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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ld-Class Coatings Show

會 自 1996 年 開 始 舉 辦， 目 前 每 年 在

展 上 海 和 廣 州 交 替 舉 行， 深 受 業 界 高 度
重視和評價。上屆 2017 年上海展展出毛面積
超過 86,000 平方米，有來自 88 個國家 / 地區
的 34,425 名觀眾和 34 個國家 / 地區的 1,210
家展商共同參與。2018「中國國際塗料展」
重臨廣州廣交會展館，再次為展商提供直達
全球塗料市場的高速快線！

C

HINACOAT has been organized
since 1996 and now alternates its
venue annually between the cities of
Guangzhou and Shanghai, P. R. China.
Our last 2017 Shanghai show finished
with a total of 34,425 trade visitors from
88 countries/regions and 1,210 exhibitors
from 34 countries/regions. Together they
met on a gross exhibition area of over
86,000 sq.m. In 2018, CHINACOAT will
return to Guangzhou and will provide
again a fast lane for exhibitors to reach
the global coatings community!

為何必須參展 Why Exhib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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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塗料展」是一年一度行業盛事，必須每年參展！
CHINACOAT is the annual meeting place for
the coatings industry!
• 20 多年服務行業經驗 — 自 1996 年起，「中國國際塗料展」提供一個高效兼
具成本效益的貿易平臺，為展商擴闊客戶基礎及強化品牌宣傳。
• 建立客戶關係，達到佔領市場份額目的 — 為期三天的展會，展商可面對面接
觸大量對口客戶，向行業展示技術及創新產品，快速建立穩定客戶網絡。
• 企業可全面瞭解行業發展趨勢 —「中國國際塗料展」為展商提供審視競爭
形勢、調查市場需求、收集反饋信息、提昇企業形象和展示自身實力的良機。
• Benefit from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 CHINACOAT has been
providing a cost-effective trading platform for exhibitors to expand
customer base and strengthen brand recognition since 1996.
• Provide face-to-face contact opportunities to capture market
share – CHINACOAT allows exhibitors to buil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a nd s howca se tech nolog ies a nd i n novative prod uct s to the
industry on a global scale.
• Stay up-to-date with the latest industry trends – CHINACOAT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exhibitors to review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 nve s t i g a te m a r ket d e m a n d s, g a t h e r fe e d b a c k s, g e n e ra te
awareness and demonstrate their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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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已成為世界最大及增長最快的塗料市場
Asi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and fastest
growing coatings market
• 亞洲地區一直保持穩定經濟增長，加上亞洲人均塗料消費量仍遠遠落後北美和
歐洲市場（亞洲人均塗料需求是北美市場的 32%），說明亞洲市場仍有大幅增
長空間。
• 亞洲塗料市場佔全球塗料市場近一半。除了中國、印度、日本及韓國等主要
國家，越南、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經濟也不斷增長，中產階級人口持續
增加，建築施工活動日益活躍，推動塗料市場。
• Asian economies have maintained steady growth. In addition, Asia's
per capita coatings consumption is still far behind the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markets (Asia's per capita demand for coatings is 32%
that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indicating the Asian market still
has room for substantial increase.
• The Asian coatings market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the global
coatings market. Key countries of the market include China, Japan,
India, and South Korea.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Vietnam,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are also experiencing
growing economy, increasing middle-class population and rising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hereby driving demand for coatings.

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

廣州
Guangzhou
香港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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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全球製造業基地，不斷帶動塗料需求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is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base and continues to drive demand for coatings
• 中國主要塗料生產基地幾乎集中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其中珠三角地區的塗料
發展最為突出。廣東作為塗料大省，擁有 2,000 多家生產企業，占全國塗料品牌
三分之一，產銷量均居全國首位。
• 珠三角輕工業發展成熟，主要產業群包括電子及資訊科技產品、家電、燈具及家
具等。近年珠三角更把發展重點轉向電訊、設備製造、汽車等重工業。
• 廣州是中國三大汽車製造基地之一，並已成為國內主要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和汽
車消費市場，很多世界知名的汽車零件製造商在附近地區設廠生產。
• The PRD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s are the cluster base for
the China's coatings industry, with the former se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growth. As the largest coatings province, Guangdong houses more than
2,000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ccounting for one-third of the national
brands. Both coating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ank first in the
country.
• The light industries are well-developed in the PRD region, including
electronics, IT, electrical appliances,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n recent
years, the region has shifted its focus towards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ies, such as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 Guangzhou i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bases
in China and has become the major domestic auto parts production
base and automotive consumer market. Many world's leading auto parts
manufacturers have set up factories in its vic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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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行業日趨激烈的競爭，選擇有素質的展會有助抓住市場
機會
Participating at a quality trade show helps seiz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stay ahead of competition
• 塗料行業主要市場機遇包括持續增加的建築塗料需求，愈益精良的汽車和機械
製造工藝，眾多終端用戶行業的廣泛應用，以及日益增長的綠色和環保塗料
研發，同時也創造行業競爭環境。
• 發展品牌已成為從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的關鍵因素。「中國國際塗料展」是有效
的品牌營銷策略，幫助建立行業存在感和與客戶密切聯繫，創建客戶忠誠度。
• Key market opportunities include increasing demand of architectural
coatings, more refined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automobiles and
machinery, wide application in numerous end-user industries and
increasing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green and eco-friendly coatings,
which collectively create an arena of competition.
• Br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factor in standing out
from competitors. CHINACOAT offers an effective branding and
marketing strategy to help create a strong presence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bonding with customers to secure loyalty and attra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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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上海 ) 展商名單 Who Exhibited i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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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M) 亞洲公司

奧地利 AUSTRIA
安東帕 (Anton Paar)( 上海 ) 商貿有限公司

比利時 BELGIUM
AVL Metal Powders
比利時迪富力 (DeVree) 公司
優爾稀 (EOC) 集團
歐荔安 (Oleon)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巴西 BRAZIL
Transcor Industria de Pigmentos e Corantes Ltda.

