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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数目
Direct Exhibitors
代表公司总数
Companies Represented
代表国家及地区
Regions/Countries Represented
首次参展公司
New Exhibitors

1184

1267

32

187

888 

920 

- 

125

32 

37 

- 

4 

264 

310 

- 

58 

2019 展商数据
EXHIBITOR DATA

中国香港及
台湾地区

Hong Kong 
SAR & Taiwan

总数
Total

Zone 4 区

Zone 5 区

Zone 6 区

Zone 7 区

Zone 8 区

75

99

71

42

980

粉末涂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中国设备、仪器及服务
China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国际设备、仪器及服务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UV/EB 固化技术及产品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中国 + 国际原材料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五大展区展商数据 
BREAKDOWN OF EXHIBITING COMPANIES BY EXHIBIT ZONE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涂料」于 11 月

18 ～ 20 日在中国上海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举行。

本 次 展 会 横 跨 E2、E3、E4、E5、E6、 

E7、 W1、 W2 和 W3 共 8 个半展馆，展览面

积超过 97,000 平米。

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67 家展商汇

聚一起，在“粉末涂料”、“UV/EB 固化技术

及产品”、“国际设备、仪器和服务”、“中

国设备、仪器和服务”、“中国 + 国际原材料”

等五大展区内展示他们最新的产品和服务。其

中，“UV/EB 固化技术及产品”展区总展览面

积再次大幅扩大，与 2018 年广州展相比，增

加了 21%。

去年，在 78,500 平米的展览空间里，总

共有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91 家展商的

「中国国际涂料展」迎接了来自 91 个国家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涂料展」创新高
作者：Kerry Pianoforte

和地区的 35,540 名观众。 与 2017 年展会相

比，观众数量上升了 3.2%，展商数量增加了

68%。

展会主办方中贸推广国际有限公司认为，

由于中国和全球环保法规的日趋严格，针对可

持续方面的展览数量将增加 30%。

自开办以来，「中国国际涂料展」一直是

涂料行业获取最新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重

要平台。今年的展会，将吸引全球涂料油墨行

业的主要行业企业。

原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则因为能在上海接触

到大批专业观众而受益匪浅。

“「中国国际涂料展」可为展商提供了展

示其产品组合和服务以及帮助潜在客户在市场

上获得增长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机会，”三叶科

技公司副总裁 Joon Choo 说道，“三叶科技一

直以来都将重点放在技术开发上，以不断丰富

为涂料油墨市场提供的产品组合。从来自我们

所有 6 个生产基地的专业研发人员到应用与测

试实验室，三叶科技的研发、技术服务、实验

室和应用测试人员占所有员工的比例相当高。

参加「中国国际涂料展」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使

能有机会见到我们现有的客户，增强我们相互

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能与其它展商和涂料行业

的专家交流，加深我们对业内当前和未来形势

的了解。”

“格雷斯参加「中国国际涂料展」的最大

好处是与客户进行互动，” 格雷斯公司 EM 涂

料事业部全球市场经理 James Bowler表示，“我

们的许多关键客户都从全球各地前来参加这个

展会，希望了解我们最新的产品和在创新渠道。

这是一个开启对话的很好机会，它有助于带来

为应对单个客户的挑战而进行的非常有意义的

CHINACOAT2019 Reaches New High
By Kerry Pianoforte

( 请看第 7 页 )

C H I N A C O A T 2 0 1 9  ( T h e  2 4 t h  C h i n 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r Coatings, Printing Inks 
and Adhesives) is held Nov. 18-20 at the Shanghai 
New Internat ional Expo Centre (SNIEC) in 
Shanghai, China.

The event spans 8.5 exhibition halls (Halls E2, 
E3, E4, E5, E6, E7, W1, W2 & W3) – more than 
97,000 square meters of exhibition space. 

More than 1,260 exhibitors from 32 countries/
regions will come together to present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five exhibit zones: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China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and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The total 
net exhibition area of the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exhibit zone continues to expand 
noticeably – a rise of 21 percent against 2018 
Guangzhou show.

Last year, CHINACOAT saw a total of 35,540 
trade visitors from 91 countries/regions, 1,291 
exhibitors from 31 countries/regions in a gross 

exhibition area of more than 78,500 square meters. 
That represented a 3.2 percent increase in visitors 
and a 68 percent increase in exhibitors from 2017.

Show organizer Sinostar is expecting more 
than 30 percent growth on the number of sustainable 
exhibits being showcased, resulting from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its inception, CHINACOAT has been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to gain knowledge on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coatings industry. This year's event 
will attract key global suppliers to the paint and 
coatings industry.

Raw material and equipment suppliers benefit 
from reaching such a large audience in Shanghai.

"Exh ib i t i ng  a t  CHINACOAT g ives  the 
exhibitors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company products portfolio as well as services and 
capabilities to help their prospective customers grow 
in the market," said Joon Choo, vice president of 
Shamrock Technologies. "Shamrock Technologies 
has always chosen to focus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building its product portfolio for 
the coatings and inks market. From dedicated R&D 
staff to applications and testing laboratories across 
its six sites, Shamrock has a high percentage of 
employees dedicated to R&D, technical services, 
and laboratory/applications testing. A great 
key benefit of exhibiting at CHINACOAT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our existing 
customers and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ther exhibitor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coatings industry so as to further 
buil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events and 
trends in the industry."

"The biggest benefit of Grace exhibiting at 
CHINACOAT is customer interaction," said James 
Bowler, global marketing manager, EM Coatings 
at Grace. "The show is highly attended by many of 
our key customers who want to meet with the Grace 
team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learn more about 
our new products and innovation pipelin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art conversations that can lead 

(please see page 7)

CHINACOAT2019 features five 
Exhibit Zones: 
◆ Zone 4: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 Zone 5: China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 Zone 6: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Instrument & Services
◆ Zone 7: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 Zone 8: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涂料展」

展区分布：

◆ 4 区：粉末涂料

◆ 5 区：中国设备、仪器及服务

◆ 6 区：国际设备、仪器及服务

◆ 7 区：UV/EB 固化技术及产品 
◆ 8 区：中国 + 国际原材料

中国境外
Overseas

中国
境内

Domestic
 China

参展商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 / Exhibitor data updated as of October 15, 2019

W2.D13 W1.E05

白金赞助参展商 PLATINUM SPONSOR 黃金赞助参展商 GOLD SPONSORS

大会赞助参展商

W2.D31

W3.G05E5.B35 E6.D35 W3.B21E5.D05 W3.E01W2.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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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
Exhibit Zone

参展公司
Exhibiting Companies

关注展览会，获取参展商名单、
展览会平面图及同期活动等信息
Follow CHINACOAT/SFCHINA to 
Learn about Exhibitor List, 
Floorplan and Technical Programmes 
(Available in Chinese only)

扫描二维码下载
《涂料展/表面处理展》APP
Scan QR Code to Download 
CHINACOAT/SFCHINA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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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rock Recycles™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www.shamrocktechnologies.com

在市场环境迅速变化的背景下
我们依然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产品可靠性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的产品就是实例。  

三叶科技针对众多应用领域，持续不断地提供性能卓越的抗磨损、
耐刮擦和不同手感的添加剂产品。

欢迎参观我们展台：W1.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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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环境迅速变化的背景下
我们依然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产品可靠性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的产品就是实例。  

三叶科技针对众多应用领域，持续不断地提供性能卓越的抗磨损、
耐刮擦和不同手感的添加剂产品。

欢迎参观我们展台：W1.A05

CHINACOAT2019 现场花絮
Scenes from the Show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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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最新报告显示，2019 年

上半年，涂料产量为 964万吨，同比增长 4.8%。

利润为 98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1%。作为

整个涂料市场最大的细分领域，建筑涂料已被

水性涂料主导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市场竞争

的深入，生产规模已然成为在中国市场生存的

必要条件之一，姑且不谈成功。未来，更多小

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产能将进一步集中在少数

大的企业手中。

消费数据显示建筑涂料市场
疲软迹象

作者：王韧

市场趋缓

随着政府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力度，

以及整个经济的趋缓，对建筑涂料需求快速增

长的步伐也将放慢。尽管住房重新装修和城市

化的推进会部分抵消掉部分损失，但建筑涂料

企业依然需要进一步使自己的业务多元化。走

进西部是许多大型涂料企业的一个方向，国际

化则是一些大型国内企业近年来采取的另一个

举措。

China National Coatings Industry Association's new 
report said the coatings output for the first six month of 
this year is 9.64 million tons, an increase of 4.8 percent 
compared to 1H of 2018. But the total profit is 9.8 billion 
yuan, 7.1 percent lower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2018. 
As the largest segment of the whole coatings market, 
architecture coatings has been controlled by waterborne 
varieties for a long time. A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deepens, scale of prod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urvival, if not success in China. 
More small companies will be pushed out of the market in 
the future. And more capacities will be concentrated 
into the control of large players. 

