18:00 特邀嘉宾和参会代表分批乘车出发 到濮阳园区进行参观

18:00-19:00
迎宾馆 国际会
议中心、龙凤
园、金色大厅

晚餐

19:00-19:20 大巴车送各位会议代表到水秀大剧院

19:30-21:30 水秀大剧院 濮阳之夜·涂料行业改革开放40年纪念活动

21:30-22:00 大巴车送到各会议代表住宿酒店

28日 
绿色
工业

涂
料、
涂装
论坛

07:00-08:2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自助早餐

8:20出发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大巴车送到迎宾馆

09:00-09:30

迎宾馆 
 

1号楼1层金色大
厅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副会长  

马咏楠

台湾地区涂料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台湾涂料同业公会 常务监事 毛勇仁

09:30-10:00
我国汽车行业对环境友好型涂料的需求情况分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专务高级经理 吴涛

10:00-10:20
绿色涂料园区环保升级及改造理论解决方案
——深圳市万德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何琳

10:20-10:40
挑战不可能-水性工业涂料新方案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工程师 许海超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气相二氧化硅在涂料中的应用
——宜昌汇富硅材料有限公司 研究院副院长 段先健

11:10-11:35
3C市场水性UV技术的最新发展
——湛新树脂（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区技术服务经理和研发经理 章志源

11:35-12:00
工程机械水性涂料涂装方面的最新进展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 宋金云

12:00-12:25
为应对新形势下环保政策，船舶生产企业在涂料涂装领域VOC削减方面
的工作及对涂料行业的相关要求与影响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李梅林

12:25-12:40
水性工业涂料用乳液现状分析
——佛山市顺德区蓝德堡实业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总监 魏世辕

12:40-14:00
迎宾馆5号楼国

际会议中心及自
助餐厅

自助午餐

2019 中国涂料大会日程安排

2019 年 3 月 26-28 日 中国 濮阳

日期 时间 地点/主持人 内容 负责人/演讲人 职务



28日
绿色
装饰

涂
料、
涂装
论坛

09:00-09:30

迎宾馆

1号楼2层龙凤园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艺术涂料涂装

分会  理事长 
梁海生

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对绿色建筑涂料的需求情况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 侯敬杰

09:30-10:00
《典型装饰装修类材料污染特征与减排技术研究》项目介绍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安全与环保检测中心 工程师 李晓洁

10:00-10:20
快时代 新需求-水性建涂高效解决方案
——巴德富集团 研发中心建涂乳液部总监 杨文涛

10:20-10:40
无机硅酸盐涂料最新研究进展
——上海澳润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徐凯斌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膨润土的应用原理及分析
——浙江长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蕾

11:10-11:40
地坪涂料行业最新进展情况介绍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地坪分会 轮值理事长 蔡永岳

11:40-12:10
艺术涂料行业最新进展情况介绍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艺术涂料涂装分会 执行会长 安康义

12:10-14:00
迎宾馆5号楼国

际会议中心及自
助餐厅

自助午餐

28日
绿色
发展
论坛
（技
术、

政
策、

法
规）

07:00-08:2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自助早餐

8:20出发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大巴车送到迎宾馆

09:00-09:30

迎宾馆 
 

1号楼2层多功能
厅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副会长  

张卫中

世界涂料最新技术动态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 桂泰江

09:30-10:10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标准征求意见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部 副主任 宁淼

10:10-10:50
《涂料、油墨及胶黏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涂料行业排污许
可证制度实施细则》等工作介绍
——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修光利 

10:50-11:00 茶歇

11:00-11:2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涂料油墨制造》标准进展介绍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技术支持工程师 陈曦

11:25-12:00
团体标准、绿色工厂、环境信用等级评价等工作情况介绍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产业发展部部长 齐祥昭

2019 中国涂料大会日程安排

2019 年 3 月 26-28 日 中国 濮阳

日期 时间 地点/主持人 内容 负责人/演讲人 职务

07:00-08:20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自助早餐

8:20出发
各会议代表住宿

酒店
大巴车送到迎宾馆



28日

11:00-12:30
5号楼1层13号会

议室
全国各省市涂料协会（商、学）负责人工作座谈会

9:30-12:00
1号楼2层9号会

议室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委会暨团体标准立项会

下午 送站

17:00-20:00
迎宾馆5号楼国

际会议中心及自
助餐厅

自助晚餐

29日 全天 送站

2019 中国涂料大会日程安排

2019 年 3 月 26-28 日 中国 濮阳

日期 时间 地点/主持人 内容 负责人/演讲人 职务

12:00-14:00
迎宾馆5号楼国

际会议中心及自
助餐厅

自助午餐



2019 中国涂料大会
-- 致敬改革开放 40年

安全须知

一、会议安排： 
1．大会时间： 2019 年 3 月 26-28 日（26 日报到，27 日、28 日会议） 
2．会议地点： 27 日会议：濮阳工人文化宫，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开州北路

                           28 日会议：濮阳迎宾馆，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濮上中路 100，0393-     
                           4602999 
二、会议须知： 
1．请各位参会人员遵守会议时间和有关要求，提前 15 分钟进入会场，按区域安排入座。                                              
2．会议期间请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并置于震动或静音状态。 
3．会务联络：牛长睿 13366150895 邢洋 13810067488 
                          住房 朱玲玲 18612260962 车辆 王臻 18548905456
三、安全注意事项： 
1．由于参会人员逾千，会议代表分多个酒店入住，有专车接送大家往返酒店和会场，请大家
按分配车辆乘坐，请各位参会代表注意发车时间，提前做好出发准备。
2. 请与会人员注意住宿酒店紧急撤离路线图，了解餐厅及活动场所的紧急撤离路线，以便会
议期间遇到突发事件做到有序疏散撤离。 
3．本次会议采取参会人员确认码扫描确认，方可进入会场，与会人员进出会场时请注意安全，
互相谦让，有序出入，避免拥挤、推搡、踩踏等事故发生。 
4．请与会人员要注意防火、防盗，发现所处场所有消防、治安、安全隐患，请及时与会场会
务联系。同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好文件、资料、个人物品。 
5．如遇火险发生时会有烟雾生成，并主要聚集在建筑内空间的中上部，住宿房间如遇火险等
突发紧急事件，请勿慌张，要沉着冷静，用衣襟、手绢、毛巾等捂住口鼻并弯腰，按安全疏
散指示图标方向疏散撤离。 
6．会议期间如遇到火险等突发紧急事件时，请按照工作人员指挥，从餐厅安全出口有序疏散。 
7．为避免火灾的发生，请正确使用会场电器等设施，请勿在餐厅、会场吸烟。与会人员严禁
携带易燃易爆品进入会场。 
8．请与会人员注意贵重物品的保存，尤其是不要与陌生人提及携带的现金或贵重物品。临时
外出的，请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以免出现遗失。 
9. 不得发放未经会务组允许的宣传资料。 
10．请与会人员注意饮食安全。 
11．请与会人员注意交通安全。 
12．参加活动及散场时请遵循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活动或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