加拿大 CANADA
多美年 (Dominion) 顏料公司
摩吉 (Morgitol)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加拿大能達 (Nadar) 化學 ( 鶴山 ) 有限公司
加拿大諾德 (Nordes) 公司 / 諾德 (Nordes) 化學 ( 美國 ) 公司
常熟博泰克勞斯 (PTC) 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毅克 (YCK) 化學 ( 上海 ) 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內蒙古三愛富萬豪 (3F Wanhao) 氟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三愛富中昊 (3F Zhonghao)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慶艾克米 (Acme) 科技有限公司
無錫阿科力 (Acry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加成 (Additves) 助劑研究所
安徽省華安 (AHA) 進出口有限公司
遼寧艾海 (Aihai) 滑石有限公司
上海艾錄 (Ailu) 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澳漢盛川 (Allhand Sheng Chuan) 化工 ( 北京 ) 有限公司
山東奧倫 (Allplace)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長沙奧特 (Altla) 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阿美特克 (Ametek) 商貿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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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安構 (Anchor) 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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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市安吉康 (Anjeka)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安納達 (Annada) 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晉坤 (Anpeak) 礦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撫順東聯安信 (Anxin) 化學有限公司
上海傲凡 (Aofan)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澳潤 (Aorun) 化工有限公司
臨沂奧星 (Aoxing)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聯固 (Aqua Union) 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廈門美聯彩 (Ashika) 色卡有限公司
蘇州映美 (Azalea) 化工有限公司
安卓 (AZO) 物料自動化系統 ( 天津 ) 有限公司
蕉嶺佰霖 (Bailin) 熒光科技有限公司
青島柏晴 (BaiQ) 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州百盛 (Baisheng) 精細化學品有限公司
上海百豔 (Baiyan) 實業有限公司
北京佰源化工 (Baiyuan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上海保立佳 (Baoliji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寶卓 (Baozhuo)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青島貝特 (Bater) 化工有限公司
巴德富 (BATF) 公司集團
無錫百川 (Baichuan)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兗礦北海高嶺土 (Beihai Kaolin) 有限公司
無錫貝斯柯 (Beisco) 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華明泰 (Belike)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眾分公司
廣州鋒源 (BEN) 機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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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東百特 (Bettersize) 儀器有限公司
廣州市盛華 (BEVS)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邊鋒 (Bianfeng) 泵業製造有限公司
武漢市佰益特 (Biet)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冰嘉 (Bingjia) 實業有限公司
廣東標美 (BioMax) 硅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標格達 (Biuged) 實驗室儀器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黑鈺顏料 (Black Diamond) 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博藍科 (Blanco) 新材料有限公司
濟南博彩 (Bocai) 化工技術有限公司
成都博高 (Bogao)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博聚 (Boju) 新材料有限公司
蘇州博卡 (Boka) 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寧波博科 (Boke) 化學有限公司
安徽博隆 (Bolong) 環保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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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寶辰 (Bosson) 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博泰 (Botai) 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金宇 (Bright) 科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斐績 (Brilliant)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明日 (Brite Day) 塗料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美蘭 (Bumian) 流體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泰禾 (CAC)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浙江彩瑞 (Caino) 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彩之虹 (Caizhihong) 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卡樂維 (Callaway)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康百欣 (Camp-shinn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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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德萊 (Cardolite) 化工 ( 珠海 ) 有限公司
蘇州賽璐泰科 (Celotech Chemical) 化工有限公司
靈壽縣華中 (Central China) 礦業加工廠
上海賽翱 (Ceval) 化學有限公司 ( 誠化顏料 )
浙江長安仁恆 (Chang'an Renheng)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什邡市長豐 (Changfeng) 化工有限公司
濮陽市昌譽 (Changyu) 石油樹脂有限公司
上海霞多麗 (Chardonnay)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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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凱米富 (Chemfro) 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科麥 (Chemidea) 化工有限公司
紹興非爾德 (Chemsfield) 納米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凱威爾 (Chemview)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宜興市呈龍 (Che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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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晨光 (Chenguang) 偶聯劑有限公司
瑞安市呈軒 (Chengxuan) 工貿有限公司
江陰市晨銘 (Chenming) 機械有限公司
廣西七色 (Chesir) 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切沃 (Chievofil) 過濾技術有限公司
奇鈦 (Chitec)( 上海 )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馳野 (Chiye) 玻璃珠有限責任公司
佛山昌聯 (CHLIAN)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彩譜 (CHN Spec)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漢維 (Chnv)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 (CNNC) 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創羿 (Chuangyi) 貿易有限公司
浙江創贏 (Chuangy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創越 (Chuangyue) 化工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岳陽市科立孚 (CLEF)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麥迪遜 (CMP) 高嶺土有限公司
中海油 (Cnooc) 常州塗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廣東長興珀萊斯特 (Cnplastic) 科技有限公司
顏穀 (Color Valley) 科技發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昆山卡勒威爾 (Color Weir) 色彩技術有限公司
青島凱樂化工 (Colorchem) 有限公司
可樂士 (Colorlotus)（美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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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錫科立諾 (Crenovo)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雲南大互通 (Dahutong) 鈦業有限公司
昆山玳權 (Daiquan) 精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陝西達能 (Daneng)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大立 (Darlly) 過濾設備有限公司
梅州大唐 (Datang)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山東道恩 (Dawn) 鈦業有限公司
江西德弘 (DEC) 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慶市德高 (Degold) 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濰坊德華 (Dehua) 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黃山市德平 (Deping) 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德博 (Derbo)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臨沂市德瑞 (Deroy)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德瑞 (Dery) 化工有限公司
溫州德泰 (Detai) 塑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締川 (Dichuan)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凱隆 (Dikailong) 科技有限公司
攀枝花鼎星鈦業 (Dingxing Titanium) 有限公司
江蘇道可道 (DKD) 過濾系統有限公司
山東東佳 (Doguide)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東鼎 (Dongding)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煙台東輝 (Donghui) 粉末設備有限公司
北京東聯 (Donglian) 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市東亮鋁業 (Dongliang Alum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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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慶市東源 (Dongyuan) 實業有限公司
道硅 (Dowsilicon) 材料技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山市龍達 (Dragon) 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杜拜 (Dubayrox Colors) 實業有限公司
河源帝諾 (Dura) 新材料有限公司
戴馬斯 (Dymax) 紫外線膠水設備 ( 深圳 ) 有限公司
上海決勝化工 (Juesheng Chemical) 有限公司
廣東依斯特 (Easource)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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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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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市八度 (Eight Degree) 粉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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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以挪士 (Enos) 化學有限公司
上海祈業 (Entrepreneur) 軟件有限公司
德清縣一帆 (E-sail) 顏料有限公司
深圳光華偉業 (Esun) 股份有限公司
寧波儀信 (Esynchem) 化工有限公司
長興 (Eternal) 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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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門市恆之光 (Ever Ray) 環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贏創未來 (Evonik Futur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龍口市易久化工 (Excel Chemical)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瑞 (Fangrui) 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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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飛弘 (Feihong) 過濾器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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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豐進 (Fengji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煙台楓林新材料 (Fenglin Advanced Materials) 有限公司
江陰精細化工機械 (Fine Chemical) 有限公司
梧州市飛卓 (Finjet) 林產品實業有限公司
北京首望 (First Hope) 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無錫譽一 (Firstruth) 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廣州渤龍 (Flying Dragon)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連泓 (Focus) 工貿有限公司
江蘇富比亞 (FOPIA) 化學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丘氏 (Fortune King) 色卡有限公司
複頓 (Fortune) 色彩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杭州弗沃德 (Forward)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斐然 (Freeland)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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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濰坊富樂新材料 (Fuller New Materials) 有限公司
上海複瑞 (FuRui)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臨安福盛 (Fusheng) 塗料助劑有限公司
蘇州蓋爾 (Gaier) 新型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新伽瑪 (Gamma) 化學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雄 (Gangxiong) 貿易有限公司
江蘇廣成 (Gaxsn)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豐天 (GCC) 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歌藍 (Grand) 樹脂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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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升 (Global) 國際貿易上海 ( 有限 ) 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 (Golden Chemical) 有限公司
