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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策略，也是转向低碳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

求。2020年，中国“十四五”规划出炉，提出发展有绿色资源的小城镇，并且印发《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分类细化包含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各项指标要求。同时，全球各国家地区和地方频

频发文，禁止、限制部分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及使用，使得降解塑料备受关注，有着“绿色、环保、可再生、易降

解”著称的生物基材料因此也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已经在生物基材料行业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中国作为

新材料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成员国，生物基产业规模近几年来保持以25%-30%的速度迅速增长，关键技术也在不断突破、产品

种类和市场不断扩大，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未来的 10 年，至少有 20%的石化产品、约 8000 亿美元的石化产品可由

生物基产品替代，目前替代率不到 5%，缺口近 6000 亿美元。 

DT新材料，作为中国战略性新材料创新服务与咨询平台，将在汇聚前五届生物基论坛的辉煌成果上，举办“ 2021国际生物基产

业论坛”，本次论坛将于2021年6月9-11日在上海开展，重点聚焦生物炼制及化学品、生物基材料、可降解材料三大板块新技术、新工

艺、新应用和新趋势，布局全产业链，诚邀国际知名专家和行业龙头企业，共同交流和学习，为加快国内生物基化学品与材料产业化

落地及转型升级，推动生物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搭建高品质的国际性产学研交流平台，旨在打造中国顶级的生物基领域交流盛会。

论坛背景 Conference Background



主办单位：DT新材料    生物基能源与材料     
协办单位：浙江省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论坛组织

40+                全球生物基化学品与材料的最新应用案例分享

20+                生物降解材料研发与产业布局

55+                高品质产学研用分享报告

100+              生物基以及生物降解塑料应用终端企业展

50+                生物基以及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订货会

50+                生物基化学品、生物基材料优质创新项目

400+             一线投融资机构、上市公司寻求掘金机会

1000+           政产学研全产业链行业代表

5000+          与生物基权威专家促膝交流与深造机会

10000亿+    技术与采购需求无缝对接

论坛特色

Organiza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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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PLA）
聚羟基脂肪酸酯（PHA）
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AT）
聚乙醇酸（PGA）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
聚己内酯（PCL）
聚甲基乙撑碳酸酯（PPC）
纸基材料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化学转化法关键技术设备的开发与应用
丙烯酸、生物柴油、山梨醇、衣康酸等
CO2基高附加值化学品：烯烃、芳烃、甲醇
木质素高附加值化学品：愈创木酚、丁香酚、香草醛、对二甲苯
纤维素水解与提纯工艺
FDCA制备路线
乳酸/丙交酯合成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发酵法关键技术设备的开发与应用
生物发酵关键技术与设备
酸、醇和酮的生产工艺
三素分离提出技术
废气、废水、废渣处理技术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全球及中国生物基行业利好政策及中国“十四五”政策解读
全球及中国的生物基产业现状与前景
全球及中国禁塑与降解塑料相关政策分析
全球及中国绿色包装相关政策以及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对世界以及中国生物基经济的影响以及生物基行业的应对政策
禁塑对聚烯烃行业的冲击以及塑料替代品的发展空间预测
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给可降解塑料市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生物基及降解材料行业对碳中和发展规划影响

论坛议题 Forum Topics

第一部分：论坛交流

生物基与降解材料政策
与前景分析主论坛

可降解材料与制品生产
与应用主题论坛

生物炼制化学品研发
与生产技术主题论坛

生物发酵化学品研发
与生产技术主题论坛



生物基材料检测认证
降解材料检测认证
材料堆肥降解分析
物降解材料降解标准与机理分析
生物基材料碳含量检测认证标准与评价体系解读 
……

新型纤维素纤维：Lyocell纤维、竹浆纤维、棉纤维、麻浆纤
维、纤维素纤维等
生物基合成纤维：PLA纤维、PHBV纤维、PTT纤维、PBT纤
维、PDT纤维、PBS纤维等
海洋生物基纤维：壳聚糖纤维、海藻纤维等
生物蛋白质纤维：大豆蛋白纤维、牛奶蛋白纤维、蚕蛹蛋白
纤维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生物基材料检测认证淀粉
木质素
半纤维素
纤维素
蛋白质
甲壳素
壳聚糖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环氧树脂
酚醛
尼龙弹性体
涂料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增塑剂
成核剂
润滑剂
扩链剂
胶黏剂
阻燃剂
催化剂等
以上材料与设备的研发，生产，使用，废弃处理与回收利用
……

