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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业绩，由广州展开始！

30/11 - 2/12.2016 • 廣州 Guangzhou

 BUSINESS BEGINS WITH  
A  SHOW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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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COAT was organized s ince 1996 and 
now alternates its venue annually between 

Guangzhou and Shanghai, P. R. China. Our last 2015 
Shanghai show broke several significant records.  
A total of 29,580 trade visitors from 81 countries/
regions and 1,088 exhibitors from 32 countries/
regions gathered on a gross exhibit area of over 
70,000 sq.m. All these figures prove once again 
CHINACOA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Coatings show! 
In 2016, CHINACOAT will return to Guangzhou and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success from there!

展會自 1996 年開始舉辦，目前每年在上海

和廣州交替舉行，深受全球業界高度重視

和評價。2015 年上海展會再創紀錄，展出毛面

積達 70,000 平方米，有來自 81 個國家 / 地區的

29,580 名觀眾和來自 32 個國家 / 地區的 1,088 家
展商共同參與，肯定了其「國際大展」的地位，

一連三天的展期為展商提供拓展業務和提升品牌

知名度的有效平臺。2016「中國國際塗料展」 
重臨廣州，企業爭取業績，由廣州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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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涂料展」— 国际大展
 CHINACOAT – THE WORLD'S COATING SHOW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廣交會展館）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Canton Fair Complex)

2. 亞太地區仍然是全球最大及增長最迅速的塗料消費市場 
Asia Pacific region remains as the leading consumer of coatings and  
sees the most rapid gains

 中國、印度及印尼塗料市場需求預計將繼續增長，增長率分別為 8%、11% 及 4-5%。其它增長
市場包括泰國、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儘管中國經濟放緩，其塗料市場與世界成熟市場相比仍在迅速增長及持續釋放增長潛力。

 由於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急速的城市化及基礎設施發展、生活水平上升及偏低的人均塗料消
費量等因素，亞太地區對塗料需求仍將保持強勁。通過參展以增加曝光率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

 Growth of coatings dem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at 8% per year in China, 11% in India and 4-5% in 
Indonesia. Other growing markets include Thailand,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Despite the slowdow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a's coatings market is still growing rapidly 
compared with mature markets and continues to project long-term growth prospects.

 Asia Pacific is expected to witness swift market growth due to increased levels of income and education,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rise in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the low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oatings in the region, etc.  It is advantageous for enterprises to gain more 
presence there through exhibitions.

3.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對市場拓展極具戰略意義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has grea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business promotion

 珠三角地區是世界知名的加工製造和出口基地，其城市群各具特點，形成了以家用電器、電子 
通信、傢具、燈具、手錶、自行車等為主的企業群和產業。在汽車、造船、電氣機械、建材等 
產業也有一定優勢。

 2015年發佈的《中國製造 2025》規劃對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和發展作了整體部署十大重點領域，
其中信息技術、海洋工程及船舶、軌道交通、汽車、新材料及醫療器械等產業除了是塗料行業重
要的消費領域外，珠三角地區更是這些產業的聚集區和發展帶，為展商開闢新商機。 

 珠三角地區在面積和人口兩方面已成為世界最大都市區。隨 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驅動塗料產
品需求穩定增長，有助於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The PRD region is 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base.  The key cities in this region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specialized industries an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such as 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furniture, lighting, watches, bicycles, etc.  Its automobile, 
shipbuilding, electrical machinery,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als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other regions.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released in 2015 has pinpointed 10 ke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r 
further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m, IT, marine & shipping equipment, rail transportation, 
automotive, advanced materials and medical device indust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atings 
industry, and the PRD region is the clusters and development zone for them, thus opening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exhibitors.

 The PRD region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urban area in both size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will 
bring increased coatings consumption that will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4. 中國塗料行業正在經歷快速變化，企業通過參展來應對市場的競爭 
China's coatings industry is undergoing rapid changes – opportunities to 
differentiate your business by exhibiting

 隨 人民消費水平及對質量和品牌的關注提高，企業如能提高品牌知名度及增加曝光率，可獲更
大市場份額。

 愈來愈多的用戶正在尋找可靠和值得信賴的品牌，除滿足其特殊的應用要求外，還要求添加相關
增值服務，增加對塗料服務業的市場需求。

 防止空氣污染政策和終端客戶對環境健康問題的關注，帶動了對定製化產品和新技術的旺盛需求。

 Companies are more capable to gain larger market share if they seek to actively enhance their market 
position and increase brand exposure.

 Increasing number of customers is looking for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brands in the market to meet their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demand for add-on services.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s, grow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concerns of end customers continue to be 
driving forces for users to adopt new coatings technologies and customized products.

1.「中國國際塗料展」是國際大展，必須每年參展！ 
CHINACOAT is the world's Coatings show!

 20 多年服務行業經驗 — 自 1996 年起，「中國國際塗料展」為展商提供一個具成本效益的貿易 
平臺和強化品牌建設的重要場合。

 建立客戶關係，獲取高素質客源 — 為期三天的展會，業內具影響力的決策者匯聚一堂，展商可
面對面地接觸到大量對口客戶，藉此獲得多重銷售良機。

 經濟形勢下滑期間，展會仍是企業拓展業務的有效工具 —「中國國際塗料展」為展商提供了審視
競爭形勢、調查市場需求、收集反饋信息、提昇企業關注度和展示自身競爭力的良機。

 Benefit from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 CHINACOAT has been a professional global exhibition offering 
a cost-effective trading platform and strong brand building environment to the industry.

 Provide essential face-to-face contact in just 3 days – CHINACOAT is a powerful promotional medium 
bringing together large number of potential customers and abundant qualified sales opportunities.

 Exhibition can help business grow even in tough economy environment – CHINACOAT is an ideal 
platform to investigate specific needs in the market, gather feedback, generate awareness and 
demonstrate competitiveness to the world.

香港 
Hong Kong
香港 

Hong Kong

北京 
Beijing
北京 

Beijing

廣州 
Guangzhou
廣州 

Guangzhou

上海 
Shanghai
上海 

Shanghai

03

为何必须参展 WHY EXHIBIT ?



阿根廷 ARGENTINA
青島琳可(Diransa San Luis)工貿有限公司

澳大利亞 AUSTRALIA
速流管理(Fast & Fluid)澳洲公司
鄭州三華(SANTINT)科技實業有限公司澳大利亞分公司

奧地利 AUSTRIA
HABICH GmbH

比利時 BELGIUM
AVL Metal Powders nv
比利時迪富力(DeVree)公司
優爾稀(EOC)集團
矽比科(Sibelco)(上海)礦業有限公司
索爾維(Solvay)

巴西 BRAZIL
SYCO Solutions

英屬維京群島 BVI
Concerto Tech Co., Ltd.