北京金色彩 (Golden Color)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西梧州金原 (Golden Spot) 樹脂有限公司
浙江金質麗 (Goldenly) 化工有限公司
固瑞克 (Graco) 流體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江蘇格萊德 (Grand) 特種陶瓷有限公司
蘇州高通 (Graphene-Tech)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格銳 (Grea) 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浙江歌瑞 (Greenfl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綠色家園 (Greenhome) 材料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冠一 (Gua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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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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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冠志 (Guanzhi) 化工有限公司
貴州貴智 (Guizhi) 宏祥進出口有限公司
江蘇國聯 (Guolian)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固潤 (Guru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郵市華寶 (GYHB) 顏料有限公司
南通海迪 (Haidi)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海康 (Haikang Pigment) 顏料有限公司
浙江海申 (Haishe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東海順 (Haishu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海陽市靜電設備 (Haiyang Electrostatic) 有限公司
香港海逸 (Haiyi) 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湖南漢瑞 (Hanru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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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昊輝 (Haoh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豪冠 (Harvest)( 上海 )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慧聰化工網 (www.chem.hc360.com/
www.coatings.hc360.com/www.ibuychem.com )
山東赫達 (Head)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電化 (HEC) 集團有限公司
蘇州和創 (He-ch) 化學有限公司
華誼合豐 (Hefeng) 特種化學淄博有限公司
杭州海迪斯 (Heidis)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海明斯 (Hemings)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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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恆銘 (Hengm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黃山市恆泰 (Hengtai) 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恆源 (Hengyuan) 高嶺土有限公司
上海恆展 (Hengzhan) 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恆利安 (Henrianne)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江蘇恆兆 (Hensjo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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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海克萊 (Hickory) 化學有限公司
山東海德 (Hidy)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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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島海安格力 (Higree)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漢中 (Hizone) 塗料有限公司
上海浩登 (Holdenchem)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弘利展 (Holizan)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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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波洪大 (Hongda Group) 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濮陽市宏大 (Hongda) 聖導新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宏達 (Hongda) 聚氨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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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順德弘普 (Hongpu) 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廣東宏泰 (Hongtai) 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紅妍 (Hongyan)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鴻研 (HONGYAN) 物流技術有限公司
福建鴻燕 (HongYan) 化工有限公司
安慶市虹宇 (Hongyu)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浙江紅宇 (Hongyu)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慶昊業 (Hooray) 樹脂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琥崧 (Hoosun)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蒙古美道科技 (Hopdow Technology) 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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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滋市華邦 (Huabang) 絕緣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華昌 (Huachang)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大賽高 (Huada Saigao)( 煙台 )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豐 (Huafeng) 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華惠 (Huahui) 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華聯 (Hualian)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華倫星聚河 (Hualun Galaxy) 化工銷售有限公司
華倫納路 (Hualun Noroo) 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皇馬 (Huangm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連環球 (Huanqiu) 礦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華特 (Huate)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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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撫順華興 (Huaxing)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華誼 (Huayi)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億昌 (Huayichang) 化工顏料有限公司
浙江華源 (Huayuan) 顏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華越 (Huayu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匯百川 (Huibaichu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鞍山輝虹 (Huihong) 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匯金 (Hu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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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滄州渤海新區互益 (HuYi) 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華特隆 (Hwalong) 化工有限公司
濟南華臨 (Jinan Hualin) 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怡佳勝 (Icason) 科技有限公司
艾堅蒙 (IGM) 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伊諾華 (Innova) 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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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易倍爾 (Ipel) 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合肥妙彩 (ISUO)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勁輝 (J&T) 化工有限公司
成都杰晟蜀邦 (Jchem Supp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精通 (Jcolor)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經天 (Jeat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虹 (Jeco)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杰事達 (Jesida)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加點 (Jiadian) 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迪達 (Jiadid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加佳 (Jiajia) 熒光材料有限公司
黃山佳杰 (Jiaji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荊州市江漢 (Jianghan)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江門市制漆 (Jiangmen Paint) 廠有限公司
寧波杰爾盛 (Jiasi) 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嘉騰 (Jiateng) 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蘇州嘉祥 (Jiaxiang) 樹脂有限公司
深州嘉信 (Jiaxin)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杭州捷凱 (Jiekai) 化工有限公司
六安捷通達 (Jietond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集豐 (Jifeng) 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金澳 (Jinao) 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溫州市金百彩 (Jinbaicai) 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金寶力 (Jinbaoli) 化工科技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蔥 (Jincong)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仰世 (JINDUN) 實業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金港鈦業 (Jingang Titanium) 有限公司
天津市精科聯 (Jingke with) 材料試驗機有限公司
河北菁萊 (Jinglai)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陽山景潤 (Jingrun) 陶瓷色料實業有限公司
蘇州景泰 (Jingtai) 金屬顏料製品有限公司
宜興市精益 (Jingyi) 機械有限公司
晶之杰 (Jingzhijie)(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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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金昊 (Jinhao)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錦昊輝 (Jinhaohui) 礦業發展有限公司
金湖飛虹 (Jinhu Color) 塗裝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金環 (Jinhuan) 顏料有限公司
南陽市金輝 (Jinhui) 礦業加工廠
如東金康泰 (Jinkangtai) 化學有限公司
浙江金琨 (Jinkun) 鋯業有限公司
廣西金茂 (Jinmao) 鈦業有限公司
上海錦山 (Jinshan) 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錦泰 (Jintai)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金陶 (Jintao) 高能材料有限公司
大同煤業金宇 (Jinyu) 高嶺土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錦昱 (Jinyu)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金宗 (Jinzong) 機械有限公司
天津久日 (JIURI)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久塔 (Jiuta) 化工有限公司
無錫江科 (JKE) 自動化技術有限公司
金聯創 (JLC) 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捷爾思 (JLS) 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顏莊 (JointColor) 集團
浙江中維 (Joinway) 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日 (Joul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嘉史潔 (JSJ)( 廣州 ) 化學有限公司
錦州鈦業 (JTC)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巨發 (Jufa)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竣成 (Juncheng)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駿廣 (Junguang) 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駿馬 (Junma)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駿能 (Junneng) 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聚仁 (Juren) 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君一 (Juychem)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鍇鎧 (KaiKai) 科貿有限公司
淄博凱信 (Kaixin) 化工有限公司
江陰市康捷 (Kangjie) 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上海康銘 (Kangm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開士達 (Kastar)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鶴山市科鼎 (KDD)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科頂 (Keding) 化學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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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科阿特 (Kert) 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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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德科迪 (Keytec) 顏料技術有限公司
岳陽科苑 (Keyuan)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菊池 (Kikuchi) 色素貿易有限公司
杭州凱美斯 (Kimix)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同金 (King Brother) 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景成 (Kingcham)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璟泰 (Kingdom)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擎天 (Kinte)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團 (Kito) 化學品有限公司
四川科力特 (KLT) 硬質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科茂 (Komo) 林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貢嘎雪 (konkasnow)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高信 (Kosin) 有機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科斯瑪 (Kosma) 膜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坤彩 (Kuncai)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藍天豚 (Lantiantun) 綠色建築新材料有限公司