Architecture Coatings Consumption 
Shows Softening Signals

By Arnold Wang

The market is slowing down 
With deepening of government control o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and softening of the whole 
economy, the demand for architecture coatings 
will slow down their fast growth. Although house 
renov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uld offset some 
of the loss, the architecture coatings companies 
still need to diversify their businesses even further. 
Go-to-West is one direction chosen by many 
large coatings player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other approach adopted by some large domestic 
companies in recent years.  

( 请看第 18 页 )

(please see page 18)

学术会议：高性能涂料——
定义新一代涂料解决方案

CHINACOAT Conference:
High-Performance Coatings – De�ning 
Next Generation of Coat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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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eubachcolor.com

前来展会访问我们！ 
2019  中国国际涂料展
展台 W2.D01

杭州海博颜料有限公司

电话：0573-87631011      
联系人：叶小姐 13750765649
邮箱：sales@heubachchina.com

焦点：无锌防腐蚀保护
对于无锌防腐蚀颜料或者无需加注有害标示的颜料，近年来的呼声不断增高。作为全球市场领军者，Heubach 
开发出一系列无锌防腐蚀产品，以此提供环保型的解决方案，即使应用于高要求的底漆系统之中。
 
我们的产品系列：

> 磷酸钙 CP    – 磷酸钙
> HEUCOPHOS® CMP   – 改性正磷酸盐
> HEUCOPHOS® ACP   – 改性正磷酸盐
> HEUCOPHOS® CAPP   – 改性多磷酸盐
> HEUCOPHOS® SAPP/SRPP  – 改性多磷酸盐
> HEUCOSIL™ CTF    – 离子交换颜料

我们的专家将竭诚为您提供帮助，解答所有关于测试、配方和防腐蚀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

11_19 China Coat Daily II.indd   1 23.04.19   08:22

Visitors Gave Positive Comments 
 about CHINACOAT

观众对 CHINACOAT 给予积极评价

硅碳鼠化学院副院长代菊红

Technical Color Solution，Adnan Ali Khan

邢台广利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赵雪霞

上海托普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丁桂诚

上海航日化学有限公司 IC 封装材料

事业部总经理崔庆珑

“

“

“

“

“

”

”

”

”

”

参观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原

材料和相关信息。感觉今年上

海展的有更多海外展商，人流

也很大。

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同行的优秀

产品和技术，Chinacoat 是一
个非常好的平台。

参观的目的是寻找下游的用

户。感觉这次参展企业和参观

的观众数量很大。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建筑涂料。

这次参观目的是寻找新的原材

料，以提升自身的产品和层次。

初步印象是展商很多，观众与

广州相当。

公司主要做胶粘剂产品，参观目

的是寻找新材料。感觉人流很大，

比往年的观众和展商多很多。North Industrial Marin Coatings Co.

对外贸易主管 Neda Foroutan（左）

“

”

非常国际化的展会，可以看到各国

的先进成果，同时希望能够改进面

向非中文母语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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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more colorful world with Ti-Pure™ TS-4657: a low abrasion chloride grade  
with superior whiteness, for enhanced brightness and opacity in inks applications.  

Visit us at Zone 8-Raw Material, Hall W3, Booth B13 to learn more.

淳泰™ TS-4657创造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世界：低磨耗氯化法钛白粉， 
拥有卓越的白度，用于提高油墨的明亮度和遮盖力。

期待您的莅临，我们的展台位于：W3展馆（8区）B13展位

A brighter alternative—introducing Ti-Pure™ TiO₂ for inks.

Request a free sample! 
Visit tipure.com/inks

申请免费样品！
登陆tipure.com/inks

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选择
了解应用于油墨行业的淳泰™钛白粉

INKs_ChinaCoat_Dailies_7x10_ch_en.indd   1 11/5/2019   1:49:03 PM

CHINACOAT2019 展商访谈 / Exhibitor Interviews

先创化学品：环保、节能、经济、智能将

是涂料关键词

先创公司

一直致力于新

产品的研发和

创新，尤其在

环保，无污染

的涂料添加剂

方面取得明显

的成绩，本次

涂料展就带

来了很多无

硅、无氟、零

VOC 产品。还有系列化的甲醛捕捉剂，气味

遮蔽剂为实现涂料以及涂料下游客户的产品实

现低毒无毒化。

黄杰勇认为，今后会向更环保、节能、经

济以及智能型的方向发展。水性漆、低温粉末

涂料、UV 涂料等方面在今后会得到更多的机

会。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变化，一些特种高

性能涂料也将会出现快速发展。

今年，先创在涂料领域得到快速发展，综

合增长率达到50%左右，尤其是水性系列产品，

约能达到翻两倍的增长。

S+S ：企业自身“不可替代”是关键
S+S 亚太区环氧产品技术代表刘煜介绍了

此次展会带来几个亮点产品：

Struktol Polydis 3614 不仅改善了耐冲击性

和拉剪强度，同时具有良好的耐低温性。如今，

这个产品已广泛应用在胶粘剂、复合材料、预

浸料等多个领域内。

S t r u k t o l 

Polycavit 3530 

是一种聚氨酯

改性的环氧树

脂。通过在环

氧主链中引入

封端聚氨酯片

段，保证了产

品具有较低的

粘度，这对生

产过程中的可

操作性有很大的帮助。

Struktol Polyphlox 3742 是多官能团环氧树

脂，含化学接枝的有机磷阻燃基团。3742 是

无卤材料，化学反应型阻燃剂，所以称它为绿

色阻燃剂。

国内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和产业

竞争力，只有自身的产品建立了不可替代性之

后，才能在贸易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

云汇环保科技：帮助涂料工厂实现“双

90”治理目标
云汇科技

是一家 VOCs

废气减排的专

业供应商，聚

焦核心材料的

开发和便捷高

效 VOCs 减排

设备的制造，

拥 有 20000

平方米的生产

制造基地。

VOCs 事业部总监吴彬在展会现场表示，

此次展会，云汇科技推出第二代沸石转轮

+CO/RTO 一体机。云汇科技把预过滤、转轮、

风机、CO/RTO、换热器、自控系统六大模块

整合在一个撬装模块上，出厂前安装和预调试，

真正实现了让 VOCs 化繁为简，既节约了占地

面积、安装和调试时间，也节约了投资成本。

未来，涂料行业必将往环保涂料方向创新，

一方面，在源头上创新，研发水性涂料、高固

份涂料，减少 VOCs 的产生；一方面，加大工

厂的环保治理，实现“双 90”（90%收集效率，

90% 净化效率）的治理目标。

广州柏励司：设计新工艺迎合环保要求

公 司 总

经理邹宣棠

表示，今年的

展会上，公司

将会推出细

度 为 0.03mm

和 0.05mm 的

钇稳定氧化

锆微珠，在

保证微珠的

高致密度、高球度外，实现的量产的突破。

为了满足政府的环保要求，柏励司还设计

了先进滴定法生产工艺，粉尘污染为零，而后

端的抛光工艺采用无机环保材料，避免了有害

液体和废渣的排放。

邹宣棠还透露，为了满足微珠订单不断扩

大，今年 9 月份公司已完成新车间建设和调试

工作，由于自动化的工序比率的提高，产能和

稳定性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岳阳凯门：涂料涂装一体化需求会越来越

强烈

岳阳凯门

水性助剂有限

公司十年来专

注于高性能水

性 添 加 剂 的

研发和生产。

此 次 展 出 的

Greesol DF01

为双子星结构

炔 醇 类 脱 泡

剂，可以快速

将反应泡和微

泡脱除，并且在反应后期提高涂膜流动性。并

不会产生雾影和其他涂层表面缺陷。

水性工业涂料一般对耐盐雾性都有较高的

要求，而分散剂的加入对涂层耐水及耐盐雾多

数会带来影响，Greesol DP1020、DP1060H 水

性分散剂具有低泡性、高稳定性、展色性和不

影响涂层耐盐雾性。

岳阳凯门水性助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

服务经理唐晓华采访中提到，下游涂料用户对

涂料涂装一体化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随着一

部份下游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或其他新兴市场，

将会有更多涂料企业走出去。

S+S 亚太区环氧产品技术代表

刘煜

云汇环保科技 VOCs 事业部总

监吴彬

广州柏励司总经理邹宣棠（右）

法国先创化学品涂料添加剂中

国区总经理黄杰勇

岳阳凯门水性助剂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技术服务经理唐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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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参加「中国国际涂料展」展彰显了格雷

斯致力于服务这一地区客户的承诺。总体而言，

这展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平台，方便

我们见到老客户、以及希望找到像格雷斯这样

的合作伙伴以获得改善其产品或盈利水平途径

的潜在客户。”

“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涂料展」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与现有客户及活跃于这一重要市场

的新客户建立联系的非常好的机会。” Keim-

Additec 美国公司总裁 David Grabacki 说，“额

外的好处是加深了解中国涂料行业正在发生的

变革、需求和挑战。”

对阿泽雷斯而言，「中国国际涂料展」提

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涂料行业的发展并让自己在

这一领域变得更为专业的机会。“阿泽雷斯是

全球涂料行业的重要一员，”阿泽雷斯中国案

例应用部门负责人 Melody Lu 说道，“我们会

展出很多针对中国涂料市场的、所有客户都会

感兴趣的材料。”

