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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膜工业协会 文件
中膜协[2019]第 16 号

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
——全膜行业 技术领航 全球市场 你我共享

第二轮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行业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由中国膜工业协

会、中国膜学会（筹）、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膜产业年度盛宴——“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10～

12 日在宁波˙远洲大酒店举行。以 2019 年首场盛大活动为契机，倾力为中国膜

行业打造全行业、全产业链、可持续、上规模的年度盛典。

本次大会将以“全膜行业 技术领航 全球市场 你我共享”为主旨，以“主

题演讲、专题对话、现场洽谈、分区展示、闭门会议、开放探讨、参观考察”等

形式，为参会代表构建有效、有层次、有内涵的高端交流平台，以国家部委领导、

地方政府要员、行业权威专家、资深企业家等为依托，打造一个对未来产生影响

力的高规格品牌论坛，一场行业内群龙聚首的盛宴。

一、峰会时间：2019 年 5 月 10～12 日

二、峰会地点：宁波˙远洲大酒店 （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 99 号）

三、峰会签到处：宁波远洲大酒店大堂

四、峰会组织结构：

主办单位： 中国膜工业协会

中国膜学会（筹）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http://www.wm114.cn/0v/120/index.html
http://www.wm114.cn/wen/jia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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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膜科学与技术》编辑部

宁波市江北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波市江北区膜幻动力小镇

峰会顾问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顾秀莲 高从堦 徐南平 侯立安 蹇锡高 邓麦村

峰会组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主 任：郑根江 邓麦村

副主任：王继文 李琳梅 万印华

委 员：李友清 李新民 陈良刚 王寿根 金 焱 王乐译 陈亦力 徐徜徉

蓝伟光 孟广祯 刘体健 程 恒 孟繁欣 曾凡付 党延斋 崔学军

张岩岗 陈 昊 金亚东 陈家俊 刘 戈 白志强 钟英民 张 磊

毕 飞 陈晓珏 苗 伟 王 寒 张 平 叶建荣 汪爱英

峰会专家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主 任：高从堦

副主任：尤金德 邢卫红

委 员：金万勤 许振良 吕晓龙 曹义鸣 范益群 安全福 高学理 顾学红

黄 霞 纪树兰 李保安 李继定 刘必前 阮国岭 沈江南 王保国

王同华 徐 平 薛立新 张 林 张鹏云 张守海 张玉忠 朱宝库

朱孟府 康国栋 孙世鹏 崔朝亮 陈顺权 马 军 张宇峰 李卫星

刘 富

峰会秘书处（排名不分先后）：

秘 书 长：孟慧琳

副秘书长：柳 寒 洪玉梅

成 员：薛 鸽 于 杰 周 庆 石雪莉 孟 晶 毛 慧 陈远超 朱 慧

杜旭东

五、峰会日程安排：

峰会日程安排见 附件 1及附件 2

六、会务费及注册事项

1. 会务费：

(1)现场注册人员：会员 2200 元/人，非会员 3000 元/人，学生 1100 元/人；

(2)提前注册人员：会员 2000 元/人，非会员 2800 元/人，学生 900 元/人。

注：学生需要当场出示有效学生证；为能够现场拿到发票，建议与会者提前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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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并在回执中填写开票信息。

2. 缴费与注册：

（1）欢迎通过提前缴费完成注册，缴费汇款信息为：

名称：中国膜工业协会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11171101040005125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18215L

地址、电话：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9 号，010-64433465

注明：

1 汇款时请注明“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及注册人员名单，会务发

票将在开会时统一开具与发放。

2 提前缴纳会议注册费后，请保管好汇款凭据或有效信息，以便核对确认。

3 提前注册时间至 5月 5日止，以收到款项为准。

4 发票内容为“会议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超过壹万元的同单位集

体报名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参会代表住宿可选择由会务组统一按排，费用自理，也可自行安排；

6 会议现场缴费方式：微信/支付宝/现金，请参会代表合理安排缴费方式。

（2）报名方式：

1 电脑登录峰会网站：http://cmids.membranes.com.cn/点击“立即报

名”；

2 手机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会

3 联系大会秘书处，填写纸质版报名表格（详见附件 3）。

七、住宿安排：

1、宁波市远洲大酒店：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 99 号 电话：0574-88228888

2、宁波维也纳国际酒店：宁波市江北区谢嘉路宁馨园 52 号

电话：0574 - 83091888

八、峰会支持单位及各分会场联合主办：

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哈尔滨乐普实业有限公司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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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之凰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海普润科技有限公司

杜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净源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分会场联合主办：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第二分会场联合主办：中国化工报社、中国膜工业协会石化专委会

