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共享物流循环包装 

主办单位：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时    间： 2020 年 3 月 4 日(09:30-12:00) 

地    点： 5.2 M70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50 
嘉宾介绍 

致词 

魏祁蔚 秘书长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09:50－10:20 RFID 在供应链中的应用和效益 
Tenie Ren 亚太销售总经理 

美国 AVERY DENNISON  

10:20 -10:50 包装创新应用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10:50－11:20 基于智能循环包装的可视化物流供应链 
刈胜男 总裁 

中包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1:20－11:50 绿色包装应用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中国与食品药品包装发展前景研讨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食经》杂志  

协办单位：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0 年 3 月 4 日 (09:30-12:00)  

地    点：B 区 1 号会议室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10:00 食品包装如何表现健康食品 

利永周 美籍华人   

权威餐饮管理专家 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半岛餐饮集团董事

长 

10:00-10:30 
食品药品企业如何利用产品包装进行营

销 

杨洪  

广东营销学会会长 广州金蟾（易博士）集团总裁，华南理

工大学本科生校外导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 

10:30-11:00 食品药品包装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余保宁 总工程师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30 
智能机器人劣力包装行业的关键技术及

解决方案  

刘林 副总工程师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劢化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仓储智能化升级创新 

主办单位：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时    间： 2020 年 3 月 4 日(14:00-16:30) 

地    点： 5.2 M70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10 嘉宾介绍 
魏祁蔚 秘书长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14:10-14:40 环保材质在包装的体现 
蔡刚 总经理 

赛科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4:40-15:10 仓储智能化创新 
张俊伟 副总经理 

山东佳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40-16:10 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常志刚 副总经理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16:10-16:30 总结 
魏祁蔚 秘书长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大健康新零售包装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0 年 3 月 5 日 (10:00-12:00)  

地    点：5.2M70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10 

致辞 

彭平 会长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10:10-10:15 
杨立新 院长 

消费者保护基金会 315 商学院 

10:15-10:30 2020 年大健康新零售方向 

管鹏 

社交品牌赋能专家 

美博会微店商专委会执行主任 

10:30-10:45 小米爆品是怎么做包装的 
铭杰 CEO 

小米生态链企业  

10:45-11:00 如何嫁接品牌 IP 在大健康包装 
武东兴 总经理 

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 

11:00-11:15   爆品设计包装方法论 
戴立琦 总经理 

集合设计 

11:15-11:30 颠覆私护市场，你的 IP 价值过亿 

密桃小姐姐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新零售学院导师 

新加坡有机生物水活组密桃项目发起人 

11:30-12:00  新零售产品包装论坛 



 

 广东之星创意设计奖 GBDO 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设计委员会、广州创意产业协会、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0 年 3 月 5 日(14:30-16:30) 

地    点：5.2 M70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30－14:40 嘉宾介绍 
李博陶 会长 

广州创意产业协会 

14:40 - 14:50 致词 
李向荣 副主任 

中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 

14:50－15:20 品牌包装创意设计分享 
枯木 广东乊星创意设计奖 38 届主席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设计委员会 
15:20 -15:50 广东乊星创意设计奖简介 

15:50－16:20 设计定制新零售 
雷霄 设计师 

裕同包装 

16:20－16:30 创意设计与数字印刷应用 
伍立明 特约设计师 

富士施乐 G3 设计大赛 

 

 

 一物一码解决方案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IMU 物联网标识行业联盟、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0 年 3 月 5 日 (09:30-12:00) 

地    点：白云 VIP ROOM 2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 - 09:55 一物一码·物联世界 
陈文正 总经理 

合肥友高物联网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09:55 - 10:20 行业越大，切口越小，从细分领域躬身入局 
陈诚 总经理 

武汉先同科技有限公司 

10:20 – 10:45 智慧包装，重新定义品牌营销 
杨继升 产品运营总监 

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0:45 – 11:10 方正为产品提供交互的力量 
何峰 喷墨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 

北京方正印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11:10 – 11:35 
镭德杰物流防窜智能营销--食品饮料、化妆

品、酒业解决方案 

杨栋 大客户部经理 

镭德杰标识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1:35 – 12:00 
给世界证明-全球鉴真与区块链追溯解决方

案 

高俊科 包装联盟部总监 

深圳劲嘉盒知科技有限公司 

 

备注: 详细信息以现场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