“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涂料展」是中国和

亚洲市场的主要行业展会，” 海博公司产品经

理 Jörg Horakh 指出，“它确保我们与新老客

户交流、与供应商创造新的机会并建立联系。”

展会亮点

随着环保问题继续主导涂料行业的发展，

供应商也将纷纷展出专为亚洲市场开发的生态

友好的可持续型产品。

三叶科技将展出为满足亚洲涂料市场特定

需求而开发的最新产品。“最近对于满足全球

更严格环保法规标准的重视，促使我们在所服

务的这一阵地中推出新的产品，”Choo（周）

先生说道，“我们将在展会上重点展示我们

在全球和本地生产的各种产品。为了与绿色

产品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我们正在开发符

合 REACH 标准的水性和粉末技术用新型粉末

和分散剂，赋予产品耐划伤、耐刮擦、耐磨、

防水、消光、防滑、防堵塞以及表面纹理等

功能。”

格雷斯将集中精力和资源，帮助解决客户

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并探索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这一战略的基石是倾听客户的意见。”Bowler

先生解释道，“我们总是迫切地希望了解我们

的客户的体验，并倾听我们客户的客户想要找

到什么解决方案，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帮助他

们提高产品性能，帮助他们为市场提供差异化

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客户取得成功。”

今年，格雷斯将展示生态友好的方案，以

帮助客户改善 UV 和水性产品。“这是格雷斯

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领域，我们投入大量研

发、技术服务和营销资源，以开发新一代产

品。”Bowler 先生说道，“我们推出的 SYLOID 

A 系列建筑涂料、SYLOID RAD 3007UV 涂料，

以及即将推出的独一无二的 SYLOID AQ 系列水

性木器涂料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在

继续开发新一代可以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取

代铬的防腐颜料技术。”

“今年和过去 20 年一样，我们与经销商

翁开尔一起，在 CHINACOAT 联合展示我们

的产品。”Grabacki 先生表示，“除了 Keim- 

Additec 公司非常成熟的水性 ULTRALUBE（超

润滑）蜡助剂、Silco 公司高性能涂料助剂

外，我们还将重点推介 Ceronas 旗下的蜡微粉

mju:waxes，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客户和业务伙

伴之间的良好业务关系。”

“除了一系列适合各种应用的高可再生成

分含量特殊水性 ULTRALUB 蜡助剂外，我们还

推出了基于原材料和技术后向集成的 MD 系

列最新产品 MD-8008，适用于顶级耐磨性清

漆。”Grabacki 先生说。

这包括 SILCONA - SILCO OZ 100 开放时

间延长剂。今天的涂料市场正推动着低 / 无排

放涂料的发展，不再制备溶剂产品。因此，

留给重新喷漆部位的时间被缩短，需要延长。

SILCO OZ 100 可延缓漆膜内水分的蒸发，而

不会对最终性能如：防止积聚污垢、耐脏污产

生负面影响。

CERONAS 蜡微粉 mju:wax 具有出色的抗

磨损和抗刮伤性能，例如可将 mju:wax 2002FN

和 2002EFN 用于溶剂型应用中。

 “特别是，就水性涂料而言，我们推

出了 mju:wax 2594。它具有极好的罐内稳定

性，并能赋予工业清漆出色的抗划伤、耐磨性

能。这些品级也符合瑞士法令、BfR 和 FDA 规

定。”Grabacki 先生指出，“mju:wax 2615 专

为水性涂料开发，易搅拌、耐磨蚀和耐摩擦性

能优异。mju:wax 7902 则用于具有出色透明度

的哑光清漆，还提供优异的抗划伤性和表面光

洁度。为耐金属划痕，我们的 mju:wax 9200

可用于溶剂型彩漆，赋予产品光滑的表面，包

括易于去除金属划痕。”

阿泽雷斯将与供应商和客户一同进行技术

交流和推广。“我们的一些产品将在水性涂料、

耐高温涂料、绝缘材料、重型防腐和其它领域

（如黄原胶、异丁香胶、硅胶树脂、硅酸盐等）

发挥更好的作用。”Lu 女士说道。

“环保立法及监管成为涂料新进发展的主

要驱动因素，”Horakh 博士说道，“对于水性

涂料的需求在快速增长。我们会为环保型水性

涂料以及替代铅和铬的涂料提供可持续解决方

案。”

海博将展示全系列有机、无机颜料、预处

理剂以及防腐蚀产品。“杭州海博颜料公司在

本届展会上展出用于现代水性涂料的防腐解决

方案，”Horakh 先生说道，“铅和铬替代产品

将进一步丰富这一产品系列。另外，我们还会

提供铅和铬基颜料解决方案。”

在钛白科技、氟产品和化学品解决方案领

域拥有领先市场地位的全球化学品企业科慕公

司推出了专为改善印刷油墨配方和性能而设计

的新型特种低磨蚀等级 Ti-Pure 二氧化钛颜料。

新产品也在本届展会上推出。

新的淳泰品牌颜料（TS-4657）品级经氯

化处理，并经过特殊设计，磨蚀性低于其它氯

化 TiO2 产品。传统上，采用氯化法生产的颜料，

其磨蚀水平对于油墨市场而言过高，导致印版

过度磨损。这一新的专业级颜料是制备柔印、

数码、凹印标签和包装用水性和溶剂型油墨的

理想选择。与硫酸盐法相比，使用氯化物法可

产生更白、更亮的颜料，使油墨在更大的颜色

范围内具有更高的遮盖度。

淳泰 TS-4657 可与其它颜料混合，为客户

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出色的性价比。这种新

的油墨品级产品有助于客户丰富其颜料供应，

客户不会因为缺乏供应而影响到产量的提高。

该产品可以通过全球各种渠道，包括在线购买

方式，从 Ti-Pure Flex 端口购买。TS-4657 价格

富有竞争力，且拥有淳泰品牌的品质和一致性。

to significant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 individual 
customer's challenges. Attending CHINACOAT 
shows Grace's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in the 
region. Overall,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meet with 
our customers and prospective customers who are 
looking for a partner like Grace to find ways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s or their profitability."

"CHINACOAT in general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meeting a lot of our existing 
customers as well as getting in contact with new 
ones at this important marketplace," said David 
Grabacki, president, Keim Additec Surface USA 
LLC. “The additional benefit is lear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ongoing changes, demands and 
challenges within the Chinese coatings industry.”

For Azelis, CHINACOAT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ating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s, and to further specialize in 
this field. “Azelis is a global key player in the 
coating industry,” said Melody Lu, head of CASE 
applications at Azelis China. “We will showcase 
many advanced materials for the Chinese coating 
market, which will definitely interest all customers.”

"We consider CHINACOAT as the  major 
exhibition for the China and Asia market places," 
said Dr. Jörg Horakh, product manager, Heubach 
GmbH. "I t  guarant ies networking with new 
and existing customers as well as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ntacts with suppliers."

Highlights of the Show
As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tinue to dominant 

the coatings industry, suppliers will be highlighting 
eco-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the Asian market.

Shamrock Technologies will showcase its latest 
products that are developed 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Asian coatings market. "Recent focus 
on products that meet compliance with tighter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regulatory standards have driven 
us to offer new products in the same performance 
space we serve," Mr. Choo said. "We will highlight 
our wide range of globally available as well as 
locally made products at the show. In keeping 
with the drive towards greener products, we are 

profiling our new REACH Compliant powders and 
dispersions for water-based and powder-based 
technologies. They are intended to offer benefits 
in mar, scratch and abrasion resistance, water 
repellency, matting, slip, anti-blocking, as well as 
surface texturing."

Grace will focus its efforts and resources to 
help solve customers' issues that they face today 
and to explore what's coming next. "The cornerstone 
of this strategy  is to listen to our customers," said 
Mr. Bowler. "We're always anxious to understand 
to what our customers are experiencing and to hear 
what our customers' customers are looking for. Then 
we can better help them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products and help them become differentiated 
in the market. Our goal is to help our customers be 
successful."

This year, Grace will be showcasing eco-
friendly initiatives and helping customers improve 
their UV and waterborne products. "This is an 
area Grace has been working on for many years, 
investing significant resources of R&D, Technical 
Service and Marketing to develop next-generation 
products," said Mr. Bowler.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SYLOID  A-series for architectural 
coatings; SYLOID  RAD 3007 for UV coatings; and 
soon-to-launch SYLOID  AQ, a unique new series 
for waterborne wood coatings. In addition, we 
ar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nti-corrosive pig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replace chrome without impacting performance."

"This year, as for the last 20 years, we 
are presenting our products at CHINACOAT in 
coordination with our distributor HJ Unkel," said Mr. 
Grabacki. "Besides our well-established water-based 
ULTRALUBE wax  additives of Keim Additec Surface 
GmbH and high performance SILCO GmbH & Co 
KG coating additives, we will be highlighting our 
micronized mju:waxes of CERONAS GmbH & Co 
KG. We provide these product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excell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and business partners."