加拿大 CANADA
多美年(Dominion)顏料公司
上海毅克(YCK)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常熟三愛富中昊(3F Zhonghao)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無錫阿科力(Acryl)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方亞科力(Act-chem)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華安(AHA)進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艾楓(Aifeng)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遼寧艾海(Aihai)滑石有限公司
澳漢盛川(Allhand Sheng Chuan)化工(北京)有限公司
長沙奧特(Altla)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上海紀研(Amorso)實業有限公司
浙江安邦(Anbang)新材料發展有限公司
鞍鋼(Angang)實業微細鋁粉有限公司
河南昂力信(Anglxxon)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納達(Annada)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晉坤(Anpeak)礦產品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安平(Anping)建材有限公司
安德士(Antex)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撫順安信(AnXin)化學有限公司
上海傲凡(Aofan)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市奧帕斯(Aopasi)研磨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澳潤(Aorun)化工有限公司
聯固(Aqua Union)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青島新銳化學(Arrow Chem)有限公司
廈門美聯彩(Ashika)色卡有限公司
上海百豔(Baiyan)實業有限公司
北京佰源化工(Baiyuan Chemical)有限公司
杭州百卓(Baizhuo)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寶會(Baohui)樹脂有限公司
上海保立佳(Baolijia)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寶林(Baolin)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保占(Baozhan)機械有限公司
巴德富(BATF)公司集團
無錫百川(Baichuan)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貝傑(Beijie)化工有限公司
連雲港華明泰(Belike)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華明泰(Belike)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佳彩(Best Colour)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惠州市伯特(Better)工貿有限公司
景德鎮百特威爾(Betterwear)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盛華(BEVS)實業有限公司
武漢市佰益特(Biet)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佰利聯(Billions)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冰嘉(Bingjia)實業有限公司
大連百傲(Bio)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標美(BioMax)硅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島貝特(Bitoner Resin)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標格達(Biuged)實驗室儀器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黑鈺(Black Diamond)顏料新材料有限公司
蘇州博卡(Boka)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廣州新邦樂(Bonny)科技有限公司
巴蒙(Boom)實業(上海)有限公司
廣東博興(Bossin)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維寶辰(Bosson)化學產品有限公司
河南博泰(Botai)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英德市波特(Bote)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市清風(Qingfeng)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金洋(Bright) 燒高嶺土有限公司
杭州斐績(Brilliant)化工有限公司
寧波百力勝(Briscent)貿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明日(Brite Day)塗料材料有限公司
博勒飛(Brookfield)(中國)粘度計質構儀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美國BSK流體(BSK)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泰禾(CAC)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彩瑞(Caino)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卡樂維(Callaway)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康百欣(Camp-shinning)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運河(Canal)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權拿(Canner)氣動設備有限公司
河北燦日(Canri)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能德(Capatue)化工有限公司
Shanghai Caraba Industrial & Trading Development Co., Ltd.
卡德萊(Cardolite)化工(珠海)有限公司
蘇州賽璐泰科(Celotech)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賽翱(Ceval)化學有限公司
丞竣(英國)化學(Chamtion Chemical)有限公司
重慶誠豐(Changfeng)化工有限公司
什邡市長豐(Changfeng)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長鏈(Changlian)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岳陽凱門(Chem)水性助劑有限公司
蘇州化聯(Chemco)高新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俊彩(Chemelite)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正盟(Chemem)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凱米富(Chemfro)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科麥(Chemidea)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海瑞通(CHEMIELAND)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原野(Chemsfield)納米科技有限公司
宜興市呈龍(Chenglong)塗料機械有限公司
曲阜晨光(Chenguang)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Chenguang)新材料有限公司
瑞安市呈軒(Chengxuan)工貿有限公司
杭州城宇(Chengyu)工貿有限公司
廣西七色(Chesir)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馳田(Chida)工貿有限公司
東莞市漢維(Chnv)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核(CNNC)華原(上海)鈦白有限公司
安徽傳奇(Chuanqi)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立孚(Clef)實業有限公司
中海油(Cnooc)銷售上海公司
廣東長興珀萊斯特(Cnplastic)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科百特(Cobetter)過濾器材有限公司
濰坊富樂(Cofller)新材料有限公司
彩諾(Color Promiseful)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凱色麗(Coloray)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科美化工(Colorful Pigment)有限公司
卡勒芙瑞(ColourFellas)色彩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北京高盟(Comens)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祥楓(Confon)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核心(Core)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糧包裝(CPMC)投資有限公司
無錫科立諾(Crenovo)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汕頭市冠晟(Crownroad)塑膠有限公司
威海晨源分子(CYD)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昌(Dachang)樹脂(惠州)有限公司
昆山大川(Dachuan)(色漿)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玳權(Daiquan)精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道恩(Dawn)鈦業有限公司