朗盛上海顏料有限公司
保定市蘭竹 (Lanzhu) 化工有限公司
天藍 (Lapis Lazuli) 顏料 ( 山東 ) 有限公司
青島雷勒 (Lehler) 過濾科技有限公司
遼寧聯港 (Liang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量洪 (Lianghong)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無錫市梁溪 (Liangxi)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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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力固 (LiGu) 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武漢勵合 (Lihe) 化學新材料有限公司
百合花 (Lily) 集團有限公司
南陽市凌寶 (Lingbao) 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廣東零度 (Lingdu) 冷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凌瑋 (Lingwe)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煙台凌宇 (Lingyu) 粉末機械有限公司
江蘇利思德 (Liside)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利田科技 (Litian Technology)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濾威 (Livic) 過濾系統有限公司
江蘇李文甲 (Liwenjia) 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利興 (Lixing) 化工有限公司
龍蟒佰利聯 (Lomon Billions)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龍蟒 (Sichuan Lomon) 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煙台龍彩 (Longcai) 新材料有限公司
隆昌 (Longchang) 炭黑有限責任公司
成都龍成 (Longcheng)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隆海 (Longha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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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自動控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市隆騰 (Longteng) 化工有限公司
德州龍田 (Longtian)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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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市利騰達 (Litengda)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上海路豐 (Lufeng) 助劑有限公司
浙江羅星 (Luoxing) 實業有限公司
麗王 (Lywon) 化工 ( 南通 ) 有限公司
馬蜂 (Mafeng) 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馬爾文 (Malvern) 儀器中國
泉州萬豐 (Manfong) 金屬粉材料有限公司
蘇州曼特博 (Mantebo) 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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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台美程 (Meiche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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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邁瑞克 (Merica)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邁達斯 (Midas) 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市中星 (Midstar) 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邁肯 (Miken)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無錫明輝國際貿易 (Minghui (Wuxi)) 有限公司
無錫明輝科技 (Minghui Tech) 有限公司
黃山明杰 (Mingjie)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省明美 (Mingmei) 礦物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五礦東方實業 (East Industrial) 有限公司
邯鄲市瑞斯達 (MixStar) 乳膠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美欣霍普 (Mizuda Hope)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默克 (MOK) 實業有限公司
摩貝 (MOLBASE)(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揚時代 (Mytimes) 科貿有限公司
納琳威 (NALINV) 納米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浙江納美新材料 (Namei Material)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南國 (Nanguo) 設備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鈦白化工 (Nanjing Titanium Dioxide) 有限責任公司
廣東省清遠市南嶺雲母 (Nanlingyunmu) 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納維加特 (Navector) 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崇裕 (NC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錫市勵歐 (NEO) 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奈鎂克 (Neumek)( 上海 ) 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湛江市新東 (New Orient) 礦產有限公司
湖南新威凌 (New Welllink) 金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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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尼美 (Nimei) 塗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順德日東 (Nito) 自動化有限公司
蘇州諾升 (Norshine) 功能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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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諾貝特 (Nuobeite 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梧州新綠洲 (Oasis) 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海川 (Oceanpower)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莊歐辰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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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歐鵬 (Open)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東方鋯業 (Orient Zirconi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歐代 (Oudai) 工貿有限公司
河北歐克 (Oxen) 精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武漢奧克 (Oxiran) 特種化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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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辰 (Pengchen)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鵬凱 (Pengkai)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蓬萊新光 (Penglai Xinguang)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鵬圖 (Pengtu)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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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立爾 (Pioneer) 化工
廣州柏勵司 (Pleased) 研磨介質有限公司
昆山波藍 (Pollen) 色漿有限公司
上海珀麗 (Polychem)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聚瑞 (Polydex) 實業有限公司
江蘇寶田 (Polyland) 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力通 (Polyt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普利賽斯 (Precisa)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寧波市思創 (PRECISE COLOR) 顏料有限公司
清遠市普塞 (Presafer) 磷化學有限公司
江蘇貝麗得 (Pritty) 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飛揚 (Protech) 駿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申 (Pushen) 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杭州前進 (Qianjin)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千龍 (Qianlong) 競舞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千色變 (Qiansebi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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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齊大 (Qida) 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齊匯 (Qihui) 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漆亮 (Qili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齊隆 (Qilong) 化工有限公司
青島中塑 (Qingdao Sinoplas)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青虹 (Qinghong New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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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全威 (Quan Wei)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彩能 (Rainbow Powe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紹興市上虞豐彩 (Rainbow)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瑞勒 (Rally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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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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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鼎誠 (Resin) 化工有限公司
瑞泰 (RETA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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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奇 (Rich) 化工 ( 松滋 ) 有限公司
上海惠正行 (Right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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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江浪流體 (Jianglang Fluid) 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浙江力禾 (Riwa) 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 (Rocky) 膠粘劑有限公司
天津融生 (Rongsheng) 新材料技術有限公司
無錫榮煜 (Rongyu) 化工裝備科技有限公司
羅斯 (Ross)( 無錫 ) 設備有限公司
嘉興銳石 (Rstone)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儒佳 (Rucca) 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諾科 (RUCO)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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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瑞銘 (Ruiming) 試驗設備有限公司
江西瑞祥 (Ruixiang)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開磷瑞陽 (Ruiyang)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潤德 (Runde)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潤華 (Runhua) 化工有限公司
潤泰 (Runtai)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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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賽福 (SAIFU) 化工發展有限公司
南通申林 (Sailing)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吳江山湖 (Sanhu) 顏料有限公司
遼寧三環 (Sanhuan) 樹脂有限公司
山東三立 (Sanli) 新材料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無錫市楊市三聯 (Sanlian)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三木 (Sanmu)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吉得 (Sanpoly) 化學有限公司
鄭州三華 (SANTINT) 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南雄市三拓 (Santol) 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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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桐 (Sato)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正青 (Zhengqing) 化工有限公司
嘉善申嘉 (Senga) 科技有限公司
三葉 (Shamrock) 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安徽善孚 (Shanfu)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勝達祥偉 (Shengda Charter Win)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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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an) 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四友 (Shield) 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武漢欣輝鴻 (Shine)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聖馬斯 (Shinemax)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絢圖 (Shinemax) 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仕展 (Shizhan) 材料有限公司
清遠雙江 (Shuangjiang) 顏料有限公司
鄆城縣雙泰 (Shuangtai)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內蒙古雙欣 (Shuangxin) 環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張家港順昌 (Shunchang)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順達 (Shund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順德區塗料商會
(Shund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Paints)
紹興市上虞舜聯 (Shunlian) 化工有限公司
靈壽縣順天 (Shuntian) 礦產品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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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辛化 (Sinchem) 硅膠有限公司