"Besides a special range of water-based 
ULTRALUBE wax additiv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renewable ingredient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we are present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our MD-
series, MD-8008, based on backward-integrated 
raw-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for particular use in 
clearcoats with highest rub and abrasion resistance," 
said Mr. Grabacki.  

These include: SILCONA - SILCO OZ 100 
open time extenderToday's paint market is pushing 
for low-/non emission paints. Solvents are no 
longer formulated. By that reason the time frame to 
rework painted areas is shortened and needs to be 
extended. SILCO OZ 100 retards water within the 
film without negative influence on final properties 
e.g. dirt pickup – stain resistance.

CERONAS mju:wax grades are providing 
excellent abrasion and scratch resistances with e. 
g. mju:wax 2002FN and 2002EFN in the use of 
solventborne applications.

"Especially for waterborne coatings we are 
offering mju:wax 2594 with an excellent in can 
stability as well as scratch and abrasion resistances 
in industrial clearcoats. These grades are also 
compliant to the Swiss ordinance, BfR and FDA," 
Mr. Grabacki said. "mju:wax 2615 i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waterborne coatings, with easy to stir 
in properties as well as excellent abrasion and rub 
resistances. For matted clear coats with outstanding 
transparency we are promoting our mju:wax 7902 
including very good scratch resistances and smooth 
surfaces. Especially for metal marking resistance our 
mju:wax 9200 shows in solventborne pigmented 
coatings and slippery surface including easy to 
remove metal markings."

Azelis will promote their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accommodate technical discussions with both its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Some of our products will 
improve performance in waterborne coatings,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coatings, insulating materials, 
heavy-duty corrosion pro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such as xanthan gum, diutan gum, silicone resin, 
silicates and so on, so many interesting ingredients 
to discuss!" said Ms. Lu.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s well as regulatory 
demands are major drivers for new developments 
of coatings," said Dr. Horakh. "The demand for 
waterborne products is growing fast. We will offer 

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aterborne coatings as well as lead and chromate 
replacements."

Heubach will display its full range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pigments and preparations as well 
as its anticorrosive product range. "Heubach 
Hangzhou will highlight on this year's show our 
solutions for corrosion protection for modern 
waterborne coatings," said Mr. Horakh. "Lead and 
chromate replacements will complement this product 
range. Additionally, we provide solution for lead 
and chromate based pigments." 

The Chemours Company, a global chemistry 
company with leading market positions in titanium 
technologies,  f luoroproducts  and chemical 
solut ions, introduced a new special ty,  low-
abrasion grade of Ti-Pure titanium dioxide pigment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for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printing inks. This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took place during CHINACOAT 2019- 
–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global coatings industry 
events being held in Shanghai, China this week.

This new grade of Ti-Pure branded pigment 
(TS-4657) is chloride processed and specifically 
engineered to be less abrasive than other chloride 
TiO2 offerings. Historically, pigments produced by 
the chloride process had an abrasion level that 
was too high for the inks market, causing excessive 
wear on the printing plates. This new specialty 
grade of pigment is the ideal choice for creating water- 
and solvent-based inks used in flexographic, digital, 
and gravure printing of labels and packaging. Using 
the chloride process produces a whiter and brighter 
pigment than the sulfate process, enabling formulation of 
inks with higher opacity in a broader range of colors.

Ti-Pure TS-4657 can be blended with other 
pigments,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maximum flexibility 
and an excellent cost-to-performance ratio. This 
new inks-grade offering helps customers diversify 
their pigment supply so their growth doesn't have 
to be compromised by a lack of supply. Available 
worldwide with flexible purchasing channels - including 
an online buying option through the Ti-Pure Flex portal 
- TS-4657 is competitively priced and offers the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afforded by the Ti-Pure brand.

(from page 1)

( 接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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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活动 Technical Programmes

              新型着色材料—水性速溶色浆粉在涂料工业中的应用
New Type of Pigment Preparation — Water Based Fast 
Soluble Color Powder for Coating Industry

              创新环保型水性助剂、助力优化乳液和涂料开发
Innovative & Eco-Friendly Additives in WB Latex and Coating

              罗斯夫砂包砂创新体系
The ROSF's Sand-In-Sand Innovation System

M25-4

M30-4

M20-4

颜谷科技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Color Valley Technical and Development (Tianjin) Co., Ltd.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Nanjing Golden Chemical Co., Ltd.

广州罗斯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osf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王显敏 先生 Mr. Wang Xian Min
高级工程师 

Senior Engineer

钟玲 博士 Dr. Zhong Ling
陶氏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部

亚太区应用技术经理
Application Technology Leader from

Dow Industrial Solutions Business

龚博文 先生 Mr. Gong Bowen
技术总监 

R&D Engineer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0会议室
Meeting Room 

沈澄 博士 Dr. Shen Cheng
陶氏化学工业解决方案事业部

资深研发科学家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in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11 月 19 日 ( 星期二 )  November 19, 2019 (Tuesday)

水性涂料理性配方技术——材料、实践和应用

Rational Formulation Technologies in Waterborne 
Coatings — Materials, Practices & Applications
Prof. Dr. Jamil Baghdachi 教授  
Dir., BSc, MSc, PhD, PE, Fellows: ACS, MRS
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聚合物与涂料科技专业在职教授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聚合物与涂料科技客座教授 
Professor at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USA; 
Professor of Polymers and Coatings and Guest Professor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水性工业涂料设计与应用——挖掘产品竞争优势，

促进高质量发展

Design & Application of Waterborne Industrial 
Coatings — Achiev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蔡宇 博士 Dr. Cai Yu • BSc, PhD
技术服务经理，陶氏化学涂料材料业务部
TS & D Scientist, Dow Coating Materials

19•11•2019学术会议 CHINACOAT Conference

高性能涂料——定义新一代涂料解决方案
HIGH PERFORMANCE COATINGS --- Defining Next Generation of Coating Solutions

会议室 Meeting Room：E2-M17（E2 展馆二层 2nd floor of Hall E2）

19.11.2019  • 13:00 – 15:15第三节 SESSION 3 

19.11.2019  • 15:30 – 17:15第四节 SESSION 4 

论文 PAPER 8:
欧盟汽车修补漆面漆 420g/L VOC标准分析
Analysis of EU's 420 g/L VOC Limit for Car 
Re�nish Topcoats
刘彤舟博士 Dr. TZ Liu
总经理，施美克化工有限公司，中国
General Manager, Semeka Chemical Co., Ltd., China

论文 PAPER 9:
蓖麻油基涂料用树脂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Synthesis & Properties of Castor Oil-Based 
Resin for Coatings
申亮教授 Prof. Shen Liang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中国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论文 PAPER 10:
钛白粉颜料对涂料光泽保持的多重效应

Multiple E�ects of TiO2 Pigment on Paint 
Gloss Retention
Dr. Michael P. Diebold 博士
科学院士，科慕，美国
Technical Fellow Technology, Chemours Company, USA

论文 PAPER 11:
纳米透明功能涂料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Nanometer Transparent 
Functional Coatings
赵石林教授 Prof. Zhao Shilin
南京工业大学，中国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China

技术培训班
Technical 
Workshops

会议室 Meeting Room：E2-M14

19.11.2019      09:30 – 12:302

19.11.2019      13:30 – 16:303

费用（包括出席证书及讲义）
Registration Fee (Covers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 
Lecture Handouts)

任何一个 Any 1 Session
人民币 RMB ¥800 ( 另加 6% 增值税 plus 6% VAT)  

其中两个 Any 2 Sessions
人民币 RMB ¥1,500 ( 另加 6% 增值税 plus 6% VAT)

巴西涂料市场
——趋势和商机 

Brazilian Coatings Market 
– Trends & Opportunities

会议室 Meeting Room: E3-M22

19•11•2019
      11:00 – 12:00

专题技术讲座 Techincal Seminars
中文主讲 Chinese           英文主讲、中文翻译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语言 Language：中C 英E

              CarduraTM 和 VeoVaTM 单体为高性能工业涂料提供低 VOC
创新解决方案

Innovative Low VOC Solutions for High Performance 
Industrial Coatings  with CarduraTM and VeoVaTM Monomers

              交通运输及工业涂料用低 VOC 解决方案
Low VOC Solutions for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Coatings

              高固含与无溶剂环氧涂料用新型固化剂
Novel Epoxy Curing Agents for High Solids and 
Solvent-Free Coatings

M1-4

M2-4

M3-4

瀚森化工企业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Hexion Management (Shanghai) Co., Ltd.

上海珀丽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Polychem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佳迪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dida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毛志强 先生 Mr. Steven Mao
叔碳酸业务部 亚太区技术经理 

TechnicalService Manager, APAC, Versatic Business Unit

程伏涛 博士 Dr. Futao Cheng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经理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 
BASF Application Chemical Co., Ltd

谢廷任 先生 Mr. Steven Xie
技术总监

 Technical Director

09:30 - 10:20

中CM1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低 VOCs 环氧树脂的应用：树脂体系的选择、配方设计及行业
合作是应用成功的关键

Low VOCs Epoxy Resins in Di�erent Applications: Binder
Selection, Formulation Design and Industrial Partnership 
are the Key to Success

              国内外无机涂料发展前景、配方难点及解决方案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Inorganic 
Silicate Paints at Home and Abroad

              功能型扩充剂于工业涂料之应用
Functional Extenders for Industrial Coatings Applications

M1-5

M2-5

M3-5

瀚森化工企业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Hexion Management (Shanghai) Co., Ltd.