   检测认证主题论坛
（生物基与可降解材料）

生物基纤维主题论坛

天然高分子主题论坛

生物基材料主题论坛

生物基助剂主题论坛



2021国际生物基产业展览会活动同期进行，会议最终安排及议题会持续更新，欢迎关注，并提
出您的感兴趣点和需求点！

采购需求对接

项目路演

论文、海报征文评选

纤维素、淀粉基材料、PBAT
专题闭门研讨会议

科研机构或企业参观考察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企业技术难题和产品采购需求一对一对接 

生物基化学品与材料顶级团队科技成果
展示、技术合作交流

征文范围：生物基平台化合物、生物基高
分子材料、生物降解材料；生物基产业宏
观经济等。

一体化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及三废处理
下游应用开发技术进展与分析
市场现状及趋势分析
项目建设与运营经验
项目投资方向及经济性分析

熊经理：15381954103



参会对象

活动咨询

会务费用

制品加工企业：包括生物降解食品包装、生物降解一次性餐具、生物降解家居日用品、可降解购物袋、生物降解农用地膜、生
物降解工业包装、医药包装以及物流包装等生产企业

绿色纤维、纱线、纺织品、服装相关企业

材料改性企业：包括生物基塑料改性、PLA、PBAT/
PBS等改性企业

相关设备：吹膜设备、挤出设备、薄膜流延机、薄膜拉伸
机等设备企业

助剂企业：包括成核剂、抗水解剂、扩链剂、着色剂、增
韧剂、抗菌剂、相容剂等企业

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加工企业 政府相关政策部门等

高校研究所以及生物降解塑料检测认证机构

生物降解合成树脂企业：包括聚乳酸PLA、PBAT/PBS、
PCL、PHA、淀粉基、PPC以及PGA等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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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日之前报名
企 业

指定汇款账户信息：
户　名：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住房
              城市建设支行
帐  号：33150198343600000107

友情提示：
请相关单位填写注册表后一周内

支付所有款项，以便组委会协调

安排。因故无法参会，请于会议

召开前10天告知组委会，逾期注

册费不予退还。

位

2021年2月10日之后报名

 3000 2位 5500
2位 6500位 3500

高校与
科研
单位 位 2500老师

位 1500学生
位 2000老师

 Participants

Conference fee

Activity consultation

李先生：182 5877 0371   微信同号
邮箱：lixianlong@polydt.com 

2021年2月10日之前报名

2021年2月10日之后报名



上届回顾
第五届国际生物基化学品与材料高峰论坛于2020年7月22-24日在南京顺利召开，此次论坛从最初重点探讨生物基高

分子材料的学术交流活动，发展到聚焦生物基化学品、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生物基纤维及生物基产品下游应用的诸多层
次的全方位产学研盛会，这是行业发展的体现，也是业内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论坛设报告期间另设有PLA闭门讨论、
技术-资本项目对接会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 300 多家单位的近 500 位代表出席，既有国际上知名
学者、领军企业、行业协会领袖，也有在一线孜孜不倦攻关研究的工程师、教授和学生。业内超一半的研究团队及企业
代表均已出席，其中有近 60 家科研单位的 200 多位科研人士参与，教授及副教授超过 150人，140 多家国内外代表企
业出席，其中高管超过 180 名。毋庸置疑，随着行业和时代的发展，生物基材料已经走出实验室，变成多元化的产品走
进我们的生活。

主办方介绍
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DT”，公众号品牌“DT新材料”)是由中国科学院博士张立生在宁波创办，专

注于新材料行业研究及推动新材料与战略新兴产业融合创新的科技服务。
公司为政府及机构提供产业（园区）规划、“双招双引”、园区运营、专家智库等服务；为投融资机构输出优质项目

及标的，提供建议咨询等服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与咨询、成果转化、产业研究、市场调研与咨询、会展培训、产业数
据等服务，助力企业转型、产品升级；为科研机构提供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服务。

公司在宁波、北京、青岛、日本建立办事机构，业务覆盖22个国家，致力于成为国内首家面向于数据时代（DT时代，
Data Technology）的全球一站式科技创新服务综合体平台。

线下活动方面，公司每年举办50+国际论坛、展会、评选、沙龙、培训、走进用户、项目对接会等活动，以促进产业链
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发展。

欢迎合作与关注！

 300+

单 位
 500

60
+

+

代 表

科研单位

200
科研人士

140 +

国内外代表企业

150
教授及副教授

Review

Sponsor introduction



扫一扫 关注公众号扫一扫 参会登记

李先生：182 5877 0371   微信同号
邮箱：lixianlong@polyd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