第三分会场联合主办：天津海之凰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工业大学

第四分会场联合主办：河南大数据环保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WATER 易水环保网

第五分会场联合主办：势银新兴产业服务平台

第六分会场联合主办：安盟咨询

国际膜与水处理新产品推广发布会联合主办（排名不分先后）：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沪东麦斯特环境科技公司

浙江中诚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尔寿泵业（中国）有限公司

九、合作媒体：

《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工报·化工园区周刊》 慧聪水工业网 谷腾网

《亚洲环保》 《工业水处理》 《中国给水排水》 新华网

《亚洲给水排水》《水处理技术》 《膜科学与技术》

《建设信息 水工业市场》 《中国直饮水》 《节能水处理》

《通用机械》 《管道商情》 《泵阀商情》 《EWATER 易水环保网》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

孟慧琳 13693041944 柳 寒 18911646373 洪玉梅 13699142429

于 杰 15222700051 薛 鸽 18010043882 周 庆 13611278753

邮箱：huhott@126.com

中国膜工业协会

2019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ewt0mkBKZj9_-55X9vi1igKYFuzmNr3rW-bOfGRRnbKlcrp1LtlOekSNNH5xRd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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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峰会整体日程安排(暂定，以会场实际安排为准)

5 月 10 日 全天注册

时间 事项 地点

9:00-22:00 注册 宁波远洲大酒店 大厅

午餐 晚餐 宁波远洲大酒店一楼自助餐厅

5月 11 日 峰会开幕式、大会报告+分会场报告

时间（暂定） 事项 地点

8:30-9:25 开幕式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9:25-9:45 江北区膜幻动力小镇推介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9:45-9:55 揭牌仪式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9:55-12:00 大会报告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12:00-13:30 午餐 宁波远洲大酒店一楼宴会厅（自助餐）

13:30-17:30 六个平行分论坛 宁波远洲大酒店（详见附件 2）

18:00-20:00 晚宴 宁波远洲大酒店一楼宴会厅

9:00-22:00 展位及展板展示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大厅

5月 12 日 国际膜与水处理新产品推广发布会+颁奖典礼+闭幕式+专业参观

时间 事项 地点

08:30-11:10 国际膜与水处理新产品推广发布会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11:10-11:50

中国膜科技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中

国膜行业优秀工程师奖、中国膜行业

专利奖、中国膜行业信用等级评价

颁奖典礼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11:50-12:00 闭幕式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12:00-13:20 午餐 宁波远洲大酒店一楼自助餐厅

13:30-16:30 专业参观 两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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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峰会开幕式、主会场及分会场安排(暂定，以会场实际安排为准)

一、“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开幕式致辞（5 月 11 日上午）

二、“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主会场大会报告（5 月 11 日上午）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时间 姓名 单位 主持人

8:30-8:35 王继文 秘书长 中国膜工业协会

王继文

中国膜工业协会

秘书长

8:35-8:45 顾秀莲 副委员长

8:45-8:55 宁波市领导

8:55-9:05 李寿生 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9:05-9:15 侯立安 院士 中国工程院

9:15-9:25 宁波市江北区领导

9:25-9:45
江北区膜幻动力小

镇推介
江北区膜幻动力小镇 宁波市江北区相关

领导
9:45-9:55 揭牌仪式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时间 姓名 题目 单位 主持人

9:55-10:25 高从堦 国内外膜产业现状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

蹇锡高

中国工程院

院士

10:25-10:35 茶歇

10:35-10:50 陈恺民
发挥膜技术在工业转型升级

中的重要作用
工信部

10:50-11:20 邓麦村 质量强国建设若干思考 中国科学院

11:20-11:50 邢卫红 膜材料与膜过程研究进展 南京工业大学

11:50-12:10 金亚东 光电膜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长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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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各分会场报告（5月 11 日下午）

第一分会场：膜技术最新科技研究成果转化分论坛

——新产品 新技术 新应用

为适应我国产业升级，发展绿色 GDP 对膜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加

快膜科学与技术最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交流膜与膜过程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

的最新突破，进一步推动我国膜科学技术新成果的应用。

第二分会场：膜分离技术在化工废水零排放及石油炼化领域应用分论坛

——规模化 专业化 资源化

膜分离技术在炼油化工及煤化工污水深度处理及近零排放领域广泛应用。特

别是各种类型国产超、微滤膜、陶瓷膜、纳滤膜，反渗透膜已开始在炼化污水处

理回用中得到应用。会议邀请三大石油集团公司有关领导、石化专委会炼化污水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A+B）厅