科莱恩化工 ( 中国 ) 有限公司
Clariant Chemicals (China) Ltd.

海名斯特殊化学
Elementis Specialties

杨明霞 女士 Ms. Michelle Yang
环氧特种化学品涂料应用亚太区研发经理

 Hexion APAC EPS R&D Leader

刘斌 先生 Mr. Andy Liu
大中华区销售经理，涂料业务线，

特种工业与消费品业务单元 
Sales Manager Greater China, Paints & Coatings, BU ICS

Mr. Veli Kilpeläinen 先生
资深技术经理 

Global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of Talc for Coatings and Industrials

10:30 - 11:20

中CM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参会费用 REGISTRATION FEE

标准费用 Standard Fee

中国国际涂料展参展商 CHINACOAT Direct Exhibitors

人民币 RMB¥2,300 ( 另加 6% 增值税 Plus 6% VAT)

人民币 RMB¥2,050 ( 另加 6% 增值税 Plus 6% VAT)

* 论文演讲和讨论将以英语和普通话进行
All presentation of papers and discuss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Putonghua).

论文 PAPER 12:
用于高性能聚氨酯涂料的新型异氰酸酯

New Isocyanate for High-Performance 
Polyurethane Coatings
余美娟女士 Ms. Maggie Yu
实验室经理，康睿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Lab Manager, Vencorex (Shanghai) Trading 
Compan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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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赢创助剂以及特种填料在建筑涂料中的应用
Evonik Additives & Special Extender in Architectural Coatings

              卡德莱新型水性固化剂系列适用于高性能低 VOC
防腐环氧防护漆体系

Novel CNSL-Based Waterborne Curing Agents Suitable for 
High-Performance and Low VOC Protective Epoxy Coatings

              高性能铝颜料、油墨铝颜料、用于水性涂料和粉末涂料的铝颜料
High Performance Aluminium Pigments, Aluminium Pigments for Inks, 
Special Aluminium Pigments for 
Waterborne Coatings & Powder Coatings

              安全技术说明书软件（免费）及配方资料分析软件（免费）
Safety Data Sheet Software (Free) and Formula Data 
Analysis Software (Free)

              DAAM/AAEM-ADH交联体系在工业涂料中的应用
DAAM/AAEM-ADH Crosslinking System Application in 
Industrial Coatings

              为什么要用大豆油来生产未来的涂料
Why You Should Consider Soybean Oil for Tomorrow's Coating

              新型生物基成膜助剂以及净味成膜助剂在内墙涂料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ew Bio-Based Coalescing Agent and Net 
Odor Coalescing Agent in Interior Wall Coatings

              巴斯夫为工业涂料油转水提供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A Package Solution of Water Based Industrial Coating 
from BASF

              效果颜料技术的创新与突破：Zenexo®WB—适用于汽车车身及外
饰的超薄效果金属颜料

A Breakthrough in E�ect Pigment Technology: 
Zenexo® WB Ultra-Thin E�ect Pigments for Automotive 
and Exterior Coating Applications

              源于植物：帝斯曼帝安瑞 ™植物基涂料树脂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DSM Decovery™ Bio-Based Coa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Trends in Europe

              新一代水性膨胀型防火涂料炭化促进剂
New Generation of Charring Promoters in Water-Based Intumescent Coatings

              科莱恩绿色环保「一站式」水性着色剂解决方案
Clariant O�ers a "One-Stop Solution" for Eco-Friendly 
Water-Based Colorants

              亚什兰纤维素让包砂多彩更稳定
Ashland HEC Provides Stability of Multi-Color Sand Paint

              天盛纤维素醚在石膏砂浆中的应用—小剂量 大作用
The Application of Tiansheng's Cellulose Ethers in Gypsum Mortars 
— Less Makes Better

              甲基丙烯酸酯单体和树脂在涂料中的应用
Methacrylate Monomers and Resins Applied on Coatings

              水性高性能涂料树脂—高光泽、高韧性、高耐热
Highperformance Waterborne Coating Resin —
High Gloss, High Toughness, High Heat Resistance

              DSM新世代高耐磨及丝绸手感 UV光固化树脂
DSM New Generation UV Curable Resins with Ultra
-High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Silky Feel UV Oligoments

              后添加提高着色力和相容性助剂
Post-Add Solutions to Enhance Color Strength and 
Acceptance with Additives

              杜普利新型水性环氧防锈乳液的研制及应用
The Development of an Unique Anti-Corrosion Epoxy 
Emulsion by Duke Polytech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Anti-Corrosion Primers

              水性木器涂料的双组份解决方案
Development on Waterborne Resins of 2-Component 
Wood Coatings

              应用于水性双组份体系的新一代超哑光聚氨酯
Next Generation Ultra-Matte PUD Applied in 2K 
Aqueous Systems

              在不牺牲流平的情况下提供卓越的抗流挂性能
—EXILVA 微纤维在水性漆中的应用
Excellent Sag Resistance without Sacri�cing Your Levelling 
— Exilva® Micro�brillated Cellulose in Waterborne Coatings

              水溶性纤维素醚在真石漆里的应用研究
The Study of Water-Soluble Cellulose Ethers in Stone Paint

              针对水性涂料配方消除针孔的新型助剂
赋予水性油墨独特性能的神奇消泡剂

New Additive to Eliminate Pinhole for Water Based Coating Formulations
Novel Defoamer Technology Achieving Unparalleled Performance in 
Waterborne Inks

              旭化成聚碳酸酯二元醇
Asahikasei PCDL

              科慕新一代氯化法油墨规格钛白粉
New Chloride Ink Grade TiO2 from Chemours

              第五代水性无机建筑涂料的技术原理与实际应用
Technical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the 
5th-Generation Inorganic Architectural Paints

              NEXIVA® 聚合物粉末赋能您的涂料
NEXIVA® Empowder Your Paints

              2019 中国水性涂料市场研究报告（水性平台发布）
2019 China's Waterborne Coatings Market Research Reports 
(Launched by WBCP)

              提高附着力、耐水、耐盐雾的几个方法
Solutions to Improve Adhesion, Hydrolysis Resistance 
and Salt Spray Resistance

M20-5 M3-7

M25-8

M1-9

M25-5

M20-7

M30-8

M2-9

M3-9

M20-9

M22-9

M25-9

M30-9

M25-7

M2-8

M3-8

M20-8

M22-8

M30-7

M1-8

M30-5
M22-7

M2-6

M3-6

M25-6

M30-6

M2-7

M20-6

M1-6

M1-7

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Zuxing New Materials Co., Ltd.

协奏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ncerto Tech Co., Ltd.

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
Weifang Chemidea Chemicals Co., Ltd.

美国联合大豆委员会 
United Soybean Board

润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Runtai Chemical Co., Ltd.

上海珀丽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Polychem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Saifu Chemical Development Co., Ltd.

帝斯曼 ( 中国 ) 有限公司
DSM (China) Ltd.

博得公司
Chemische Fabrik Budenheim KG

科莱恩涂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Clariant Coatings (Shanghai) Ltd.

亚什兰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Ashland (China) Holdings Co., Ltd.

山东天盛纤维素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Tiansheng Cellulose Corp., Ltd.

罗姆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Röhm Chemical (Shanghai) Co., Ltd.

常州华科聚合物股份有限公司
Changzhou Huake Polymers Co., Ltd.

帝斯曼 ( 中国 ) 有限公司
DSM (China) Ltd.

博谢思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Borchers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上海杜普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Dukepolytech Corporation

湛新树脂 ( 中国 ) 有限公司
Allnex Resin (China) Co., Ltd.

斯塔尔精细涂料 ( 苏州 ) 有限公司
Stahl Coatings and Fine Chemical (Suzhou) Co., Ltd.

雷孚斯 ( 上海 )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LEHVOSS (Shanghai) Chemical Trading Co., Ltd.

北方天普纤维素有限公司
Tianpu Chemicals Company Limited

赢创
Evonik Industries AG

旭化成株式会社
Asahikasei Performance Chemicals Corporation

科慕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The Chemours Chemical (Shanghai) Co., Ltd.

科耐欧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Connell Bros. (Shanghai) Co., Ltd.

赢创
Evonik Industries AG

卡德莱化工 ( 珠海 ) 有限公司
Cardolite Chemical (Zhuhai) Co., Ltd.

瓦克化学 ( 中国 ) 有限公司
Wacker Chemicals (China) Co., Ltd.

帝斯曼 ( 中国 ) 有限公司
DSM (China) Ltd.

北京佰源化工有限公司
Beijing Baiyuan Chemical Co., Ltd.

