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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第四天免费入场 赏你数千份幸运福袋

距离 “CHINAPLAS 2017 国际橡塑展” 开幕只剩下一个月! 主办方已经收到海量的观众预登记！展会的气

氛日益炽热！为答谢中外观众的支持，主办方决定展会第四天，即5月19日，豁免观众入场费！主办方更会在

展会第四天派发有奖刮刮卡，送出数千份幸运福袋，令您满载而归！丰富精美礼品包括过百份无人机、VR眼

镜及智能手环！幸运福袋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请尽早入场！

幸运福袋刮刮卡派发地点：

A区展会观众入口（临近新港东地铁站A出口）

B区展会观众入口（临近琶洲地铁站A出口）

 

2017 首发及热点技术介绍电子书上线！ 

揭示领先行业新科技! 

想展前一睹展商首发及热点技术? 立即浏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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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及热点技术介绍” 电子书! 电子书包罗国际及

本地展商首次于全球或亚洲地区发表的新技术，产品

包括机械及仪器、化工及原料，应用面涵盖多个终端

用户行业，例如包装、医疗、电子信息及电器、建

筑、汽车等。电子书更与“展商列表” 及 “展馆

互动平面图” 相连, 大大方便您规划参观路线!

现在浏览电子书!

 

 

迷你影院 、VR体验及丰富礼品等着你！

CHINAPLAS 特设 “迷你影院”　活动摊位，让观众

与电影海报拍摄，体验VR影片及享受免费咖啡小食，

定能令您的参展行程增添乐趣！

活动地点：9.3馆•展台S51

电影海报拍照区－与CHINAPLAS主题电影海

报拍下难忘一刻，成为CHINAPLAS风云人物！

VR体验区－按此下载及打印VR体验券，并携

带一张个人名片，即可体验一次惊险刺激的3D

幻境奇妙旅程！

咖啡小食区－按此下载及打印换领券，并携

带一张个人名片，即可换领罐装咖啡及小食各

一份！

 

新能源汽车塑料应用方案论坛

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电池及零

部件等对于塑料材料的选择和应用各有千秋。随着

各大车企以前瞻性眼光谋划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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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将探讨及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塑料解决新方

案，为观众把握行业最新动向。

日期：2017年5月19日（周五）

时间：上午9:30-12:00

地点：B区8号南厅会议室

合作机构：艾邦高分子

报名查询电话：（86-755）2354 7159

邮箱：vispro@sz.adsale.com.hk

 

2017中国吸塑产业技术高峰论坛

论坛围绕国内外塑料片板材及其应用技术，特邀海内

外知名的塑料片板材与吸塑行业专家，对塑料片板材

与吸塑领域的设备、工艺、原材料及质量控制等最新

技术进行详细解读。会议将为行业企业及专业人士提

供一个绝佳的展示与交流信息的机会。

日期：2017年5月19日（周五）

时间：上午9:30-12:30

地点：B区2号会议室

合作机构：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

委员会

报名查询电话：（86-755）2354 7165

邮箱：vispro@sz.adsale.com.hk

 

创意，让智能生活更美好！

巴斯夫在去年“设计 x 创新” 启动的“爱设计，

爱生活” 设计大赛两款获奖作品将于本届活动首次

公开亮相，以展示先进材料如何为设计师提供创新灵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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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休闲椅和床两种功能于一体的气泡家具备有

充气式内芯结构，且采用了巴斯夫耐用性热塑

性聚氨酯 Elastollan® ，可承受日常生活中

的磨损和撕裂考验。用于合成革的巴斯夫

Haptex® 创新聚氨酯解决方案被用作衬垫材

料，可提供优质的触感。

采用巴斯夫全球首款发泡性热塑性聚氨酯

Infinergy® 制造的哑铃型健身器材可以在俯

卧撑时使用。得益于材料卓越的韧性、拉伸强

度和弹性，避免了地板的损坏风险。

如欲了解详细信息或报名“设计论坛”，请访

问“设计 x 创新”活动官方网站。

举行日期： 2017 年 5月 16-19 日

活动地点： B 区11.2 馆 • A41 展台 

 

一篮子前沿与实用俱全的医用塑料专题方

案 

大咖云集医用塑料论坛 首次增设现场展示

柜 

为帮助观众从现场海量的展品中快速找到医用塑料技

术及产品，主办方将在展馆Ａ区及Ｂ区的珠江散步道

上各设置一组产品展示柜，展示医疗展商的最新科技

及医用塑料产品。知名企业如阿博格机械、伊士曼、

雷诺丽特、江天精密科技、台聚、维达机械等将展示

新技术或产品，包括最新高耐热聚碳酸酯产品、生物

实验室耗材移液管、导管、医疗器械无菌包装、针

筒、软管、小药瓶、微孔盘、三通阀、医疗面罩及氧

气管等。

医用塑料论坛踏入第三届，议题覆盖更全面！既注重

材料应用，也有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供应商提供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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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的生产工艺，以助生产企业积极将研发成果投入

生产。医疗器械、耗材生产商, 医疗用品及医疗包装

公司可网上率先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第二届工业4.0论坛 

国际演讲大咖名单一览！

展会同期活动，第二届工业4.0论坛，将于5月16-18

日举办。来自克劳斯玛菲、恩格尔、摩丹集团、阿博

格、威猛巴顿菲尔、莱芬豪舍、布鲁克纳、萨克米等

欧洲领先橡塑设备制造商首次为CHINAPLAS 观众带

来橡塑行业最新4.0智造技术，分享智能制造落地方

案。更有海尔集团带来COSMO平台工业互联网实践分

享; Stratasys公司分享3D打印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等。更多精彩内容及活动报名，请浏览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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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预览第1册：橡塑机械及设备  
  

展品预览第2册：化工原材料及其他  
  

  

 日本展商产品专辑  
   

  

 医用塑料指南  
   

3D打印：2016全球估值60.6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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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基聚合物趋势预测：年产能增长率为4%

2016全球汽车销量达8424万辆 中国增幅最大

 

日期：
2017年5月16日至19日（星期二至星期五）

开放时间：
上午9:30至下午5:00

地点： 
中国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网址: www.ChinaplasOnline.com

 

入场收费：

单日通行证: 人民币30元
四日通行证: 人民币50元
展会第四天免费入场

网上观众预先登记，可免费入场！从速登记！

展览面积：250,000 平方米
预计参展商数目：3,400+ 家
预计观众数目：140,000+ 名 

 

嘉年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1座902室
连络人: 何婉卿女士 
电话: （86）13701398514 
传真: （86） 010-65030817 / 021- 39881203 
预订电邮: sarah@jnh-bs.com
预订酒店网址: www.jnh-bs.com

 

 

 
CHINAPLAS 2017 国际橡塑展 
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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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传真:

电邮:

网址:

 

(852) 2811 8897(香港)
(86 10) 5129 3366(北京)
(86 21) 5187 9766(上海) 
(86 755) 8232 6251(深圳)

(852) 2516 5024

Chinaplas.PR@adsale.com.hk

www.ChinaplasOnline.com

www.中国橡塑展.com

 

 

PRM-Taiwan提供台湾塑橡胶相关资料专业B2B平台，产业包含押出机、
制袋机、中空成型机、印刷机、真空成型机、回收机等；完整的线上机
台影片、专业目录、电子报导、线上版PRM Buyer Guide与展览讯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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