主持人：徐振良 范益群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5
中空纤维膜接触器在高压膜吸收

过程应用

曹义鸣

康国栋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13:55-14:20
用于精准分离的新型纳滤膜的研

发与产业化
孙世鹏 南京工业大学

14:20-14:45 纳滤膜构型及其应用进展 许振良 华东理工大学

14:45-15:10
非均质 PTFE 中空纤维复合膜及其

水处理组件的开发和应用
薛立新

宁波净源膜科技有限公

司

15:10-15:35 重金属去除纳滤膜技术和产业化 刘 戈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15:35-16:00 膜法绿色制糖新技术进展 万印华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

16:00-16:25
有机溶剂纳滤技术助力绿色分离

过程
谢健超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

有限公司

16:25-16:50 气体分离膜技术在油气田的应用 杨文皓
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6:50-17:15 高性能 PVDF 超滤膜 崔朝亮 南京工业大学

17:15-17:40
面向中药生产节能重大需求的中

药膜浓缩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
陈顺权

广州先进科学技术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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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及有关院所的专家指导会议；邀请部分石化企业单位、专业工程公司领导、

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本次会既是总结膜分离技术在煤化工废水零排放及石油炼

化领域应用的经验交流会，又是研讨膜分离技术在煤化工废水零排放及石油炼化

领域应用前景讨论会，以此推动国产膜技术在石油化工及煤化工污水处理中的应

用。

第三分会场：膜技术在水生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分论坛

——水环境治理 污水处理 优质供水 节能节水 资源优化

推进新“环保法”、“水十条”、PPP 等利好政策的相继落实，助推村镇污

水治理，保障水生态环境的安全，完成国家黑臭水体消除、河湖水质提升、村镇

污水处理、饮用水净化、节能节水、资源优化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C厅

主持人：崔学军 何翼云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
人

单位

13:30-13:55 煤化工的本质环保与零排放 何祚云 中国石化长城能化公司

13:55-14:20
KWI 气浮和 itN 陶瓷平板膜在

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顾世铭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4:20-14:45
热法 MAX 超滤膜及 MCR 精细软

化除硅技术在“零排放”中的
毕 飞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14:45-15:10 国产 RO/NF 工业废水应用实践 金 焱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15:10-15:35
石化行业水处理中膜技术的

系统设计及应用
张岩岗 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5:35-16:00
富淼膜在精细化工园区废水

零排放工程中的应用
麻丽峰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5
煤化工污水处理零排放示范

工程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

16:25-16:50
具有梯度化孔结构的新型聚

醚砜中空纤维膜研究与应用
张 磊 天津鼎芯膜科技有限公司

16:50-17:15
“五膜法”集成实施工业废水

回用与零排放
曾凡付 新疆德蓝股份有限公司

17:15-17:40
SEPURAN 气体分离膜的应用和

案例分享
吴志敏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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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洲大酒店二楼 光明厅 A 厅

主持人：李保安 吕晓龙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5
MABR 及其在水生态构建中的

应用
李保安 天津海之凰科技有限公司

13:55-14:20
中空纤维膜规模化制备的关

键技术
刘必前

盐城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

司

14:20-14:45 马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45-15:10
MBR 膜污染控制及其在城镇污

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
计根良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5:10-15:35
低脱盐高通量纳滤膜截留重

金属离子风险评估研究
张宇峰 天津城建大学

15:35-16:00 一体化村镇废水处理装置 李卫星 南京工业大学

16:00-16:25
应用于MBR技术的新产品——

中空阵列膜
代攀

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

司

16:25-16:50 超滤膜在污水中的应用 陈清
海南立昇净水实业有限公

司

16:50-17:15 聚合物微孔膜功能化及应用 刘富 宁波材料科学研究所

17:15-17:40
基于纳滤膜分离的饮用水深

度处理工艺
于水利 同济大学

第四分会场：涉膜工程后期运营及维护分论坛

——规范化 专业化 系统化

膜法工业应用在中国走过几十个年头，技术进步和产品迭代的速度与用户对

膜产品的低效能应用形成巨大反差。提升膜产品的终端运维水平既是工业制水成

本降低的必由之路，又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膜应用水平的提升将对中国膜产

业的发展从基础层面起到应有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宁波远洲大酒店二楼 光明厅 C 厅

主持人：苗伟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4:00
水滑石技术在膜法除硬中的应用

分析
王福存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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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膜法应用创新性实践 杨 军
上海明坤水处理设备

有限公司

14:30-15:00 高效 EDI 应用及运营维护技术 高伟华
河马环保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15:00-15:30
膜法水处理系统第三方运营服务