嘉興市德川(Dechuan)商貿有限公司
重慶市德高(Degold)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青島德達志成(Deltachem)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德博(Der Bo)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杭州德瑞(Derui)化工有限公司
溫州德泰(Detai)塑業有限公司
蘇州鑽石(Diamond)金屬粉有限公司
杭州迪馬精化(Dimachema)進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達邁成(Dimacolor)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鼎鈦(Dingtai)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市東鼎(Dongding)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東方(Dongfang)鈦業有限公司
煙台東輝(Donghui)粉末設備有限公司
山東東佳(Dongjia)集團
北京東聯(Donglian)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東勝(Dongsheng)化學(上海)有限公司
遼陽市東旺(Dongwang)化學製品有限公司
東旭(DOXU)集團
上海杜拜(Dubay)實業有限公司
河源帝諾(Dura)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五礦東方實業(East Trade)有限公司
煙台東海(EAST SEA)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青島伊森(Eastsun)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錦威(Eastway)進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頤威(Eastway)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青島大拇指(Echemi)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艾科普(Ecopower)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易科思(ECS)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恆展(EDC)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易勒(ELE)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安徽易瑞德(Elite)進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恩保瑞(Emperor)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以挪士(Enos)化學有限公司
上海祈業(Entrepreneur)軟件有限公司
杭州恩依吉(Enyiji)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玉普西隆(Epsilon)化工有限公司
埃斯特綸(Estron)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華偉業(Esun)實業有限公司
長興(Eternal)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興(Eternal)化學材料(珠海)有限公司
丹東易通(Eton)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優彩(Euchemy)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威迪科(Eurotints - VEDECO)彩色裝飾塗料有限公司
湖北聚氟化工(Everflon)科技有限公司
龍口市易久化工(Excel Chemical)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卓捷(Excellen)化工有限公司
方鑫(Fangxin)樹脂(常州/南通)有限公司
江陰市範氏(Fanshi)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法孚萊(Farfly)能源技術有限公司
江蘇飛翔(Feixiang)集團
明光市飛洲(Feizhou)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泛成(Fenchem)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豐虹(Fenghong)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豐湖(Fenghu)化工有限公司
煙台楓林(Fenglin)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陰精細化工機械(Fine Chemical)有限公司
上海連泓(Focus)工貿有限公司
杭州弗沃德(Forward)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友誼(Friendship)顏料製造有限公司
大連福昌(FuChang)化學有限公司
山西富立樺(Fulihua)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臨安福盛(Fusheng)塗料助劑有限公司
山東未來(Future)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新伽瑪(Gamma)化學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雄(Gangxiong)貿易有限公司
高郵市助劑(Gaoyou Auxiliary)廠
杭州吉彩(Geecolor)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集美(Gemme)納米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正奇世榮(Genky Selong)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吉奧詩(Geos)色卡有限公司
盈顏(GGink)國際有限公司
浙江歌瑞(GNM)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Golden Chemical)有限公司
廣西梧州金原(Golden Spot)樹脂有限公司
黃山金質麗(Goldenly)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固石(Goodsee)彩砂
江蘇格萊德(Grand)特種陶瓷有限公司
滁州格銳(Grea)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廣州市尚成(Greatway)貿易有限公司
湖北綠色家園(Greenhome)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仲恆(GSS)衡器(蘇州)有限公司
南通廣成(Guangcheng)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廣傳(Guangchuan)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廣福(Guangfu)建材(蕉嶺)精化有限公司
浙江光華(Guanghua)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廣通(Guangtong)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江西廣源(Guangyuan)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廣州化工(Guangzhou Chemicals)進出口有限公司
廣東冠虹(Guanhong)金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冠一(Guani)顏料有限公司
廣州冠志(Guanzhi)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門桂廣(Guiguang)化工有限公司
貴州麻江貴祥(Guixiang)礦業有限公司
常熟國和(Guohe)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國聯(Guolian)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國秀(Guoxiu)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湖北固潤(Guru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盛華(GV)實業有限公司
翁開爾(H.J. Unkel)(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海城(Haicheng)精華礦產有限公司
南通海迪(Haidi)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海康(Haikang)顏料有限公司
浙江海申(Haishen)化工有限公司
海陽市靜電設備(Haiyang Electrostatic)有限公司
上海海逸(Haiyi)科貿有限公司
清新縣漢科(Hanerchem)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樂仕(Hangzhou Synox)顏料有限公司
南通市 泰(Hantai)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浩揚(Hao Future)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豪冠(Haoguan)(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東莞市昊輝(Haohui)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浩美(Haomei)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浩洋(Haoyang)泵閥製造有限公司
上海海太(Hatel)化學有限公司
慧聰化工網(www.chem.hc360.com)
山東赫達(Shandong Head)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電化(HEC)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和創(He-ch)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迪斯(Heidis)新材料有限公司
煙台恆大(Hengda)粉末機械有限公司
江門市恆光(Hengguang)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白雲恆和(Henghe)精細化工廠
恆河(Henghe)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恆遠(Hengyuan)新材料有限公司 /  
安徽新遠(Xinyuan)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恆利安(Henrianne)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安徽省和福(Herrman)經貿發展有限公司
柳州市合盛(Hesheng)非金屬礦粉體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萍鄉市禾田(Hetian)陶瓷有限公司
常州海克萊(Hickory)化學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Hifichem)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鄉海倫(Highland)顏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潤(Highrun)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特(High-Tech)高智機械有限公司
青島海安格力(Higree)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漢中(Hizone)水性環氧有限公司
上海浩登(Holdenchem)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赫力思特(Honest)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忠誠(Honesty)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宏達(Hongda)聚氨酯有限公司
寧波洪大(Hongda)進出口有限公司
重慶宏達(Hongda)化工機電有限公司
無錫洪匯(Honghui)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弘佳(Hongjia)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順德弘普(Hongpu)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杭州紅妍(Hongyan)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紅宇(Hongyu)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蘇凱(Hoslink Shanghai)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合源(Hoyonn)化工有限公司
無錫華傲(Hua'ao)環保設備廠
瑞安市華寶(Huabao)化工有限公司
高郵市華寶(Huabao)顏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豐(Huafeng)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華惠(Huahui)科技有限公司
濟南華臨(Hualin)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華倫化工(Hualun Chemical)有限公司
華倫納路(Noroo Hualun)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華山(Huashan)高新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華特(Huate)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華夏奔騰(Huaxia Paint)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華夏奔騰(Huaxia Paint)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華夏奔騰(Huaxia Paint)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華夏神舟(Huaxia Shenzhou)新材料有限公司
靈壽縣華中(Huazhong)礦業加工廠
湖北仙粼(Xianlin)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輝鑫(Huixin)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湖磨(Humo)拋光磨具製造有限公司
北京東方互益(HuYi)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華特隆(Hwalong)化工有限公司
昇華集團德清華源(Huayuan)顏料有限公司
北京英力(IHT)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區創新(Innovation)藝術色卡廠
上海創宇(Innovy)化工有限公司
岳陽市英泰(Intech)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泛華(Inter-China)化工有限公司
寧波易倍爾(IPEL)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安徽省愛索(I-Sourcing)進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精通(J Color)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錫久長(JC)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經天(Jeatan)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捷虹(Jeco)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傑事達(Jesida)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潔西嘉(Jessica)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加點(Jiadian)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迪達(Jiadida)化工有限公司
黃山加佳(Jiajia)熒光材料有限公司
黃山佳傑(Jiajie)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荊州市江漢(Jianghan)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江浪流體(Jianglang Fluid)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江門市制漆(Jiangmen Paint)廠有限公司
寧波傑爾盛(Jiasi)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嘉祥(Jiaxiang)樹脂有限公司
山西佳宇豐(Jiayufeng)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虹(Jiehong)色素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六安市捷通達(Jietonda)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溫州市金百彩(Jinbaicai)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金蔥(Jincong)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仰世(JINDUN)實業有限公司
黃山錦峰(Jinfeng)實業有限公司
天津市精科聯(Jingke)材料試驗機有限公司
蘇州景泰(Jingtai)金屬顏料製品有限公司
上海精濤(Jingtao)鋼帶科技有限公司
經緯(Jingwei)精細化工(南通)有限公司
宜興市精益(Jingyi)機械有限公司
江蘇金海合眾(Jinhai Hezhong)鈦業有限公司
山東金海(Jinhai)鈦業資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錦昊輝(Jinhaohui)礦業發展有限公司
安徽金禾(Jinhe)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環(Jinhuan)顏料有限公司
臨沂市金科宇(JinKeYu)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金琨(Jinkun)鋯業有限公司
廣西金龍(Jinlong)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金茂(Jinmao)鈦業有限公司
啟東金美(Jinmei)化學有限公司
上海錦山(Jinshan)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金陶(Jintao)高能材料有限公司
威海金威(Jinwei)化學工業有限責任公司
大同煤業金宇(Jinyu)高嶺土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金宗(Jinzong)機械有限公司
天津久日(JIURI)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久塔(Jiuta)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捷爾思(JLS)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顏莊(Jointcolor)集團
東莞市竣成(Juncheng)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駿馬(Junma)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駿能(Junneng)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君一(Juychem)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島凱達信(Kaidaxin)商貿有限公司
上海凱杜(Kaidu)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鍇鎧(KaiKai)科貿有限公司
江蘇開磷(Kailin)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凱信(Kaixin)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康銘化工(Kang Ming Chemical)有限公司
江陰市康捷(Kangjie)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上海同金化工(KBC)有限公司
上海菊池(Kikuchi)色素貿易有限公司
江蘇科成(Kecheng)有色金屬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科藍(Kelan)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公耀(Kelly)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合肥科泰(Ketai)粉體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田(Ketian)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番禺科迪(Keytec)色彩有限公司
岳陽科苑(Keyuan)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凱美斯(Kimix)化工有限公司
無錫正佳自控系統(King-control)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璟泰(Kingdom)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金石(KING'S)研磨有限公司
勤運(Kingyoup)國際貿易(太倉)有限公司
金團(Kito)化學品有限公司
贛州科盈(Koin)結構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高信(Kosin)有機化工有限公司
台州凱撒凱亞(KSKY)化工傳動設備有限公司
福建坤彩(Kuncai)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朗源(Lang)化工有限公司
保定市蘭竹(Lanzhu)化工有限公司
天藍(Lapis Lazuli)顏料(山東)有限公司
東莞市領先(Leading)環保材料有限公司
海寧樂美(Lemei)化工有限公司
遼寧聯港(Liangang)化工有限公司
無錫市梁溪(Liangxi)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大連連晟(Liansheng)貿易有限公司
廣州市聯益(Lianyi)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揚州市立達(Lida)樹脂有限公司
廣州立飛(Lifly)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驊鑫(Lihuaxin)貿易有限公司
河北利暉(Lihui)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合花(Lily)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市凌寶(Lingbao)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廣州凌瑋(Lingwe)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煙台凌宇(Lingyu)粉末機械有限公司
常熟林潤(Linrun)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利思德(Liside)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騰達(Litengda)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江蘇李文甲(Liwenjia)化工有限公司
臨沂市利興(Lixing)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龍蟒(Lomon)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煙台龍彩(Longcai)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龍成(Longcheng)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滁州市龍飛(Longfei)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省龍海(Longhai)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龍湖(Longhu)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龍輝龍(Longhuilong)濾網有限公司
東莞市琅菱(Longly)機械有限公司
海寧朗先(Longshine)顏料有限公司
珠海市長陸(Longtec)工業自動控制系統有限公司
梧州市隆騰(Longteng)化工有限公司
德州龍田(Longtian)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市龍鑫(Longxin)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弘洋(Longyang)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隆運通(Longyuntong)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淄博魯華泓錦(Luhua Hongjin)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麗王(Liwang)化工(南通)有限公司
泉州萬豐(Manfong)金屬粉材料有限公司
煙台楓林機電(Maple Powder)設備有限公司
北京麥爾(Mayor)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怡升升(Megason)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美東生物材料(Meidong Biomaterials)股份有限公司
溫州美爾諾(Meiernuo)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美佳(Meijia)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美利達(Meilida)顏料工業有限公司
內蒙古蒙西(Mengxi)高嶺粉體股份有限公司
邁達斯(Midas)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市中星(Midstar)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敏德(Minde)化工有限公司
無錫明輝(Minghui)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湖州美欣霍普(Mizuda Hope)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麗水市南明(Nanming)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納維加特(Navector)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崇譽(NCC)工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無錫市勵歐(NEO)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網盛(Netsun)生意寶股份有限公司
衡水新東方(New Eastern)化工有限公司
新陽(New Solar)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長沙新威凌(New Welllink)鋅業發展有限公司
北京興華(New Xing Hua)科儀化工設備有限責任公司
長沙新宇(Newsun)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門日洋(Nichiyo)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尼恩(Nien)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尼慈欣(Nissin)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力慎(Noelson)化學品有限公司
廊坊諾爾信(Norsun)化工有限公司
瀘州北方纖維素(North Cellulose)有限公司
諾蘇(North)電子技術(昆山)有限公司
上海東氟(O-Fluorine)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歐凱(Oka)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歐美克(OMEC)儀器有限公司
廣東宏工(Ongoal)物料自動化系統有限公司
廣東東方鋯業(Orient Zirconic)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歐華(Ouhua)機械有限公司
株洲市歐華(Ouhua)機械有限公司
河北歐克(Oxen)精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佩特(Paint)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攀鋼(Pangang)集團鈦業有限責任公司
濮陽市鵬鑫(Pengxin)化工有限公司
秦皇島鵬翼(Pengy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昆山潘高(PG)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孚博(Phobor)科技有限公司
博立爾(Pioneer)化工
廣州柏勵司(Pleased)研磨介質有限公司
新政星(Polystar)(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安徽普樂化工(Powerchem)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普利凱(Prechem)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清遠市普塞 (Presafer)磷化學有限公司
江蘇貝麗得(Pritty)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上海普申(Pushen)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杭州前進(Qianjin)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千佑(Qianyou)化學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棋成(Qicheng)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鄭州市奇創(Qichuang)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漆亮(Qiliang)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齊隆(Qilong)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青虹(Qinghong)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清泉(Qingquan)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江陰市勤業(Qinye)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上虞豐彩(Rainbow)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人信(Ranshion)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波福(RCM)進出口有限公司
廣東雷邦(Rebon)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邯鄲市瑞斯達(Redstar)乳膠科技有限公司
銅陵瑞萊(Rely)科技有限公司
龍口市仁和群青(Renhe Ultramarine)工貿有限公司
天津中和(Renho)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瑞泰(Ruitai)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瑞馳拓維(Retsch Topway)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Rianlon)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瑞奇(Rich)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瑞科(Right)化工有限公司
瑞彩(Rika)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瑞石(Rissy)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浙江力禾(Riwa)集團有限公司
嘉興銳石(Rstone)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儒佳(Rucca)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瑞江(Ruijiang)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瑞成(Ruicheng)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江蘇瑞和(Ruihe)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瑞祥(Ruixiang)化工有限公司
潤泰(Runtai)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潤沃(Runwing)機電有限公司
貴州薩博曼(Saboman)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賽德麗(Saideli)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申林(Sailing)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南雄市三本(Sanben)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吳江山湖(Shanhu)顏料有限公司
遼寧三環(Sanhuan)樹脂有限公司
煙台市三立(Sanli)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無錫市楊市三聯(Sanlian)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三木(Sanmu)集團有限公司
鄭州三華(SANTINT)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昆山三旺(Sanwang)樹脂有限公司
內蒙古三鑫(Sanxin)高嶺土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市 星飛榮(Sanxing Feirong)機械有限公司
SBC Asia Co., Ltd. / 上海正青(Zhengqing)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賽爾(Seer)鋁業技術有限公司
晟化(Seika)(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新疆鑫凱(Sencay)高色素特種炭黑有限公司
嘉善申嘉(Senga)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森傑(Senjie)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森樂士(Senleshi)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外電(SFEP)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三葉(Shamrock)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安徽善孚(Shanfu)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濮陽市 宏(Shenghong)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聖馬(Shengma)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連雲港升南(Shengnan)化學有限公司
安徽神劍(Shenjian)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申隆(Shenlong)鋅業有限公司
上海申新恆力(Shenxin Hengl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山東世安(Shian)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聖馬斯(Shinemax)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莊市石緣(Shiyuan)礦業有限公司
清遠雙江(Shuangjiang)顏料有限公司
江蘇雙樂(Shuangle)化工顏料有限公司
蘇州雙溪(Shuangxi)經貿有限公司
上虞舜聯(Shunlian)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舜天(Shuntian)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世赫(Siehe)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斯洛柯(Silok)高分子聚合物有限公司
中化塑料(SINOCHEM PLASTICS)有限公司
武漢華邦化學(Sinocon)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法(Sino-French)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西河(Sino-Holding)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東南科儀(Sinoinstrument)有限公司
綿陽世諾(Sinomix)科技有限公司
青島中塑(Sinoplas)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華通瑞馳(Sino-Rich)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鋼(Sinosteel)集團馬鞍山礦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諾(Sinowax)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市興業(Sinye)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思盛(Sisheng)聚合物材料有限公司
廣東天耀(Sky Bright)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市仲皓璟(Sky Center)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斯凱力(Skylink)流體工程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北方硝化棉(SNC)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深竹(SNYTO)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瑞達(Soreal)激光數控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索維(Sower)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索維化工設計院)
上海壹維(Sower)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南海化學(SSC)有限公司
北京正恆(Stable)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星月(Star & Moon)顏料有限責任公司
杭州新晨(Star-up)顏料有限公司
武漢仕全興(Strongchem)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濟南塑邦(Subang)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廣西梧州日成(Sun Shine)林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宜興市盛凱化工(Sunchem)有限公司
浙江神光(Suncom)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尹(Sunin)實業有限公司 /  
東莞市上尹(Sunin)機械有限公司