胡军 博士 Dr. Hu Jun
 副总工程师

Vice-Chief Engineer

黄正德 先生 Mr. Timothy Huang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刑晓华 先生 Mr. Xiaohua Xing
产品技术总监

 Technical Director

李·瓦尔科 先生 Mr. Lee Walko
生物基业务发展总监 

Biobased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卢小松 先生 Mr. Lu Xiaosong
技术部经理和水性涂料工程师 

Technical Manager and Waterborne Coating Engineer

夏建峰 博士 Dr. Jeff Xia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经理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
BASF Application Chemical Co., Ltd.

Dr. Frank J. Maile 博士
舒伦克金属颜料公司全球技术总监

Global Technical Director, 
Schlenk MetallicPigments GmbH

邱实 女士 Ms. Qiu Shi
市场经理 

Marketing Manager

覃云 女士 Ms. Sally Qin
颜料业务单元，涂料业务，技术代表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BU Pigments - BL Coatings

黄捷 先生 Mr. Jacky Huang
涂料技术专家 

Coatings Scientist

赵守佳 先生 Mr. Chris Zhao
技术服务经理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吴忠洋 先生 Mr. Chung Yang Goh
甲基丙烯酸树脂技术经理

 Technical Manager Methacrylate Resins

蒋红娟 女士 Ms. HongJuan Jiang
研发中心总监

 Director of R&D Center

徐亚凡 先生 Mr. Frank Hsu
专案经理 

Project Manager

Ms. Loulou Rozek 女士
全球技术服务经理 

Global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何元 博士 Dr. Yuan He
董事长 

Chairman

许均 先生 Mr. Victor Xu
高级技术服务经理 
Senior TS Manager

蔡佳斌 先生 Mr. Bill Cai 
斯塔尔聚合物业务中国区总经理

 Business Manager of Stahl Polymers, China 

奥托 • 索因萨罗 博士 Dr. Otto Soidinsalo
技术应用经理，鲍利葛公司 

Technical Application Manager, Borregaard

洪果 先生 Mr. Hong Guo
应用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主管

 Technical Supervisor

戴晔 博士 Dr. Ye Dai
赢创涂料添加剂业务线汽车与
交通工具涂料业务部技术经理 

Technical Manager, Auto &
Transportation, Evonik Coating Additives

陈雪芳 女士 Ms. Xuefang Chen
赢创涂料添加剂业务线装饰
涂料及油墨应用技术负责人 

Head of Applied Technology Decorative
Coatings & Inks, Evonik Coating Additives

川合康文 先生 Mr. Yasufumi Kawai
技术经理 

Technical Manager

李锋 先生 Mr. Robert Li
科慕钛白亚太区技术服务经理 

AP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林以仁 先生 Mr. Jack Lin
市场拓展总监 

Head of Market Expansion

谢建刚 先生 Mr. Jiangang Xie
赢创涂料添加剂业务线建筑涂料应用技术经理

Architectural Coating Applied Technology
Manager, Evonik Coating Additives

徐红 博士 Dr. Hong Xu
技术服务部经理 

Global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Dr. Lada Bemert 博士
NEXIVA® 聚合物粉末业务孵化总监 ,

全球生物聚合物业务开发经理
Head of Business Incubator for NEXIVA® POLYMER POWDERS,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Biopolymers

陈晓艳 女士 Ms. Sandy Chen
咨询总监 

Consulting Director

吴江 先生 Mr. Wayne Wu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罗夔 先生Mr. Luo Kui 
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11:30 - 12:20

14:30 - 15:20

15:30 - 16:20

13:30 - 14:20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2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1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1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5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Dr. Sebastian Moschel 先生
助推创新和应用开发 

Manager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中CM2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中CM20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中CM1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刘越 先生 Mr. Jason Liu
销售经理

 Sales Manager

中CM3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中CM1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中CM30会议室
Meeting Room 英E

技术交流活动 Technical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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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安徽省华安 (AHA) 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67
南京佰星联 (Bersili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53
江苏百思德 (BESD)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73
丹东百特 (Bettersize) 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13
什邡市长丰 (Changfe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41
黄山市德平 (Dep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61
烟台东辉 (Donghui) 粉末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41
烟台东盛 (Dongsun) 粉末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21
烟台东海 (East Sea)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67
烟台欧冠 (Eurocrown) 粉末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57
烟台枫林新材料 (Fenglin Advanced Materials)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05
浙江光华 (Guanghu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01
贵州贵毅宏祥 (Guiyi Hongxiang) 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67
贵州贵智 (Guizhi) 宏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67
海阳市静电设备 (Haiyang Electrostatic)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67
安徽恒泰 (Hengtai)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61
黄山华惠 (Huahui)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13
安徽华群 (Huaqu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01
宜昌汇富 (Huifu) 硅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61
天津怡佳胜 (Icaso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27
无锡久长 (JC)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73
黄山佳杰 (Jiaji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57
六安捷通达 (Jietond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29
黄山锦峰 (Jinfeng)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41
上海精涛 (Jingtao) 钢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13
金湖飞虹 (Jinhu Color) 涂装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5
上海君格 (Jun Ge)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73
东莞市巨钛 (Jutai) 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73
合肥科泰 (Ketai) 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57
安徽景成 (Kingcham)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63
广州擎天 (Kinte)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29
盐城联和 (Lianh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77
广东零度 (Lingdu) 冷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45
烟台凌宇 (Lingyu) 粉末机械有公司
 中国 China E2.E41
烟台龙彩 (Longca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41
德州龙田 (Longtian)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21
南京龙溪 (Longxi)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21
烟台枫林机电 (Maple Powder) 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21
烟台美程 (Meiche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47
安徽美佳 (Meijia)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29
青岛微纳 (Microntech) 粉体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0
上海罗特钢带 (Naut)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73
山东欧威 (Ouwe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2
东莞市千色变 (Qiansebi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24
江苏群鑫 (Qunxin) 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47
荣格 (Ringier) 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09
鞍山润德 (Runde)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67
安徽善孚 (Shanfu)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57
安徽神剑 (Shenjia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29
浙江中法 (Sino-French)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05
宁波南海化学 (SSC)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05
上海索是 (Suosh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61
黄山市德邦 (Tech-Power) 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61
山东天迈 (Tianma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77
浙江传化天松 (Tians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05
广州市黄埔天泰 (Tiantai) 化轻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43
黄山市同心 (Tongxin)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53
通又顺 (TONSON) 气动马达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53
天珑 (VGD) 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E2.G57
宁波维楷 (Wecan)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29
苏州微可达 (Weiked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21
烟台吴太 (Wutai) 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67
黄山新佳 (Xinjia) 精细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6
河南鑫泰 (Xintai) 钙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77
武汉银彩 (Yincai)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05
湖北一牛 (Yiniu)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3
安徽永昌 (Yoch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21
濮阳市永安 (Yong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1
安徽永利 (Yongl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53
广东源磊 (Yuanlei) 粉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J14
烟台远力商贸 (Yuanli Corp)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13
烟台远力机械 (Yuanli Machinery) 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E13

梧州市泽和 (ZEHM)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 
广州市泽和 (ZEHM) 化工材料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H65
黄山正杰 (Zhengji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F41
黄山中泽 (Zhongz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2.G13

  
上海艾录 (Ailu)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65
深圳市安格斯 (Anges)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75
扬州欧润过滤 (Aurun Filter) 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3
无锡贝斯柯 (Beisco)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61
广州锋源 (BEN)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4
边锋 (Bianfeng)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45
标格达 (Biuged) 精密仪器 ( 广州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21
安徽博进化工机械 (Bunkin)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77
昆山市卡纳 (Cana) 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77
广州权拿 (Canner) 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65
苏州化联 (Chemco) 高新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5
潍坊富海瑞通 (Chemieland) 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77
宜兴市呈龙 (Chenglong) 涂料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27
江阴市晨铭 (Chenming)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71
杭州彩谱 (CHNSpec)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37
广州市科立盈 (Cleaning) 喷淋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9
广东长兴珀莱斯特 (Cnplastic)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43
晋江肯乐 (Coloriance)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E3.E71
科罗比 (Corob) 贸易 ( 深圳 ) 有限公司
 意大利 Italy E3.B33
梅州大唐 (Datang)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0
江苏道可道 (Doctop) 过滤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43
上海东华 (Donghua) 高压均质机厂
 中国 China E3.J04
上海易勒 (ELE)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21
上海祈业 (Entrepreneur) 软件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67
上海方瑞 (Fangrui) 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3
上海法孚莱 (Farfly) 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41
广州市丰源 (Fengyuan)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57
江阴精细化工机械 (Fine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61
昆山吉奥诗 (Geos) 色卡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21
仲恒 (GSS) 衡器 ( 苏州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37
江阴市恒大 (Hengda) 物料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41
重庆宏达 (Hongda) 化工机电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7
广东顺德弘普 (Hongpu)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47
重庆红旗 (Hongqi)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1
无锡华傲 (Hua'ao) 环保设备厂
 中国 China E3.H23
深圳市华丰 (Huafe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5
广东华一宝 (Huayibao)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57
广州辉龙 (Huilong) 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71
广州辉鑫 (Huixin) 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47
浙江湖磨 (Humo) 抛光磨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2
湖南省欧华 (Hunan Ouhu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71
上海盈诺 (Innuo) 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63
上海江浪 (Jianglang)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41
淄博洁林 (Jielin) 塑料制管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33
广东金宝力 (Jinbaoli) 化工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33
天津市精科联 (Jingkelian) 材料试验机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1
株洲金陶 (Jintao) 高能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6
广东金宗 (Jinzong)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55
上海侠飞 (Jofee) 泵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75
江苏巨能机械 (Juneng Machinery)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75
佛山市骏广 (Junguang)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45
东莞市康博 (Kangbo)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48
江阴市康捷 (Kangjie)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61
青岛雷勒 (Lehler) 过滤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6
广州市联益 (Lianyi) 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25
昆山力固机电工业 (LiGu)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65
上海滤威 (LIVIC) 过滤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77
珠海市长陆 (Longtec)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33
常州市龙鑫 (Longxin)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33
贸泺 (Multilog) 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 霍冶 HOYER)
 德国 Germany E3.B27
湖南南国 (Nanguo)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77
江门日洋 (Nichiyo)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71
上海尼润 (Nirun)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61
广东顺德日东 (Nito) 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65
广东东方锆业 (Orient Zirconi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A67
秦皇岛鹏翼 (Pengyi)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61
东莞市品诺 (Pinuo)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55
普申 (Pushen) 检测仪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65