2017 上海展會成績令人喜出望外 2017 Shanghai
86,000

總展出毛面積 Total Gross Exhibition Area
展商數目 No. of Exhibitors

1,210

家參展公司
Exhibiting Companies

( 為歷屆之最 Record Number)

34
04

34,425

平方米
sqm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觀眾數目 No. of Visitors

88

名觀眾
Visitors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2017 展商數據 Exhibitor Data
首次參展公司數目 No. of New Exhibitors
參展商數目 No. of Direct Exhibitors
代表公司數目 No. of Companies Represented

2017 Shanghai Show
南京信彩 (Sincol)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法 (Sino-French)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東南科創 (Sino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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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昊海 (Sky & Sea) 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天耀 (Sky Bright) 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市仲皓璟 (Sky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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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斯瑪諾 (Smarol)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深竹 (SNYTO)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嵩常 (Soltech)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天津尚德信嘉 (Soundness) 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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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展 (Step-Opening)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東莞譽展 (Yuzhan) 化工有限公司
武漢仕 (Strongchem) 全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濟南塑邦 (Subang)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穗泰 (SUITAI) 貿易有限公司
廣西梧州日成 (Sun Shine) 林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神光 (Suncom)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廈門市三和泰 (Sunhitech)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上尹 (Sunin) 機械有限公司
雙樂 (Sunlour) 顏料股份有限公司
蘇州世名 (Sunmu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旭陽 (Sunrise) 鋁顏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創銳 (Sunrui) 高強陶瓷有限公司
山東陽光顏料 (Sunshine Pigment) 有限公司
新秀 (Sunshow) 化學 ( 煙台 ) 有限公司
東莞市橫瀝三羊 (Sunyang) 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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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納 (SuperC)( 東莞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秀樂 (Supercolo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賽菲 (Surfy) 化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江蘇蘇源輝普 (Suyuanhuipu) 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新樂仕 (Synox) 顏料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鈦海 (Taihai) 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河南泰和 (Taihe) 匯金粉體科技有限公司
泰興冶煉 (Taixing Smelting) 廠有限公司
上海陶源 (Taoyuan) 鈷業有限公司
同光 (T-Bright)( 江蘇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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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島特爾 (TER) 商貿有限公司
江蘇泰特爾 (TeTr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德欣 (Texong)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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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辰 (Tianchen) 現代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常州天和 (Tianhe)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鍵 (Tianjian) 金屬材料有限公司
鎮江市天龍 (Tianlong) 化工有限公司
攀枝花天倫化工 (Tianlun Chemical) 有限公司
黃山天馬 (Tianm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生 (Tiansheng) 化學有限公司
南京天詩 (Tiansh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傳化天松 (Tians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黃埔天泰 (Tiptop) 化輕有限公司
廣州天鎰 (Tianyi) 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天音 (Tianyin) 化工有限公司
內蒙古天之嬌 (Tianzhijiao) 高嶺土有限責任公司
南京鼎晨 (Tinchem) 化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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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德清美史樂顏料 (Tongchem)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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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山市同心 (Tongxin) 實業有限公司
無錫市通洋 (Tongyang) 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奧邁 (Topmark) 實業有限公司
煙台東盛 (Topsun) 粉末設備有限公司
大連金鼎祥 (Trimer) 化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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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騰世達 (Twin Star) 貿易有限公司
廣州裕昌 (Uchem) 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
優麥 (Umax) 化學 ( 山東 ) 有限公司
和盈 (Union)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南京康鑫中和盛 (UNIQUE) 化工有限公司
宿遷聯盛 (Unitechem) 化學有限公司
南京聯硅 (USI) 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為 (UV) 化學技術有限公司
先導 (Vital) 顏料 ( 天津 )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添金利 (Vivid Colo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威世達 (Vstar) 測控系統有限公司
無錫萬博 (Wanbo) 塗料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萬達有機硅 (Wanda Organosilic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旺三 (Wangsan)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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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波維楷 (Wecan) 化學有限公司
棗莊瑋成 (Weiche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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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維納 (Weina)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威瀧奈 (Well Line) 科技有限公司
豐益 (Wilmar) 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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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締 (Wispo)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威華 (Wiwa) 流體技術 ( 太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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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台吳太 (Wutai) 化工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五行 (WUX)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環綺 (WWRC Guangdong) 化工 ( 廣東 ) 有限公司
天津環綺 (WWRC Tianjin)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環綺 (WWRC Chengdu) 化工 ( 成都 ) 有限公司
寰綺 (WWRC Shanghai)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長興協和 (Xhpolymer)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仙安 (Xian'an) 電氣設備有限公司
佛山市先策 (Xiance) 樹脂有限公司
河南省先鋒 (Xianfeng) 天然彩砂廠
黃山市向榮 (Xiangr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仙粼 (Xianlin) 化工有限公司
辛集市璽博 (Xibo)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欣美 (XIMI) 化工有限公司
江陰市鑫寶 (Xinbao) 鐵塑製品有限公司
山東新大地 (Xindadi) 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靈壽縣鑫發 (Xinfa) 礦業有限公司
寧波新福 (Xinfu) 鈦白粉有限公司
深圳市興華 (Xing Hua) 顏料色母有限公司
漯河興茂 (Xingmao) 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興盛 (Xingsheng) 機械有限公司
衡水新光 (Xingua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無錫新光 (Xinguang) 粉體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星宇 (Xingyu) 化工有限公司
新華粵 (Xinhuayue) 樹脂科技 ( 廣州 ) 有限公司
清遠市鑫輝 (Xinhui) 化工有限公司
黃山新佳 (Xinjia) 精細材料有限公司
廣西新晶 (Xinjing)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新景 (Xinj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武漢欣朗 (Xinlang)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力 (Xinli) 化工有限公司
雲南冶金新立 (Xinli) 鈦業有限公司
石家莊市鑫盛 (Xinsheng Chemical) 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鑫泰 (Xintai) 鈣業有限公司
安徽新遠 (Xinyuan) 科技有限公司 /
安徽恆遠 (Hengyu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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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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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德市雅凱 (Yakai)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遠雅克 (Yakoo)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岩彩 (Yancai)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揚天 (Yangtian) 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也樂 (Yele) 新材料製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業旭 (Yexu) 實業有限公司
北京陽光匯德 (YGHD)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翼彩 (YiCai) 檢測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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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佛山市益久 (Yijiu) 調色設備有限公司
天瓏 (Yili Trading) 集團 (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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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銀彩 (Yincai)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盈水 (Ying Shui) 貿易有限公司
河南潁川 (Yingchu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映山花 (Yingshanhua)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市英智 (Yingzhi) 機械有限公司
德慶縣銀龍 (Yinlong) 實業有限公司
濮陽市銀泰 (Yintai)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廣州印田 (Yinti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一品顏料 (Yipin Pigments) 有限公司
四川億欣 (Yishi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一滕 (Yite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永昌 (Yongca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永利 (Yongl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元邦 (Yoo-Point) 化工製造有限公司
上海優力盛 (Youli Sun) 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優塗 (YOUTOO) 眾創聯盟
衡水友誼 (Youy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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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台遠力商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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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清縣圓正 (Yuanzheng) 粉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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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渝輝 (Yuhui) 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鈺杰 (Yujie) 機械科技 ( 德州 ) 有限公司
濰坊裕凱 (Yukai)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雲匯 (Yunhui)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裕隆 (Yuron)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昌羽石 (Yushi) 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宇通 (Yutong) 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宜興宇星 (Yuxi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濟南裕興 (Yuxing)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則成 (ZEC)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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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chem) 有限公司
汕頭市鎮發 (Zhenfa) 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江蘇正丹 (Zhengdan)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正杰 (Zhengjie)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市爭妍 (Zhengy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知本原 (Zhibenyuan) 特種炭黑有限公司
山東致才顏料 (Zhicai Pigment)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化原 (NCMC) 化學有限公司