蘇州世名(Sunmu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桑普(Sunpu)生物化學技術有限公司
安徽旭陽(Sunrise)鋁顏料有限公司
山東陽光顏料(Sunshine Pigment)有限公司
新秀(Sunshow)化學(煙台)有限公司
煙台信誼化工(Sunychem)有限公司
上海索是(Suoshi)化工有限公司
內蒙古超牌(Super)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秀樂(Supercolor)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蘇源輝普(Suyuanhuipu)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錦睿(Synasia)工貿有限公司
壽光新泰(Syntech)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泰氟(Taifu)化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鈦海(Taihai)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泰興冶煉(Taixing Smelting)廠有限公司
山東郯城(Tancheng)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同光(T-Bright)(江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泰格(Tech)聚合物技術有限公司
黃山市德邦(Tech-Power)粉體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騰民(Tengmin)實業有限公司
江蘇泰特爾(TeTra)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第六元素(The Sixth Element)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恆健(THK)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湖南三環(Three-ring)顏料有限公司
鹽城天寶(Tianbao)化工有限公司
丹東天賜(Tianci)阻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天和(Tianhe)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鎮江市天龍(Tianlong)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天生(Tiansheng)化學有限公司
江西天晟(Tiansheng)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天詩(Tianshi)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天鎰(Tianyi)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廣東添一(Tianyi)化學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天音(Tianyin)化工有限公司
烏海市天宇高嶺土(Tianyu Kaolin)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內蒙古天之嬌(Tianzhijiao)高嶺土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市天友利(Tilo)標準光源有限公司
南京鼎晨(Tinchem)化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廣州市黃埔天泰(Tiptop)化輕有限公司
上海顏鈦(Titanos)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曼海高施米特(TMG)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同德(TOD)化工有限公司
德清戶田三峰(Toda Sanfeng)顏料有限公司
戶田聯合(Toda United)實業(浙江)有限公司
德清縣信諾顏料(Tongchem)有限公司
張家港市通惠(Tonghu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通世(Tongs)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南潯同順(Tongshun)染料有限公司
南京托普(Top)化工有限公司
煙台東盛(Topsun)粉末設備有限公司
湖州同泰(Torrensil)新材料有限公司
肇慶東洋(Toyal)鋁業有限公司
大連金鼎祥(Trimer)化學有限公司
宗源(Triune)化學原料有限公司
常州強力(Tronly)電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信凱(Trust)實業有限公司
鹽城信立(Trusty)顏料有限公司
上海托高(Tuogao)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騰世達(Twin Star)貿易有限公司
蘇州瀚海(Uhnhi)新材料有限公司
優麥(Umax)化學(山東)有限公司
宿遷聯盛(Unite)化學有限公司
濮陽市尤耐帝(United)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聯硅(USI)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添金利(Vivid Color)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維諾(Volor)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山東萬達有機硅(Wanda Organosilicon)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萬厚(Wanhou)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萬華(Wanhua)化學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萬隆(Wanlong)化工有限公司
滁州市萬橋(Wanqiao)絹雲母粉廠
吳江市萬事達(Wanshida)環保溶劑有限公司
福建萬泰興(Wantaixing)化工發展有限公司
湖北維頓(Weidun)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揚州市致為(Weikem)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威億(Weiyi)實業有限公司
衢州衛凱(Wellchem)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平原溫特(Wente)實業有限公司
豐益(Wilmar)油脂化學有限公司
維波斯(Winbos)新材料(濰坊)有限公司
龍口市威德斯(Windstar)化工有限公司
萬達(Wonder)科技(無錫)有限公司
廣州市潤奧(Wraio)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五行(WUX)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環綺(Worldwide)化工(成都)有限公司
環綺(Worldwide)化工(廣東)有限公司
寰綺(Worldwide)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環綺(Worldwide)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浙江新安(Wynca)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現代環境(Xiandai Environment)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市向榮(Xiangrong)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聯和象尚(Xiangshang)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南雄市翔遠(Xiangyuan)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新大地(Xindadi)實業集團有相公司
靈壽縣鑫發(Xinfa)礦業有限公司
寧波新福(Xinfu)鈦白粉有限公司
浙江興盛(Xingsheng)機械有限公司
衡水新光(Xinguang)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海城新廣源(Xinguangyuan)粉體材料有限公司
鎮江星星(Xingxing)阻燃劑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航旺(Xinhangwang)科技有限公司
廣西新晶科技(Xinjing)有限公司
湖北新景(Xinjing)新材料有限公司
東台市新錦泰(Xinjintai)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新力(Xinli)化工有限公司
雲南新立(Xinli)有色金屬有限公司
石家莊市鑫盛(Xinsheng)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鑫(Xinxin)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青島新宇田(Xinyutian)化工有限公司
江陰市雄威(Xiongwe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喜顏(Xiyan)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亞邦(Yabang)顏料有限公司
濟南亞福瑞(Yafurui)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市亞龍(Yalong)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央吉(Yanggi)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秧浦(Yangpu)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揚天(Yangtian)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怡達(Yida)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一恆(Yiheng)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宜化(Yihua)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機化工分公司
佛山市益久(Yijiu)調色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憶樂(Yile)化工有限公司
昌樂屹立(Yili)化工有限公司
怡隆(Yillong)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盈水(Ying Shui)貿易有限公司
德慶縣銀龍(Yinlong)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印田(Yintian)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一品顏料(Yipin Pigments)有限公司
山東一滕(Yiteng)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永利達(Yonglida)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永增(Yongzeng)化工有限公司
吉田(Yoshida)盛夫工業材料有限公司