江阴市勤业 (Qinye)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71
上海波福 (RCM) 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71
四川瑞驰拓维 (Retsch Topway)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77
无锡荣煜 (Rongyu) 化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65
上海儒特 (Root)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53
上海儒佳 (Rucca)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55
广州瑞铭 (Ruiming) 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75
北京赛德丽 (Saidel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41
郑州三华 (SANTINT)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21
上海新勒 (Senler)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77
上海申新恒力 (Shenxin Hengli)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61
上海世赫 (Siehe)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41
上海壹维 (Sower)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48
江苏汤姆森 (Thomson)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53
上海天辰 (Tianchen) 现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47
枣庄天地人 (Tiandiren) 样板册制作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75
苏州市通惠 (Tonghui) 新材料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41
无锡市通洋 (Tongyang)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75
苏州威世达 (Vstar) 测控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77
焦作市维纳 (Wein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47
广州市威泷奈 (Well Line)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12
江阴市雄威化工机械 (Xiongwei Machinery)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65
深圳市旭永 (Xuyong)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63
上海一恒 (Yiheng)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61
佛山市益久 (Yijiu) 调色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21
常州市英智 (Yingzhi)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65
天津永利达 (Yonglida) 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J08
重庆市江北区渝辉 (Yuhui)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61
上海云汇 (Yunhui)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33
江苏宇通 (Yutong) 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23
常州自力 (Zili)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57
   

  

颂崇 (Acclaim)( 上海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A23
上海富格 (Advantage)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B26
亚太拉斯 (Atlas) 材料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B21
安东帕 (Anton Paar)(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
 奥地利 Austria E3.A21
厦门美联彩 (Ashika) 色卡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13
英国 ATAC 公司
 英国 UK E3.D05
德国科隆自动检测仪器 (Automation Dr. Nix)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H03
安卓 (AZO) 物料自动化系统 ( 天津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C22
广州市盛华 (BEVS)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01
布勒 (Buhler) 集团
 瑞士 Switzerland E3.B05
韩国赛诺 (Cenote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E3.D21
考卖科 (COMEC)
 意大利 Italy E3.B13
德塔颜色 (Datacolor) 商贸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A07
英国 (Datapaq) 有限公司 ( 福禄克 )
 英国 UK E3.B30
美国狄夫斯高 (DeFelsko)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A03
比利时迪富力 (DeVree) 公司
 比利时 Belgium E3.D05
祖蒙迪 (DROMONT)
 意大利 Italy E3.B13
河源帝诺 (Dur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05
英国易高 (Elcometer) 有限公司
 英国 UK E3.D13
德国仪力信 (Erichsen)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A03
速流管理 (FFM) 亚洲公司
 澳大利亚 Australia E3.D05
富林泰克 (Flintec)( 北京 )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07
上海弗鲁克 (FLUKO)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17
哈沃 (Haver) 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F09
上海昊阳 (Hellosun)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17
HIWAY S.R.L.
 意大利 Italy E3.A24
上海琥崧 (Hoosun)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13
上海苏凯 (Shanghai Hoslink)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05
何氏联合 (Hoslink)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E3.D05
细川阿尔派 (HOSOKAWA ALPINE) 公司
 德国 Germany E3.B29
德国高科 (HTech) 仪器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B25
HunterLab Asia Limited
 美国 USA E3.C21
IEC Plant Engineering Sdn Bhd
 马来西亚 Malaysia E3.C17
瑞士英格泰克 (Ingtec) 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E3.A27
英美科 (Inkmaker) 自动化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意大利 Italy E3.D09
韩国杰奥特 (Jeiotech) 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E3.A26
浙江金琨西立 (Jinkun SiLi) 锆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F05
柯索 (Keso) 压缩机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H01
凯碧 (Kobayashi) 集团
 日本 Japan E3.A25
柯尼卡美能达 (Konica Minolta)(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E3.A05

克吕士 (KRUSS) 科学仪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C25
东莞市琅菱 (Longly)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E05
马尔文帕纳科 (Malvern Panalytical)
 英国 UK E3.C13
梅特勒 - 托利多 (Mettler Toledo)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E3.C09
麦斯凯 (MSK) 包装系统 ( 青岛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D25
诺曼艾索 (NEUMAN & ESSER) 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B28
耐驰 (NETZSCH)( 上海 ) 机械仪器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B01
Wilhelm Niemann GmbH & Co.
 德国 Germany E3.D05
珠海欧美克 (OMEC) 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C13
德国菲尼克斯 (PHYNIX)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C28
广州柏励司 (Pleased) 研磨介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05
普利赛斯 (Precisa)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E3.H05
广东派勒 (PUHLER) 智能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D01
上海普尔潘 (PURPLAN)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C26
美国 Q-Lab 公司
 美国 USA E3.D17
德国瑞茨曼 (Renzmann)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C30
德国 RHE 公司
 德国 Germany E3.D05
罗斯 (Ross)( 无锡 ) 设备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B17
拉塞尔 (Russell Finex) 工业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英国 UK E3.F13
圣戈班西普 (Saint-Gobain ZirPro) 磨介 ( 邯郸 ) 有限公司
 法国 France E3.B22
舒驰 (Schütz) 容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E3.E01
广州市东南科创 (Sinoinstrument)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G17
中贸设备 (Sinotime)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E3.A03
斯凯力 (Skylink) 流体工程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加拿大 Canada E3.G17
日时 (Star Union) 公司
 新加坡 Singapore E3.C29
东莞市上尹 (Sunin) 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E3.G09
拓帕 (Topaz) 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3.D26
Variable, Inc.
 美国 USA E3.C27
瑞士华尔宝 (Willy A. Bachofen AG Maschinenfabrik) 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E3.C05
华尔宝 (WAB) 机械 ( 深圳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E3.C05
爱色丽 (X-Rite)( 上海 )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3.A01
   

   

东莞市贝杰 (Beiji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4
广东博兴 (Bossi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37
广州市博闻 (Bowe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21
湖南凯斯利 (Casly)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05
CCTech Inc.
 韩国 Korea E4.D37
菏泽昌盛源 (Chang Sheng Yua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21
上海俊彩 (Chemelite)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1
岳阳市科立孚 (CLEF)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09
江门市恒之光 (Ever Ray) 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13
池州方达 (Fangd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05
东莞市丰彩 (Fengca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27
FTL Co., Ltd.
 韩国 Korea E4.C37
上海泛升 (Functio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13
广州市广传 (Guangchuan)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17
长沙广欣 (Guangxi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13
湖北固润 (Guru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33
广东昊辉 (Haoh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17
天津汇仁恒通 (Huire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01
中山市杰事达 (Jesida)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17
天津久日 (JIURI)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01
深圳市科大 (Keda) 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33
上海同金 (King Brother)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01
东莞市兰卡 (LanK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5
上海联志 (Lianzh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6
长沙新宇 (Newsun) 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03
中山市千佑 (Qianyou) 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05
上海彩能 (Rainbow Powe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17
江苏开磷瑞阳 (Ruiyang)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09
广州锐越 (Ruiyue)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3
东莞市叁漆 (Sanqi)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27
上海三桐 (Sato)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27
嵩常 (Soltech) 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27
广州市嵩达 (Sumd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21
北京嘉和瑞联 (Sumwin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13
烟台信谊化工 (Sunychem)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09
南通新纳希 (Synasi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07
常州强力 (Tronly) 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33
青岛泛化 (Unichem)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37
南京康鑫中和盛 (Uniqu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01
宁夏沃凯珑 (Vocar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05

粉末涂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LIST OF EXHIBITORS & EXHIBITION FLOOR PLAN
参展商名录及展馆平面图

中国设备、仪器及服务 
China Machinery, Instrunment & Services

国际设备、仪器及服务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Instrunment & Services