江蘇智泰 (Zhitai)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宜興市中邦 (Zhongbang) 機械有限公司
安慶市中創 (Zhongchuang) 工程技術有限責任公司
長沙中隆 (Zhonglong) 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中信凱泰 (Zhongxin Chemtech) 化工有限公司
曲靖眾一 (Zhongyi) 精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中澤 (Zhongze) 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家莊市中澤 (Zhongze) 彩砂有限公司
廣州中卓 (Zhongzhou) 智能裝備裝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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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中泰 (Zontay)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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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昌 (Dachang) 樹脂 ( 惠州 ) 有限公司
安堡羅 (EMBORIO) 實業 ( 上海 ) 有限公司
環球 (Globell)( 香港 ) 代理有限公司
翁開爾 (H.J.Unkel) 有限公司
港興行 (Hong Kong Hong) 色料助劑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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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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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FARO INDUSTRIE
長春 (Chang Chun) 石油化學公司 /
長春化工 ( 江蘇 ) 有限公司
台灣產協 (Chan Sieh) 企業集團 /
廣州產協 (CSE) 高分子有限公司
協奏曲 (Concerto)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鍵 (Double Bond) 化工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克薩 (DOXA) 化學
新力美 (DSM-AG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鉅 (Ever Finde)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永光 (Everlight)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勝 (Evermore) 化工集團
台灣中亞 (Grand Citrus) 化成有限公司
合記 (Hou Chi)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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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隆 (Kelly)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勤裕 (Kingyorker)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明儒 (Ming-Zu)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 (Perfect)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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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超全 (SIC-Chemtronics) 化工集團
春大地 (Spring Green)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 (Ta Chung)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真時 (Truetime) 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
昆山珍實 (Truetime) 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TSRAIA)
超鴻 (Ultra-Chems) 科技有限公司
匯康 (Vicome) 熒光科技 ( 嘉興 ) 有限公司
環綺 (WWRC Taiwan) 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康諾斯 (KRONOS) 國際有限公司
LAU 公司
LEVACO 化學公司
美最時 (Melchers)( 香港 ) 有限公司
默克 (Merck) 光電材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貿濼 (Multilog) 實業 ( 上海 ) 有限公司 ( 霍冶 HOYER)
盟慶信 (Münzing) 添加劑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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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派勒 (PUHLER) 智能納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爾潘 (Purplan) 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勞爾色彩 (RAL Colours)
德國 RHE 公司
呂特格 (RÜTGERS)( 上海 ) 貿易有限公司
Sasol Performance Chemicals GmbH
舒倫克 (Schlenk) 亞洲有限公司
德國舒美 (Schülke & Mayr) 有限公司
舒馳 (Schütz) 容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信越泰勒士 (SE Tylose)
Silcona 公司
SITA 公司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GmbH
溫克 (Vink)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瓦克化學 (Wacker Chemicals)( 中國 ) 有限公司
上海瓦加 (Waga)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賦樂 (Worlee) 化學

印度 INDIA
印度 ABC 化學品出口私人有限公司
Alliance Organics LLP
Choksi Pigments
Dispo Dyechem Pvt. Ltd.
Indian Chemical Industries
Kevin (India) Co.
Kolorjet Chemicals Pvt. Ltd.
LONA Industries Limited
Lucky Chemicals Corporation
Mallak Specialties Pvt. Ltd.
Mazda Colours Limited
Meghmani Organics Ltd.
Narayan Organics Pvt. Ltd.
娜伍派得 (Navpad) 顏料
Nirbhay Rasayan Pvt Ltd.
Polygel Organometallic (Brunei) Sdn. Bhd.
普拉薩德 (Prasad) 國際私人有限公司
Ramdev Chemical Industries
Riverside Industries Ltd.
Saujanya Dyestuffs
Friends & Co. (Saya Group)
太陽能 (Solar) 有機物
Subhasri Pigments Pvt. Ltd.
Vibfast Pigments

印尼 INDONESIA

埃及 EGYPT

PT. Indocera Utama Precisi

意大利 ITALY

Chemical Partners Industry
DELTA Specialties
El-Mohandes for Coatings and Solvents

芬蘭 FINLAND
FP-Pigments Oy

法國 FRANCE
阿科瑪 (Arkema)( 中國 ) 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波士膠 (Bostik)( 上海 ) 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高泰 (Coatex) 助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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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 公司
歐寶迪 (ALBERDINGK) 樹脂 ( 深圳 ) 有限公司
湛新 (Allnex) 樹脂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國科隆自動檢測儀器 (Automation Dr. Nix) 有限公司
畢克 (BYK) 助劑 ( 上海 ) 有限公司
畢克 - 加特納 (BYK-Gardner) 公司
Shanghai Caraba Industrial
Ceronas 公司
上海佳和 (CHT) 化工廠有限公司
科思創 (Covestro) 聚合物 ( 中國 ) 有限公司
D.W. Renzmann Apparatebau GmbH
愛卡 (ECKART)( 亞洲 ) 有限公司
愛卡 (ECKART) 公司
德國儀力信 (Erichsen) 有限公司
贏創 (Evonik)
Hauschild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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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索卡瓦 阿爾卑那 (Hosokawa Alpine)
德國高科 (HTech) 儀器有限公司
因泰聚合物 (INTERPOLYMER) 貿易有限公司
KEIM-ADDITEC 公司

考賣科 (COMEC)
科羅比 (Corob) 貿易 ( 深圳 ) 有限公司
佐蒙特 (DROMONT)
蓋斯塔夫 (Galstaff) - 綜合樹脂公司
艾斯特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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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JAPAN
株式會社 艾迪科 (ADEKA)
荒川 (Arakawa) 化學合成 ( 上海 ) 有限公司
愛拓 (ATAGO) 中國分公司
本隆 (Benlong) 商事 ( 天津 )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株式會社 大賽璐 (Daicel)
日本第一工業製藥 (DAI-ICHI KOGYO SEIYAKU) 株式會社
上海迪愛生 (DIC) 貿易有限公司
富士硅 (Fuji Silysia) 化學株式會社
互應 (GOO) 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科立思 (GSI Creos)
株式會社岐阜紫膠 (Gifu Shellac) 製造所
上海稻田 (Inabata) 產業貿易有限公司
KH Neochem Co., Ltd.
北村 (Kitamura) 化學產業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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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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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信 (Nissin) 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大村 (OMURATORYO) 塗料株式會社
光碩 (Osaka)( 上海 ) 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聖大諾象 (DaXiang)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San Nopco)
南通新中村 (Shin-Nakamura) 化學有限公司

昭和 (Showa Denko) 電工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SUGA 試 機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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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uyama) 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東曹 (Tosoh) 株式會社
肇慶東洋 (Toyal) 鋁業有限公司
東洋紡 (Toyobo) 株式會社
化咖 (WAC)( 上海 ) 貿易有限公司

韓國 KOREA
ACE & E Co., Ltd.
APEC, Ltd.
Cenotec Co., Ltd.
清友 (Cheongwoo)CFC®
國際塗料、膠粘劑、薄膜展
(Int'l Coating, Adhesive & Film Fair)( 韓國 )
韓國 CQV 公司
大洋 (Dae Yang) 環境株式會社 (ARECA)
DAEMI CO., LTD.
( 株 ) 滴噢油漆 (DO PAINTS)
First Color Co., Ltd.
上海韓慶 (FTC) 貿易有限公司
HANIL COMPANY LTD.
韓國羅特斯 (Hankuck Latices)
韓農 (Hannong) 化成
韓華 (Hanwha) 化學
興盛 (HS CHEM) 化工
Index Global Co., Ltd.
宜諾珀爾 (INOPOL)
Insilico Co. Ltd.
( 株 ) 利來 (IREA) 化學商社
( 株 ) 第一化成 (Jeil)
定石化學 (JS Chem)
KEMP Co., Ltd.
KEUMJUNG Co., Ltd.
韓國貿易協會 (KITA) 蔚山地域本部
KS Chemical Co., Ltd.
國都 (Kukdo) 化工 ( 昆山 ) 有限公司
錦湖 (Kumho P&B) 化學
Kyung Kee Color Co., Ltd.
MSchemical International
韓國美源 (MSC) 特殊化工株式會社
MST(Micro Science Tech)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八共根 (P&ID)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 株 ) 三光 (Samkwang) 企業
SC-INT Co., Ltd.
世昌 (Sechang) 化學株式會社
Sunnychem Co., Ltd.
旭成 (Ukseung) 化學 ( 株 )
友信 (Wooshin) 著色劑
( 株 ) 迎洲 (Young's) 洋行
鋅可特 (Zincotec) 技術有限公司