江陰市友佳(Youjia)珠光雲母有限公司
上海優力盛(Youlisun)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廣州市揚松(Youngsun)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優塗(Youtou)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銪翔(Youxiang)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衡水友誼(Youyi)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優眾(Youzhong)實業有限公司
東莞市耀源(YOY)塑膠顏料有限公司
煙台遠力國際貿易(Yuanli Corp)有限公司
煙台遠力機械(Yuanli Machinery)製造有限公司
山東元利(Yuanli)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遠洋(Yuanyang)鋁業有限公司
山東宇虹新顏料(Yuhong Pigment)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縣宇宏(Yuhong)粘土化工有限公司
重慶市江北區渝輝(Yuhu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濟南運嘉(Yunjia)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予利(Yurlic)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裕隆(Yuron)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宜興宇星(Yuxing)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海門澤雅(Zeya)化工有限公司
章丘(Zhangqiu)市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浙江省化工進出口(Zhejiang Chemicals I/E)有限公司
汕頭市鎮發(Zhenfa)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泰州市正大(Zhengda)化工有限公司
黃山正傑(Zhengjie)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市爭妍(Zhengyan)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圳軒(Zhenxuan)實業有限公司
湖南中創(Zhongchuang)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東省中和(Zhonghe)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長沙中隆(Zhonglong)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眾普(Zhongpu)環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中澤(Zhongze)新材料有限公司
梅州鑄邦(Zhubang)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珠兒納(Zhuerna)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常州自力(Zili)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江蘇紫石(Zishi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濮陽市中科信源(ZKXY)石化有限公司
東莞市左 工(Zuoronggong)實業有限公司
長沙族興(Zuxing)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特區 HONG KONG SAR, CHINA
國泰(Cathay)工業亞太地區有限公司
晉江肯樂(Coloriance)貿易有限公司
群升(Global)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環球(Globell)(香港)代理有限公司
金海化工(GS Chem)有限公司
何氏聯合(Hoslink Hong Kong)有限公司
昊騰(Hoten)化工國際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慧智(Innotek)科技有限公司
利和(Lee Wo)化工有限公司
榮格(Ringier)工業傳媒有限公司
中貿設備(Sinotime)有限公司
東陽(Sunny)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北斗(Triones)化學有限公司
佳和(Tuebingen)化工有限公司
威來(Welex)惠南集團(中國)有限公司
環綺(WWRC)(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環綺(WWRC)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安徽嘉智信諾(Xoanons)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台灣地區 TAIWAN REGION, CHINA
加合(A&P Resin)樹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慶(Anyking)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長春(Chang Chun)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  
長春化工(江蘇)有限公司

產協(Chan Sieh)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廣州產協(CSE)高分子有限公司

佳麗(Coteck)化工有限公司
大連(Dairen)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鍵(Double Dond)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德克薩(DOXA)化學
新力美(DSM-AGI)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永光(Everlight)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亞(Grand Citrus)化成有限公司
台灣黏劑(Glue)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祐(Guide Win)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豪麟(HaurLing)化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華寶(Hwa Pao)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隆化學(Kelly Chemical)股份有限公司
勤裕(Kingyorker)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昆盟(Kuen Bong)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明儒(Ming-Zu)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精(Qualipoly)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江門國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佳謙(R&A)化學股份有公司
台灣超全(SIC-Chemtronics)集團
春大地(Spring Green)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步展(Step-Opening)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東莞譽展(Yuzhan)化工有限公司

三怡(Sun-East)實業有限公司
大中(Ta Chung)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通又順(Tonson)氣動馬達製造有限公司
三化(Trichem)實業有限公司
真時(Truetime)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  
昆山珍實(Truetime)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台灣合成樹脂接 劑工業同業公會(TSRAIA)
超鴻科技(ULTRA CHEMS)有限公司
和盈(Union)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匯康(Vicome)熒光科技(嘉興)有限公司

(WINFOREVER)精材股份有限公司

埃及 EGYPT
Chemical Partners Industry
DELTA Specialties
Eagle Chemicals™
El-Mohandes Company For Trading &  

Manufacturing Modern Chemicals

法國 FRANCE
阿科瑪(Arkema)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CCR SAS
沙多瑪(Sartomer)(廣州)化學有限公司
聖戈班西普(SEPR Saint-Gobain ZirPro)磨介(邯鄲)有限公司
先創(Synthron)化學品
VENCOREX Chemicals

德國 GERMANY
歐寶迪(ALBERDINGK)樹脂(深圳)有限公司
ASCOTEC GMBH
ASK Chemicals Gmbh
德國科隆自動檢測儀器(Automation Dr. Nix)有限公司
AZO GmbH + Co. KG
Bruchsaler Farbenfabrik GmbH & Co. KG
普旭(Busch)真空設備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畢克(BYK)助劑(上海)有限公司
畢克-加特納(BYK-Gardner)公司
CCM GmbH Creative Chemical Manufacturers
Ceronas公司
CHT R. BEITLICH GMBH
科思創(Covestro)
DEUREX AG
愛卡(ECKART)(亞洲)有限公司
愛卡(ECKART)公司
德國儀力信(Erichsen)有限公司
Evonik Industries AG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富林泰克(Flintec)(北京)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German Pavilion
哈沃(Haver)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Heubach GmbH
HNP Mikrosysteme 公司
德國霍夫曼(Hoffmann)礦業公司
德國高科(HTechMT)儀器有限公司
INTERPOLYMER GmbH
KEIM-ADDITEC公司
康諾斯(KRONOS)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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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上海展会与业界携手共创佳绩！ 
Together with the Industry, We Broke  
Significant Records in Our 2015 Show!

2015 观众数据 Visitor Data 總計 Total

中國境內觀眾人數  
Domestic China Visitors 24,843

境外觀眾人數（包括香港及台灣地區） 
Overseas Visitors (Including Hong Kong & Taiwan Regions) 4,737

朗盛(LANXESS)上海顏料有限公司
LAU公司
LEVACO 化學公司
美最時(Melchers)(香港)有限公司
默克(Merck)化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貿濼(Multilog)實業(上海)有限公司
德國明凌化學(MUNZING CHEMIE)
諾曼艾索(NEUMAN & ESSER)機械技術(北京)有限公司
諾曼艾索(NEAM)研磨和分級系統有限公司
耐馳(NETZSCH)(上海)機械儀器有限公司
德國尼曼(NIEMANN)公司
歐勵隆(Orion)工程炭公司
廣州派勒(Puhler)機械設備有限公司/派勒精細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爾潘(Purplan)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RAL gGmbH
RASCHIG GmbH
D.W. Renzmann Apparatebau GmbH
呂特格(Ruetgers)德國有限公司
Sasol Performance Chemicals GmbH
Schill + Seilacher "Struktol" GmbH
舒倫克(Schlenk)亞洲有限公司
德國舒美(Schülke & Mayr)有限公司
Silcona 公司
Sigmund Lindner GmbH
SITA公司
Synthopol Chemie
泰勒士(Tylose)有限公司
Vink Chemicals GmbH & Co. KG
VMA格斯曼(VMA-Getzmann)股份有限公司
德賦樂(Worlee)化學

印度 INDIA
印度ABC化學品出口私人有限公司
Admark Polycoats (P) Ltd.
Alliance Organics LLP
Choksi Exports
Colors (India)
Indian Chemical Industries
Kevin (India) Co.
Kolorjet Chemicals Pvt Ltd.
Kunder Chemicals Pvt. Ltd.
LONA Industries Limited
Mallak Specialties Pvt. Ltd.
Mazda Colours Limited
Meghmani Organics Ltd.
娜伍派得(Navpad)顏料
Panama Petrochem Ltd.
Pexi Chem Private Ltd.
印度彼德利特(Pidilite)工業有限公司
Polygel Industries Pvt. Ltd.
Riddhi Dyechem Impex
Saujanya Dyestuffs
太陽能(Solar)有機物
Subhasri Pigments Pvt Ltd.
Supreme Chemical Industries
Vanvid Chemicals
Vibfast Pigments Pvt. Ltd.