的探讨
吴宪荣

天津尚拓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15:30-16:00
河南能源集团水系统优化升级解

决方案的探讨
李雪梅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16:00-16:30 煤化工水处理问题研究 陈爱民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

设计院

16:30-17:00 膜前预处理及膜系统运营维护 肖雅迪
北京京润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7:00-17:30
物联网+多膜法节水减排技术在

工业用户中的应用
苗 伟

河南大数据环保科技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分会场：光电膜技术应用及发展分论坛

——促进功能膜应用的快速发展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市场对数码产品显示触控技术，以及相关的膜材料技

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产业现状、最新技术与发展趋势的分享，一同发现

光学功能膜在消费领域的应用与未来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参政厅

主持人：唐蔚波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4:00 国际最新涂布技术分享及展望 刘大佼 台湾清华大学

14:00-14:30 3D 打印制备微结构功能膜及应用 殷明杰 北京工业大学

14:30-15:00
量子点膜在光电显示应用及发展趋

势
陈樟军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

15:00-15:30 中大尺寸偏光片技术及应用进展 刘 威
合肥三利谱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15:30-16:00 ITO 透明导电膜国产化现状分析 张国臻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

研究院

16:00-16:30 中国光学基膜及功能膜现状及发展 王 辉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16:30-17:00 后 ITO 时代—纳米银线技术的崛起 潘克菲
诺菲纳米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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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金融机构闭门会议

——资本在膜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以环保政策为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中国膜产业的投资力度，激发膜

产业的资本活力，协助中国膜产业冲击高端水处理市场，进一步提高中国膜产业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实现膜产业资本与技术的互利共赢。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议政厅

主持人：张平

时间 单元 议题 拟邀请对话嘉宾

13:30-14:30
金融企业角

度看投资

1、环保投资案例分享

2、什么样的企业更受投资方

的青睐

3、企业融资，收并购等过程

中，相关的法律问题

4、券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

企业融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5、金融机构对膜行业、环保

行业未来发展的看法

1、基金如：复星投资，启明

创投

2、券商、银行如：申港证券、

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律所、咨询公司如：锦天

城、德勤

4、企业投资方如：上海华谊、

上海电气

14:30-15:30

实体产业企

业对金融的

需求

1、成长型涉膜企业的优势

2、实体企业遇到的痛点难点

3、实体企业需要金融资本介

入的形式探讨

4、实体企业角度分享成功案

例

1、浙江净源膜科技有限公司

2、北京廷润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3、河南方舟瓷业有限公司

4、天津鼎芯膜技术有限公司

5、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5:30-17:00 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一对一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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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国际膜与水处理新产品推广发布会（5月 12

日上午）

宁波远洲大酒店三楼 正大厅

主持人：杨尚宝

时间 姓名 题目 单位

8:30-9:10
Masaru

Kurihara

世界最新的海水淡化技术

The latest Seawater

Desalinatio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亚太脱盐协会

9:10-9:40 待定
高盐废水零排放超高压反渗透

膜及应用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

司

9:40-10:10 王荣川
苏尔寿大型高盐水处理和市政

取水创新泵及解决方案

苏尔寿泵业（中国）有

限公司

10:10-10:40 待定
MST 高速离子气浮和浅层离子气

浮装置

无锡沪东麦斯特环境

科技公司

10:40-11:10 席红安 平板式陶瓷分离膜
浙江中诚环境研究院

有限公司

五、“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专业参观（5月 12 日下午）

序号 地点

1 宁波市江北区膜幻动力小镇

2 宁波市自来水厂/宁波市钢铁厂/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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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报名表

汇款及发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代表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手机 E-mail

是否参展 是 否

是否参观 是 否

发言报告
发言题目

发言人 职务/职称

酒店预订
（住宿费自理，在
酒店前台缴纳）

350 元/标准间•天（含双早） 间 宁波远洲大酒店
（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

99 号）350 元/大床房•天（含单早） 间

260 元/公寓房•天（含双早） 间
维也纳国际酒店

(江北万达店 宁波市江北
区榭嘉路 52 号宁馨园)

入住离开酒店时间： 月 日入住； 月 日离店

1. 由于各房型数量有限，请抓紧时间预订。会议秘书处将按回执返回的先后顺序

安排住宿。

2.请参会者务必于 4月 30日前将回执发邮件联系人邮箱 E-mail：huhott@126.com

电话：010-64426130 传真：010-64433465

备 注

户名 中国膜工业协会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宣武支行营业部

账号 11171101040005125

注：单笔汇款人民币壹万元整以下将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类

型

发票抬头

项目 会议服务费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在所需票据前打√）

纳税人识别号

税务登记地址、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