盧森堡 LUXEMBOURG
奧科希艾爾 (OCSiAl)

馬來西亞 MALAYSIA
埃夫科納 (Afcona) 化學化學有限公司
奧達 (Autofill) 機械有限公司
勝可樂 (Sancora) 漆油工業有限公司
WWRC Malaysia SDN BHD

荷蘭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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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
KH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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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 POLAND
EuroC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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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勒芙瑞 (ColourFellas) 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上海鴻翊 (Megachem) 化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Star Union Engineering Pte Ltd.
三益 (Sun Ace) 化工私人有限公司
環綺 (WWRC Singapore) 新加坡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全保 (Chemipol) 化工 ( 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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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賽斯 (NCS) 色彩諮詢 ( 上海 ) 有限公司
Svenska Aerogel AB

瑞士 SWITZERLAND
布勒 (Buhler)( 無錫 ) 商業有限公司
科萊恩 (Clariant) 塗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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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沙 (Lonza)( 上海 )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歐米亞 (Omya)( 上海 ) 投資有限公司
銳昂 (RAHN)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華爾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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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ayi ve Ticaret A.S.
卡圖礦業 (Kaltun Mining)
KEMITEKS KIMYA SANAYI VE T.A.S.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AE
阿聯酋帕恰姆 (Patcham)
Perfect Polymers FZ-LLC

英國 UK
Ascott Analytical Equipment Limited
英國 ATAC 公司
C+W Specialist Equipment Ltd.
禾大 (Croda) 化學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英國 (Datapaq) 公司北京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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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客邁斯 (Hixmas) 生物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RK 公司
拉塞爾 (Russell Finex) 工業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外電 (SFEP)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托爾 (THOR) 專用化學品 ( 鎮江 ) 有限公司
Union Colours Limited
優卡 (UNIQCHEM) 化學
Venator

美國 USA
三博 (3D) 生化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ACT Test Panels LLC
安格斯 (Angus) 化學公司
亞什蘭 (Ashland)( 中國 ) 投資有限公司
亞太拉斯 (Atlas) 材料測試技術有限公司
AXEL 公司
博拉炭黑 (Birla Carbon)
Borchers GmbH
科耐歐 (Connell Bros.)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塞拉尼斯 (Celanese)( 中國 ) 投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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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雷威利 (Cray Valley)( 廣州 ) 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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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公司
上海杜普利 (Dukepolytech)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美國杜納化學有限公司
伊士曼 (Eastman)( 中國 )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美國 Emerald Kalama Chemical 公司
福祿 (Ferro) 顏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格雷斯 (Grace)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瀚森 (Hexion) 化工企業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亨斯邁 (Huntsman) 先進化工材料 ( 廣東 ) 有限公司
亨斯邁 (Huntsman) 功能產品事業部
Ink World Magazine
Kershaw 公司
美國 (KING) 金氏工業公司
Leneta 公司
Little Joe 公司
路博潤 (Lubrizol) 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國麥可門 (Michelman) 公司
美國微粉 (Micro Powders) 公司
Norman Tool 公司
歐諾法 (OMNOVA) 化學品公司
PGT 公司
美國派諾 (Pilot) 化工公司
普為 (Polywill)( 上海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賽百庫 (UL Prospector)
美國 Q-Lab 公司 ( 原美國 Q-Panel 公司 )
美國 RDS 公司
星鉑聯顏料 ( 蘇州 )(Silberline Suzhou) 有限公司
星鉑聯 (Silberline) 雅思達顏料 ( 濟南 ) 有限公司
施魏科 (Sweco) 工業設備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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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en Rupp 公司
愛色麗 (X-Rite)( 上海 )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越南 VIETNAM
Vietnam Mineral International Joint Stock Company

Show Continued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2017 觀眾數據 Visitor Data

總計 Total

中國境內觀眾人數
Domestic China Visitors

2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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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境外
Overseas

香港及臺灣地區
Hong Kong &
Taiwan Regions

中國境內
Domestic
China

35

3

155

255

40

829

307

46

857

5,163

總計
Total

193
1,124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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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海展會觀眾及展商調查 Findings from
展會期間，主辦單位隨機抽樣調查了 570 名觀眾，以下是數據分析：
We randomly interviewed 570 CHINACOAT2017 Shanghai visitors. Here are our ﬁndings:

觀眾參觀主要目的
Main Reason(s)
for Visiting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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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
收集最新技術和市場信息/評估市場
發展趨勢
Collect Updated Market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Evaluate Market Trends

觀眾對哪類展品
最感興趣
Which Category(ies)
of Exhibits Interested
Visitors Most?

14.56%

生產 / 包裝設備 Production /
Packaging Machinery Equipment

4.56%
不沾塗料 Non-stick Coatings

27.02%

尋找新的合作伙伴/代理
Seek New Partners/Sales Agents

55.26%

塗料 / 油漆 / 油墨
Coatings / Paints / Inks

29.47%
顏料 Pigments

13.51%
固化技術及產品
Rad-cure Technologies / Products

4.39%
工程服務 Engineering Services

44.39%
尋找新材料做產品研發
Find New Materials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29.83%
收集信息做採購決定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Making
Purchasing Decisions

11.23%
參加同期舉行的技術交流話動，如
學術會議、培訓班、技術講座等
Attend Concurrent Technical
Programmes Such as Conference/
Workshops/ Seminars, etc.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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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

1.40%

其它Others

32.98%
助劑 / 溶劑 Additives / Solvents

14.91%

檢測儀器 Testing Instruments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8.60%