意大利 ITALY
COMEC SRL
Corob Trading (Shenzhen) Limited
Dromont SPA
蓋斯塔夫(Galstaff)-綜合樹脂公司
I.S.T. Italia Sistemi Tecnologici SPA
英美科(Inkmaker)自動化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寧柏迪(Lamberti)有限公司
撒比斯(SAPICI)國際有限公司
Siliconi Commerciale SPA
Water Energy SRL

日本 JAPAN
Adeka 株式會社
旭化成(Asahi Kasei)化學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大賽璐(Daicel)
上海迪愛生(DIC)貿易有限公司
富士硅(Fuji Silysia)化學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GSI Creos)科立思
株式會社岐阜(Gifu Shellac)紫膠製造所
日立(Hitachi)化成株式會社
上海稻田(Inabata)產業貿易有限公司
KH Neochem Co., Ltd.
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可樂麗(Kuraray)
楠本(Kusumoto)化成株式會社
廣州松尾(Matsuo-Horsense)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松尾(Matsuo-Horsense)貿易有限公司
三菱(MCHC)化學控股集團
三菱瓦斯(Mitsubishi Gas)化學株式會社
三菱(Mitsubishi Chemical)化學
三菱商事(Mitsubishi Shoji)化學株式會社
三井(Mitsui)化學株式會社
長瀨(Nagase)產業株式會社
根上(Negami)工業株式會社
日東化成(Nitto Kasei)株式會社
光碩(Osaka)(上海)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聖諾普科(San Nopco)有限公司
新捺咖(Shin-Nakamura)化學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南通新中村(Shin-Nakamura)化學有限公司
太平(Taihei)化學製品 • 泰賀(Taihei)上海有限公司
張家港東亞迪愛生(TOA-DIC)化學有限公司
德山化工(Tokuyama Chemicals)(浙江)有限公司
德玖山(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東曹(Tosoh)株式會社
東洋紡(Toyobo)株式會社
宇部興產(UBE)株式會社
優葵希(UQESH)新材料工業有限公司

韓國 KOREA
ACE & E Co., Ltd.
Ad-Winner Co., Ltd.
APEC, Ltd.
大洋(Daeyang)環境株式會社(ARECA)
CENOTEC Co., Ltd.
清友(Cheongwoo)CFC® 添加劑
Charmtron Co., Ltd.
凱通(Chemton)化學
韓國CQV公司
DAEMI Co., Ltd.
FTC Korea 公司
GL Chem Co., Ltd.
GPDO
韓國羅特斯(Hankuck Latices)
Hannong Chemicals
HANIL COMPANY LTD.
興盛(HS)化工
INCOCHEM Co., Ltd.
INOCHEM Co., Ltd.
INOPOL Co., Ltd.
Jeil Chemical Co., Ltd.
KeumJung Co., Ltd.
韓國貿易協會(KITA)蔚山地域本部
KPX Green Chemical Co., Ltd.
KS Chemical
Kyung Kee Color Co., Ltd.
MS Chem International Co., Ltd.
韓國美源特殊化工(MSC)株式會社
MST (Micro Science Tech)有限公司
上海八共根(P&ID)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Postech Global Co., Ltd.
Poschem Co., Ltd.
嘉興三寶(Sanbao)化學有限公司
世昌(Se Chang)化學
三星(Samsung)精密化學
大連塗陸來福(Torolife)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旭成(Ukseung)化學(株)
(株)迎洲(Young's)洋行
Zincotec Co., Ltd.

馬來西亞 MALAYSIA
海門埃夫科納(AFCONA)化學有限公司
勝可樂(Sancora)漆油工業有限公司
WWRC Malaysia Sdn Bhd

荷蘭 THE NETHERLANDS
ADDAPT Chemicals BV
阿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 Ningbo)化學品(寧波)有限公司
阿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 Shanghai)特種化學(上海)有限公司
帝斯曼(DSM)(中國)有限公司
I.C.G. Specialty Chemicals Group
斯塔爾(Stahl)精細塗料(蘇州)有限公司
TQC公司

挪威 NORWAY
Dynea 太爾化工

巴基斯坦 PAKISTAN
Bin Rasheed (Pvt) Ltd.

波蘭 POLAND
EuroCeras 公司
鄭州三華科技(SANTINT)實業有限公司波蘭分公司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上海美禮聯(Cristal)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National Industrial Resins Co., Ltd.

新加坡 SINGAPORE
立新高科(AF AdvanTech)(新)有限公司
卡勒芙瑞(ColourFellas)私人有限公司
上海易必凱(Epchem)化學有限公司
三益(Sun Ace)化工私人有限公司
環綺新加坡(WWRC Singapore)有限公司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全保(Chemipol)化工(中國)
Cromogenia Units, S.A.
西班牙拉瑪薩(LAMIRSA)實驗研究院

斯里蘭卡 SRI LANKA
史威羅(Swisloyd)有限公司

瑞典 SWEDEN
阿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 Boxing)化學品(博興)有限公司
阿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 Suzhou)高效化學品(蘇州)有限公司
Carlfors Bruk AB
NCS Colour
柏斯托(Perstorp)集團

瑞士 SWITZERLAND
布勒(Buhler)(無錫)商業有限公司
科萊恩(Clariant)化工(中國)有限公司
大昌華嘉(DKSH)商業(中國)有限公司
大昌(DKSH)洋行(上海)有限公司
霍夫曼(Hofmann)(天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Indulor AG
瑞士龍沙(Lonza)公司
歐米亞(Omya)(上海)投資有限公司
銳昂(RAHN)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Trueb Emulsions Chemie
瑞士華寶(Willy A. Bachofen AG Maschinenfabrik)公司
華爾寶(WAB)機械(深圳)有限公司

土耳其 TURKEY
EGE KIMYA
Kemiteks Kimya Sanayi Ve T.A.Ş.

阿聯酋 UAE
RAR Resin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英國 UK
巴辛頓(Baxenden)化學有限公司
C+W Specialist Equipment Ltd.
天津澤希(CMP)礦產加工有限公司
Datapaq Ltd.
中國貿促會(dmg Events MEA)化工分會
英國易高(Elcometer)有限公司
海名斯(Elementis)特殊化學
Huntsman
英國馬爾文(Malvern)儀器
普隆(Prom)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彩虹(Rainbow)科技系統公司
RK公司
Russell Finex Ltd.
斯高特巴德(Scott Bader)有限公司
上海昕特瑪(Synthomer)化學品有限公司
托爾(THOR)專用化學品(上海)有限公司
優卡(UNIQCHEM)化學

美國 USA
三博(3D)生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空氣化工產品((Air Products)(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亞什蘭(Ashland)(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美國亞太拉斯(Atlas)材料測試技術有限公司
Birla Carbon
美國美利肯(BNK)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必麗彩(Brilliant)集團
科耐歐(Connellbros)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塞拉尼斯(Celanese)(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霞多麗(Chardonnay)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科慕(Chemours)化學(上海)有限公司
贏彩(Chromaflo)色漿製造(上海)有限公司
Coatings World Magazine
美國CVC熱固性特種材料公司
Danilee公司
德塔顏色(Datacolor)商貿(上海)有限公司
美國狄夫斯高(DeFelsko)有限公司
陶氏(Dow)化學
美國Emerald Kalama Chemcial公司
美國富士亨特(FUJIFILM Hunt)公司
格雷斯(W.R. Grace)中國有限公司
瀚森(Hexion)化工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InChem Corporation
Ink World Magazine
Kershaw公司
美國(KING)金氏工業公司
Leneta公司
Little Joe公司
麥可門(Michelman)(上海)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美國微粉(Micro Powders)公司
Norman Tool公司
紐碧萊(Nubiola)顏料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歐 吉(OMG)(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PCI中文版》雜誌
PGT公司
美國派諾(Pilot)化工公司
美國Q-Lab公司(原美國Q-Panel 公司)
美國RDS公司
鄭州三華科技(SANTINT)實業有限公司美國分公司
美國薛特(Shepherd)顏料公司
星鉑聯(Silberline)雅思達顏料(濟南)有限公司
Taber公司
美國(Taber)儀器公司
特諾(Tronox)顏料有限公司
特洛伊(Troy)特種化學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賽百庫(UL Information & Insights)
范霍恩梅茨(Van Horn, Metz)股份有限公司
Warren Rupp公司
愛色麗(X-Rite)(亞太)有限公司

中國境外
Overseas

香港及臺灣地區
Hong Kong &  

Taiwan Regions

中國境內
Domestic

China
總計
Total

參展商代表國家/地區
Regions / Countries Represented - - - 32

首次參展公司數目
No. of New Exhibitors 70 9 134 213

參展商數目  
No. of Direct Exhibitors 244 45 699 988

代表公司數目
No. of Companies Represented 303 52 733 1,088

2015  
展商数据  
Exhibitor Data

29,580 81
名觀眾 
Visitors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觀眾數目
No. of Visitors

1,088 32
家參展公司 
Exhibiting Companies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展商數目
No. of Exhibitors

70,000 平方米
sqm

展出毛面積
Gross Exhibi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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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數 Total：29,580

2015 上海「中國國際塗料展」展會期間，主辦單位隨機抽樣調查了 378 名觀眾，以下是數據分析： 
We randomly interviewed 378 CHINACOAT2015 Shanghai visitors. Here are our findings:

观众参观主要目的 Main Reason(s) for Visiting观众所属行业 Industry / Profession 

非洲地區 AFRICA
安哥拉 Angola .............................................. 1
埃及 Egypt .................................................. 64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 1
肯雅 Kenya ................................................... 6
摩洛哥 Morocco .......................................... 2
尼日利亞 Nigeria .......................................... 9
南非 South Africa ........................................ 21
蘇丹 Sudan................................................... 6
坦尚尼亞 Tanzania ........................................ 1
突尼斯 Tunisia ............................................... 1
辛巴威 Zimbabwe ........................................ 1

美洲地區 AMERICA
阿根廷 Argentina ........................................ 18
巴西 Brazil ................................................... 68
加拿大 Canada ......................................... 24
智利 Chile..................................................... 4
哥倫比亞 Colombia ..................................... 7
厄瓜多爾 Ecuador ........................................ 2
危地馬拉 Guatemala ................................... 3
墨西哥 Mexico ............................................ 19
巴拉圭 Paraguay .......................................... 1
秘魯 Peru ...................................................... 6
美國 USA ................................................... 147
委內瑞拉 Venezuela ..................................... 5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60
孟加拉 Bangladesh .................................... 26
中國 China, Domestic ......................... 24,843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China, Hong Kong Region .................... 198
中國台灣地區 China, Taiwan Region ..... 448

柬埔寨 Cambodia ....................................... 1
斐濟 Fiji ......................................................... 1
印度 India ................................................. 443
印尼 Indonesia ......................................... 198
伊朗 Iran ..................................................... 52
以色列 Israel ............................................... 38
日本 Japan .............................................. 221
約旦 Jordan.................................................. 9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 14
韓國 Korea ............................................... 884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 .............................. 2
黎巴嫩 Lebanon ......................................... 11
馬來西亞 Malaysia .................................... 246
緬甸 Myanmar ........................................... 12
尼泊爾 Nepal ............................................... 3
新西蘭 New Zealand .................................. 18
巴基斯坦 Pakistan ..................................... 102
菲律賓 The Philippines ................................ 86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 32

新加坡 Singapore ..................................... 123
斯裡蘭卡 Sri Lanka ...................................... 43
敘利亞 Syria .................................................. 2
泰國 Thailand ........................................... 225
阿聯酋 UAE ................................................. 40
越南 Vietnam ........................................... 133

歐洲地區 EUROPE
奧地利 Austria ............................................... 4
白俄羅斯 Belarus .......................................... 3
比利時 Belgium .......................................... 12
保加利亞 Bulgaria ......................................... 1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 2
捷克 Czech Republic ................................... 7
丹麥 Denmark .............................................. 8
芬蘭 Finland ............................................... 11
法國 France................................................ 33
德國 Germany .......................................... 107
希臘 Greece ................................................ 4
意大利 Italy ................................................. 78
拉脫維亞 Latvia ............................................ 1
盧森堡 Luxembourg ..................................... 2
莫爾達瓦 Moldova ....................................... 2
荷蘭 The Netherlands ................................. 39
挪威 Norway ................................................. 3
波蘭 Poland .................................................. 4

葡萄牙 Portugal ............................................ 2
羅馬尼亞 Romania ....................................... 2
俄羅斯 Russia ............................................. 97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 3
西班牙 Spain .............................................. 24
瑞典 Sweden .............................................. 11
瑞士 Switzerland ......................................... 18
土耳其 Turkey ............................................ 103
英國 UK ....................................................... 62
烏克蘭 Ukraine .............................................. 6

69.05%

13.49%

29.37%

37.30%

15.08%

21.69%

2.12%

15.87% 顏料 
Pigments

3.70%

其它 
Others

3.97%
設備/儀器 

Equipment / Instrument

12.17%
粘合劑 / 密封劑 
Adhesives / Sealants

56.08%
油漆 / 塗料 

Paint/Coatings

17.20%助劑 / 溶劑 
Additives / Solvents

15.87%
印刷油墨 

Printing Inks

17.46%
其它原材料 / 化學品 
Other Raw Materials / Chemicals

尋找新供應商 / 新產品 
Sourcing New Suppliers / Products

收集最新技術和市場信息 / 評估市場發展趨勢 
Collect Update Market & Te chnology Info / Evaluate Market Trends

尋找新合作伙伴 / 代理 
Seeking New Partners / Sales Agents

維持與目前供應商 / 業務伙伴的關係 
Consolidate Contacts with Current Suppliers / Business Partners

參加學術會議 / 技術講座 / 培訓班 / 其它技術交流活動 
Attending Conference / Seminars / Workshops /  

Other Technical Programmes

擬定採購策略 
Preparation for Purchasing Decisions

其它 
Others

塗料 / 油漆 / 油墨 
Coatings / Paints / Inks

原材料 / 樹脂 / 基料 
Raw Materials / Resins / Binders

顏料 
Pigments

助劑 / 溶劑 
Additives / Solvents

固化技術及產品 
Rad-cure Technology /  
Products

不粘塗料 
Non-stick Coatings

工程服務 
Engineering Service

生產 / 包裝設備 
Production / Packaging Equipment

粘合劑 / 密封劑 
Adhesives / Sealants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檢測儀器 
Testing Instruments

安全 / 健康 / 環保 
Safety / Health / 
Environment

其它 
Others

59.52%

31.48%

26.98%

25.93%

12.17%

11.46%

10.58%

10.32%

6.35%

3.70%

3.17%

3.17%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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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上海展会观众调查
FINDINGS FROM 2015 VISITOR SURVEY

观众对哪类展品最感兴趣 ？
WHICH CATEGORY(IES) OF EXHIBITS INTERESTED VISITORS MOST?

2015 上海「中国国际涂料展」观众人数明细表
STRUCTURAL DATA OF CHINACOAT2015 SHANGHAI VISITORS



涂料、油墨及粘合劑原材料： 
油及脂肪酸、顏料、填充劑、填料及染料、干燥劑、功能助劑 *、功能及智能涂料及油
墨、自然 / 合成樹脂及中間体、溶劑及增塑劑、殺菌劑及防霉劑、功能材料、納米技術
* 包括：增稠劑、表面活性劑、顏料分散劑、乳化劑、交聯劑、消泡劑 / 抑泡劑、防結
皮劑、流平劑、殺菌劑、蜡類等

粉末涂料：
适合終端應用的樹脂及顏料、擠壓机 / 擠出机 / 捏合机及其它生產設備、紫外線及 NIR
固化粉末涂料、異氰脲酸三縮水甘油酯系統、改善分散力及應用固體溶劑、用於溫度敏
感底材的粉末塗料、聚酯代替物、金屬效果粉末塗料

輻射固化技術及產品：
■ 原材料：活性稀釋劑 ( 單體 )、低聚物、光引發劑、顏料、助劑等 ;
■ 配方產品：UV 塗料、UV 油墨、UV 粘合劑、印刷版材、 光致抗蝕劑、印製電路用 

UV 油墨、干膜、光成像油墨、立體成型樹脂 ;
■ 光源和輻照設備：UV 光源、電子束輻照裝置、光固化設備、塗裝設備、材料性能測

試儀器 ( 塗料、油墨、粘合劑用 )、UV 劑量儀等。

生產 / 包裝設備及裝置：
大規模生產設備及裝置、裝卸及包裝、分料、裝料及混合 / 調色系統、過濾器、泵、計
量儀 / 稱重裝置、顏色分散機、混料器 / 攪拌機及高速分散機、自動化及內部管理、研
磨機、混料器 / 攪拌機及其配件、包裝及打標機

各種塗料、油墨及粘合劑產品 
質檢及研髮用塗料測量及測試：
顏色及其它視像特征、測量及測試的創新、干膜及機械性能 ( 包括耐久性 )、化學特性、
油漆特征 ( 粘度、流變性、濕潤性等 )、表面分析

安全、健康、環境及其它服務：
日常廠房管理、廢水 / 廢物 / 廢氣處理、包裝及廢水 / 廢物 / 廢氣的減少、環保及安全
設備、技術信息、回收、衛生及易潔表面、環保技術、顧問

崔永周 先生 Mr. Yongzhou Cui
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中國南通儒家新型建築裝飾材料廠 Nantong Rujia Architectural Ornament & Materials, China

沈明  先生 Mr. James Shen
中國區商務總監 Commercial Director of China 

海名斯特殊化學 Elementis Specialties

展會讓我有機會瞭解有哪些新的材料和設備可以提高生產效
率和產品競爭力，從而緊貼市場的發展。
It's a good place for me to keep abreast of the market trends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展會規模一年比一年大。行業的變化帶動了各地觀眾來尋找
及瞭解最新的產品及技術。
The exhibition scale gets larger each year, providing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 advances we have made to  
visitors worldwide.