12.98%
粘合劑 / 密封劑 Adhesives / Sealants

安全 / 健康 / 環保
Safety / Health / Environment

3.33%
其它 Others

2017 上海「中國國際涂料展」觀眾人數明細

Structural Data of CHINACOAT2017 Shanghai Visitors

06

阿富汗 Afghanistan ............................................... 2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 2
安哥拉 Angola ＊ .................................................... 1
阿根廷 Argentina .................................................. 8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65
奧地利 Austria ........................................................ 8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2
孟加拉 Bangladesh ............................................. 45
白俄羅斯 Belarus .................................................... 4
比利時 Belgium .................................................... 11
巴西 Brazil ............................................................. 82
保加利亞 Bulgaria .................................................. 1
加拿大 Canada ................................................... 17
智利 Chile............................................................... 5
中國境內 China, Domestic .......................... 29,262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China, Hong Kong SAR
........................................................................ 154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China, Macau SAR ....... 1
中國，台灣地區 China, Taiwan Region ......... 370
哥倫比亞 Colombia ............................................... 7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 ....................................... 2
古巴 Cuba ＊ ........................................................... 1
捷克 Czech Republic.......................................... 10
丹麥 Denmark ....................................................... 3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 4
埃及 Egypt ........................................................... 89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 3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4
芬蘭 Finland ........................................................... 7
法國 France ......................................................... 39
格魯吉亞 Georgia ＊ ............................................... 2
德國 Germany ................................................... 123
希臘 Greece .......................................................... 4
匈牙利 Hungary ..................................................... 2
印度 India ........................................................... 489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263
伊朗 Iran ............................................................... 79
以色列 Israel ......................................................... 12
意大利 Italy........................................................... 78
日本 Japan ........................................................ 385
約旦 Jordan ......................................................... 19
肯尼亞 Kenya ......................................................... 4
韓國 Korea ......................................................... 862
科威特 Kuwait ........................................................ 1
黎巴嫩 Lebanon .................................................. 10
馬來西亞 Malaysia ............................................. 332
馬耳他 Malta ＊ ....................................................... 1
毛里裘斯 Mauritius ................................................. 4
墨西哥 Mexico ..................................................... 17
摩洛哥 Morocco.................................................... 8
緬甸 Myanmar..................................................... 12

尼泊爾 Nepal ......................................................... 2
荷蘭 The Netherlands ......................................... 25
新西蘭 New Zealand .......................................... 20
尼日利亞 Nigeria .................................................... 9
阿曼 Oman ............................................................ 2
巴基斯坦 Pakistan .............................................. 136
秘魯 Peru................................................................ 4
菲律賓 The Philippines....................................... 123
波蘭 Poland ......................................................... 18
葡萄牙 Portugal ..................................................... 7
卡塔爾 Qatar ......................................................... 4
俄羅斯 Russia ..................................................... 122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 27
塞爾維亞 Serbia ..................................................... 2
新加坡 Singapore ................................................ 88
斯洛伐克 Slovakia .................................................. 2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 ........................................... 1
南非 South Africa ................................................ 18
西班牙 Spain ........................................................ 41
斯里蘭卡 Sri Lanka ............................................... 24
蘇丹 Sudan ............................................................ 4
瑞典 Sweden ......................................................... 5
瑞士 Switzerland .................................................. 18
敘利亞 Syria ............................................................ 1
坦桑尼亞 Tanzania ................................................. 3

泰國 Thailand..................................................... 294
突尼西亞 Tunisia ..................................................... 3
土耳其 Turkey ....................................................... 89
土庫曼 Turkmenistan ＊ ........................................... 1
阿聯酋 UAE ........................................................... 50
烏干達 Uganda ＊ ................................................... 3
烏克蘭 Ukraine ..................................................... 31
英國 UK ................................................................. 51
美國 USA............................................................. 109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5
委內瑞拉 Venezuela .............................................. 2
越南 Vietnam..................................................... 164
也門 Yemen ............................................................1

首次參觀國家 First Time Visitors

＊

34,425

總人數 Total：

2017 Visitor & Exhibitor Surveys
展會評價 Testimonials
觀眾評價
What Visitors
Said About
CHINACOAT

展商評價
How Exhibitors
Assessed the Show

舉辦成功
Successfully staged

96%

展商組合全面和優秀
Good mix of exhibitors

95%

會向業內人士推薦參觀
Would recommend peers to visit

94%

中國及海外市場重要的營銷活動
Important for sales and marketing in
China & overseas markets

99%

幫助建立及拓展業務
Helped building up &
expanding business

99%

強化品牌及宣傳產品
Able to reinforce brand names and
promote products

98%

展出內容 Scope of Exhibits
生產塗料、油墨及粘合劑的各種原材料

Raw Materials for Producing Coatings, Inks & Adhesives

油及脂肪酸、自然 / 合成樹脂及中間體、顏料、填充劑、填料及染料、溶劑及增塑劑、催乾
劑、殺菌劑及防黴劑、功能助劑 *、功能材料、功能及智能塗料及油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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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乾劑、穩定劑、蠟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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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 / 包裝設備及裝置

* such as Thickeners, Surfactants, Dispersants, Emulsifiers, Crosslinking Agents, Anti-foaming Agents, Anti-Skinning Agents,
Levelling Agents, Biocides, Driers, Stabilisers, Waxes, etc.

Production/Packaging Plants &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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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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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適合終端應用的樹脂及顏料、擠壓機 / 擠出機 / 捏合機及其它生產設備、紫外線及 NIR 固化
粉末塗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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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for-Purpose' Resins & Pigments, Extruders & other Production Machineries, UV & NIR Curing Powder Coatings,
TGIC Systems, Solid Solvents to Improve Dispersion & Application, Powder Coatings for Temperature Sensitive
Substrates, Alternatives for Polyester, Metallic Effects Powder Coatings

UV/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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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膜、光成像油墨、光鑄、表面光接枝等
■ 光源和設備：UV 光源、電子束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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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檢及研發用測量及測試
顏色及其它視像特徵、測量及測試的創新、幹膜及機械性能（包括耐久性）、化學特性、
油漆特徵（粘度、流變性、濕潤性等）、表面分析

安全、健康、環境及其它服務

UV/EB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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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radiation Equipment, such as UV Lamp, Electron Beam Devices, Light Curing Equipment, Coating Equipment,
Material Properties Testing Equipment, and UV Dosi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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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Health & Environment (SHE) & oth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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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ry Plant Management, Wastewater/Solid Waste/Emission Treatment, Packaging & Waste Reduc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Safety Equipment,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cycling, Hygienic & Easy Clean
Surfaces, Green Technology, Consultancy

各種塗料、油墨及粘合劑產品

Coatings, Printing Inks & Adhes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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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資料 Exhibiting Details

www.chinacoat.net

日期 DATE

展區劃分 CLASSIFICATION OF EXHIBIT ZONES

2018 年 12 月 4-6 日（週二至週四）
December 4-6, 2018 (Tue-Thu)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展出地點 VENUE

UV/EB 固化技術及產品

展館 Halls: 1.1 2.1 3.1 4.1 1.2 2.2 3.2 4.2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廣交會展館）A 區
Area A,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Canton Fair Complex)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閱江中路 382 號
382 Yuejiang Middle Road, Haizhu, Guangzhou, P. R. China

國際設備、儀器及服務

Int'l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中國設備、儀器及服務

China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中國+國際原材料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同期同地舉行 Co-Located Show

參展費用 Costs of Participation
標準展台
SHELL-SCHEME BOOTH

尊貴標攤區
PREMIUM SHELL-SCHEME ZONE

光場地
RAW EXHIBIT SPACE

每平方米510美元 / 人民幣3,200元*
US$510 / RMB¥3,200* per sq.m.

每平方米450美元 / 人民幣3,000元*
US$450 / RMB¥3,00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每平方米420美元 / 人民幣2,800元*
US$420 / RMB¥2,80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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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於「中國+國際原材料」展區的中心地段
Located in the prime area of the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exhibit z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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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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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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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臺面積為9-27平方米 Exhibit Size: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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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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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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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費用 Surchar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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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開口展臺 2-side open

+5%

■

三邊開口展臺 3-side open

+7.5%

■

獨立展臺 Island Booth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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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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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告士打道42-46號
捷利中心21樓210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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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景國際商務廣場17樓1708室 郵編：200120
Room 1708, 17/F, Eton Place, 69 Dongfang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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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21) 5877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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