Mr. Steve Champion 先生
室外牆面漆產品主管 Product Leader – Dulux Exterior 

澳洲多樂士 Dulux Australia, Australia

Mr. Milan Wilhelm Krumbe 先生
特種聚合物事業部全球塗料市場總監 Global Market Director, Coatings,  

索爾維 Solvay Specialty Polymers

CHINACOAT 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展，推動了行業的交流及發
展，我會推薦給同業參觀。
CHINACOAT lives up to its name as the world's coatings show that it 
promotes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event to my peers.

非常高興在今屆展會見到更多的觀眾。展會提供一個很好的
平臺讓他們瞭解我司的產品及服務。
We can see more visitors than ever before attending this year's 
CHINACOAT.  The show gave us a chance to introduce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any customers.

強化品牌及宣傳產品
Was able to reinforce our brand 
and promote our products 

幫助建立及拓展業務
Helped build up & expand  

our business 

舉辦成功 
Successfully organized

94% 97%

92% 97%91% 96%

中國及亞洲地區市場推廣的重要展會
Important for our marketing and sales in Asia and 

particularly China

Raw Materials for Coatings, Inks & Adhesives:
Oils & Fatty Acids, Natural/Synthetic Resins & Intermediates, Pigments, Fillers, Extenders & Dyes, Solvents & Plasticisers, 
Driers, Biocides & Fungicides, Functional Additives*, Performance Materials, Functional & Smart Coatings & Inks, 
Nanotechnology
*  such as Thickeners, Surfactants, Dispersants, Emulsifiers, Crosslinking Agents, Anti-foaming Agents, Anti-Skinning Agents, 

Levelling Agents, Stabilisers, Waxes, etc.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Fit-for-Purpose' Resins & Pigments, Solid Solvents to improve dispersion & application, Extruders & Other Production 
Machinery, Powder Coatings for Temperature Sensitive Substrates, UV & NIR Curing Powder Coatings, Alternatives for 
Polyester, TGIC Systems, Metallic Effects Powder Coatings

UV/EB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 Raw materials, such as reactive diluents (monomers), oligomers, photoinitiators, pigments, additives, etc.
■ Formulated products, such as UV coatings, UV inks, UV adhesives, printing plates, photoresists, UV inks for PCB, dry 

films, optical imaging inks, etc.
■ UV lamp and irradiation equipment, such as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devices, UV curing equipment, coating 

equipment, material properties testing instruments, and UV dosimeters, etc.

Production/Packaging Plants & Installations:
Bulk Manufacturing, Mixers & Dissolvers, Handling & Packaging, Automation & Housekeeping, Dispensers, Filling 
& Blending/Tinting Systems, Mills, Mixers & Accessories, Filters, Pumps & Metering Devices, Packaging & Labelling 
Machines, Colour Dispensing

Coatings, Printing Inks & Adhesives Products 
Measurement & Testing of Coatings for QC/R&D:
Colour & other Visual Properties, Chemical Characterisation, Innovations in Measurement & Testing, Wet Paint 
Characterisation (Viscosity, Rheology, Wetting Behaviour etc.), Dry Film &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Durability), 
Surface Analysis

Safety, Health & Environment (SHE) & Other Services:
Good House Keeping, Recycling, Effluent/Emission Treatment, Hygienic & Easy Clean Surfaces, Packaging & Waste 
Reduction, Green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Safety Equipment, Consultancy, Technical Information

中國及亞太區規模最大和知名度最高
Largest & best-known coatings show 
in China & Asia Pacific Region

展商組合和素質優異；展品組合廣泛及多元化
Excellent quality/mix of exhibitors; wide 

range/diversified scope of ex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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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如何评价 2015 上海「中国国际涂料展」
HOW VISITORS RATED CHINACOAT2015 
SHANGHAI SHOW

展商同样高度评价 2015 上海「中国国际 
涂料展」
EXHIBITORS ALSO HIGHLY RATED 
CHINACOAT2015

展出内容 SCOPE OF EXHIBITS



標準展台 
SHELL-SCHEME BOOTH
每平方米450美元 / 人民幣2,950元* 
US$450 / RMB¥2,95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參展費用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s included in the 
participation fee

■ 展臺面積最少9平方米  
Minimum size: 9 sq.m.

■ 展臺配套包括圍板、地毯、楣板（公司招牌板）、
基本照明系統和傢具 
With stand-fittings, comprising white laminated 
panels, carpet, fascia, basic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tems. 

光場地 
RAW EXHIBIT SPACE 

香 港 HONG KONG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42-46號 
捷利中心21樓2101-2室 
2101-2, 21/F, Jubilee Centre,  
42-46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2865 0062
傳真 Fax : (852) 2804 2256
電郵 e-mail  :  info@sinostar-intl.com.hk

www.chinacoat.net

尊貴標攤區 
PREMIUM SHELL-SCHEME ZONE

展區劃分 
CLASSIFICATION OF EXHIBIT ZONES 

* 同期12.2及13.2展館舉行「第二十九屆中國國際表面處理展」
 SFCHINA2016 (The 29th China Int'l Exhibition for Surface Finishing and 

Coatings Products) will be held concurrently in Halls 12.2 & 13.2.

日期 DATE
2016 年11月30日至 12 月 2日（週三至週五） 
Nov 30-Dec 2, 2016 (Wed-Fri)

展會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
09:15-17:00 (11月 30日及12 月1日 Nov 30 & Dec 1) 
09:15-14:00 (12 月 2日 Dec 2)

展出地點 VENUE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廣交會展館）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Canton Fair Complex)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閱江中路 380 號 
380 Yuejiang Middle Road, Guangzhou, P. R. China

展館 HALLS
9.2, 10.2, 11.2, 12.2, 9.3, 10.3 & 11.3

大會指定會刊
Official 
Publication

深 圳 SHENZHEN
深圳市深南東路4003號世界金融中心A座42樓C室   
郵編：518001 
Unit C, 42/F, Block A, World Finance Centre,  
4003 Shennan Dong Road, Shenzhen 518001, P. R. China
電話 Tel   : (86 755) 6138 8100
傳真 Fax  : (86 755) 6138 8113
電郵 e-mail  :  exhibition@new-expostar.com

上 海 SHANGHAI
上海市浦東新區東方路69號 
裕景國際商務廣場17樓1708室  郵編：200120 
Room 1708, 17/F, Eton Place, 69 Dongfang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20, P. R. China 
電話 Tel :  (86 21) 6150 4989 / 5877 7680
傳真 Fax  :  (86 21) 5877 7685
電郵 e-mail :  shg@new-expostar.com

關注微博 關注微信

Chinacoat

Chinacoat

附加費用 Surcharge* : ■  獨立展臺 Island Booth               +10%■  三邊開口展臺 3-side open               +7.5%■  兩邊開口展臺 2-side open               +5%
* 附加費用適用於標準展臺、尊貴標攤區及光場地 Surcharge applies to shell-scheme booth, premium shell-scheme zone and raw exhibit space

每平方米420美元 / 人民幣2,750元* 
US$420 / RMB¥2,75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參展費用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s included in the 
participation fee

■ 展臺面積最少27平方米 
Minimum size: 27 sq.m. 

■ 參展商可交由大會指定承建商或自雇承建商搭
建展臺 
Raw space exhibitor can use the official 
contractor or appoint their own contractor for 
stand-building.  

每平方米500美元 / 人民幣3,250元* 
US$500 / RMB¥3,25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位於「國際原材料」及「中國原材料」展區的 
中心地段 
Located in the prime area of the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and  
"China Raw Materials" exhibit zones

■ 參展費用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s included in the 
participation fee

■ 展臺面積為9-18平方米 
Exhibit Size: 9-18 sq.m.

■ 展台主體結構和設計均與標準展台相同（見左
圖），包括圍板、地毯、楣板（公司招牌板）、 
基本照明系統和傢具 
Booth's structure and design are same as 
standard shell-scheme booth (see figure on 
the left), comprising white laminated panels, 
carpet, fascia, basic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tems.

以上展台設計只供參考。 
Above image is for reference only.

備註 Note：
尊貴標攤區展台不可改為光場地及搭建特裝展台。 
Premium shell-scheme booth cannot be converted to raw 
space construction.

國際設備、儀器及服務
Int'l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ZONE 3區

國際原材料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ZONE 2區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ZONE 6區

UV/EB 固化技術及產品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ZONE 4區

中國設備、儀器及服務
China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ZONE 5區

中國原材料
China Raw Materials

ZONE1區

2016 广州「中国国际涂料展」参展资料
CHINACOAT2016 GUANGZHOU EXHIBITING DETAILS

参展详情
EXHIBITING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