UV/EB 固化技术及产品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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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 LIST OF EXHIBITORSLIST OF EXHIBITORS & EXHIBITION FLOOR PLAN
参展商名录及展馆平面图

Hall W3 展馆

Hall W2 展馆

Hall W1 展馆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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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OUTLINE BLACK & WHITE OUTLINE

EXHIBITION FLOOR PLAN
展馆平面图

Hall E4 展馆

Hall E3 展馆

Hall E2 展馆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8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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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FLOOR PLAN
展馆平面图

Hall E7 展馆

Hall E6 展馆

Hall E5 展馆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入口 ENTRANCE

8
E5.E05 E5.E11 E5.E16

E5.D05 E5.D11 E5.D16

E5.E21 E5.E29 E5.E35

E5.D21 E5.D29 E5.D35

E5.G05

E5.H01 E5.H05 E5.H21 E5.H25 E5.H41 E5.H44 E5.H47

E5.A01 E5.A05 E5.A21 E5.A25 E5.A41 E5.A44 E5.A47

E5.H61 E5.H63 E5.H65 E5.H67

E5.A61 E5.A63 E5.A65 E5.A67

E5.G15 E5.G21 E5.G29 E5.G35

E5.B21 E5.B29 E5.B35

E5.G41 E5.G47 E5.G53 E5.G57 E5.G61 E5.G67 E5.G71 E5.G77 E5.J16

E5.J15

E5.J14

E5.J13

E5.J12

E5.J11

E5.J10

E5.J09

E5.J08

E5.J07

E5.J06

E5.J05

E5.J04

E5.J03

E5.J02

E5.J01

E5.F41 E5.F47 E5.F53 E5.F57 E5.F61 E5.F67 E5.F71 E5.F77

E5.E41 E5.E47 E5.E53 E5.E57

E5.D41 E5.D47 E5.D53 E5.D57

E5.C41 E5.C47 E5.C53 E5.C57

E5.B41 E5.B47 E5.B53 E5.B57

E5.E61 E5.E67 E5.E71 E5.E77

E5.D61 E5.D67 E5.D71 E5.D77

E5.C61 E5.C67 E5.C71 E5.C77

E5.B61 E5.B67 E5.B71 E5.B77

E5.B15E5.B05

E5.B01

E5.E01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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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广州市润奥 (Wraio) 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27
浙江扬帆 (Yangfa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21

   

 
三博 (3D) 生化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1.G77
内蒙古三爱富万豪 (3F Wanhao) 氟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67
常熟三爱富中昊 (3F Zhonghao)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67
ABC Chemical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E67
ABC Chemical Export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E67
ABC Chemical Exports (UAE) Pvt. Ltd.
 阿联酋 UAE W1.E67
ACE&E 株式会社
 韩国 Korea W2.D58
重庆艾克米 (Acme)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21
无锡阿科力 (Acry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35
ACT Test Panels LLC
 美国 USA W2.J05
美国艾狄孚 (Active Minerals) 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1.E42
北京加成 (Additves) 助剂研究所
 中国 China E6.J11
株式会社 艾迪科 (ADEKA)
 日本 Japan W3.D55
阿迪塔亚博拉 (Aditya Birla) 化学品 ( 泰国 ) 有限公司
 泰国 Thailand W1.H01
Admark Polycoat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H21
江苏埃特夫 (ADV)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07
埃夫科纳 (Afcona) 化学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Malaysia W2.E31
辽宁艾海 (Aihai) 滑石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21
欧宝迪 (ALBERDINGK) 树脂 ( 深圳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D47
Alliance Organics LLP
 印度 India W3.C73
湛新 (Allnex) 树脂 ( 中国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D05
山东奥伦 (Allplace)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1
绍兴奥唯特 (Allway)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11
阿尔卑斯 (Alps) 化工
 印度 India W1.J14
长沙奥特 (Altla) 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31
Amar Impex
 印度 India W2.A65
淮安市上研 (Amors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21
浙江安邦 (Anbang) 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76
江西安德力 (Andeli) 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01
鞍钢 (Angang) 实业微细铝粉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77
鄂州市安吉康 (Anjek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73
安徽安纳达 (Annada) 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47
山西晋坤 (Anpeak) 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65
上海澳润 (Aoru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41
黄山联固 (Aqua Uni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41
Laboratorios Argenol, SL
 西班牙 Spain W2.A43
阿科玛 (Arkema)(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法国 France W3.E05
旭化成 (ASAHIKASEI) 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2.E01
ASCOTEC
 法国 France W2.H45
亚什兰 (Ashland)(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D13
Ashu Organics I Pvt. Ltd.
 印度 India W2.J07
安泰能 (Attaining)( 上海 )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2
AVL Metal Powders
 比利时 Belgium W3.A01
厦门阿兴达 (Axingda)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07
浙江映美 (Azale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22
阿泽雷斯 (Azelis)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比利时 Belgium W2.B77
江苏百诚 (Baicheng)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04
江苏百川 (Baichuan) 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47
蕉岭佰霖 (Bailin) 荧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45
江西百盛 (Baisheng) 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67
北京佰源化工 (Baiyuan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E50
广东邦固 (Banggu)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13
广州宝捷 (Baojie) 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53
上海保立佳 (Baolijia)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05
上海基材 (Basictak)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77
青岛贝特 (Bater)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76
中山华明泰 (Belike)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众分公司
 中国 China E7.B41
本隆 (Benlong) 商事 ( 天津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E46
张家港保税区博森 (Berson)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9
河北佳彩 (Best Colour)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4.B53
惠州市伯特 (Better) 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07
BHAGWATI ALLIED PRODUCTS
 印度 India W1.J15
哈尔滨比尔 (Bier) 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11
武汉市佰益特 (Bie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47
大连百傲 (Bio)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45
广东标美 (BioMax) 硅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11
博拉炭黑 (Birla Carbon)
 美国 USA W3.C41
上海毕特 (BITE)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49
安徽黑钰颜料 (Black Diamond)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35

杭州黑马 (Black Hors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65
济南博彩 (Bocai) 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57
浙江博聚 (Boju)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25
义乌市博骏 (Bojun)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76
苏州博卡 (Boka) 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41
巴蒙 (Boom) 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55
博谢思 (Borchers)(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E53
河南博泰 (Botai) 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21
长沙波英 (Boyi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31
广州市清风 (Breez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13
山西金宇 (Bright) 科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11
杭州斐绩 (Brilliant)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76
中山市明日 (Brite Day) 涂料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F61
上海邦高 (Bronkow)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47
德国布吕格曼 (Brueggemann) 公司
 德国 Germany W2.H25
博德 (Budenheim) 公司
 德国 Germany W2.H63
毕克 (BYK) 助剂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1.B05
毕克 - 加特纳 (BYK-Gardner)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B05
上海泰禾 (CAC)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75
浙江彩瑞 (Cain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61
东莞市彩之虹 (Caizhihong)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E13
浙江康百欣 (Camp-shinn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05
上海运河 (Canal)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45
河北灿日 (Canr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42
南京能德 (Capatue)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8
卡德莱 (Cardolite) 化工 ( 珠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1.H41
国泰 (Cathay) 工业亚太地区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E21
科耐欧 (Connellbros) 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G35
长春 (Chang Chun) 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长春化工 ( 江苏 ) 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D41
苏州赛璐泰科化工 (Celotech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61
灵寿县华中 (Central China) 矿业加工厂
 中国 China E6.J05
Ceronas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清友 (Cheongwoo) CFC®

 韩国 Korea W1.B35
上海昶菲 (Champhic)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01
产协 (Chan Sieh) 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产协 (CSE) 高分子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B42
浙江长安仁恒 (Changan Renheng)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35
中山市昌鑫 (Changxi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5
岳阳凯门 (Chem) 水性助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13
Chemelyne Sppecialities
 印度 India W3.J07
佛山市凯米富 (Chemfr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1
化学合作伙伴 (Chemical Partners) 行业 S.A.E.
 埃及 Egypt W1.A47
潍坊科麦 (Chemide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58
西班牙全保 (Chemipol) 化工 ( 中国 )
 西班牙 Spain W1.H47
上海执细 (Chemix)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5
科慕 (Chemours) 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B13
潮州市诚成 (Chengcheng)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A47
江西晨光 (Chengua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61
曲阜晨光 (Chengu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71
开化诚信 (Chengxin)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2
扬州晨化 (Chenhua)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47
广西七色 (Chesir) 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29
奇钛 (Chitec)( 上海 )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73
河北驰野 (Chiye) 玻璃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7.A65
佛山昌联 (CHLIA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61
东莞市汉维 (Chnv)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31
Choksi Pigments
 印度 India W1.F77
赢彩 (Chromaflo) 色浆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E77
上海创彩 (Chuangcai)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C67
连南瑶族自治县创阳 (Chuangya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13
上海创羿 (Chuangyi)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67
河南创越 (Chuangyue) 化工产品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71
中信 (CITIC) 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15
科莱恩 (Clariant) 涂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2.E13
唐山麦迪逊 (CMP) 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E61
中核 (CNNC) 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05
常熟高泰 (Coatex) 助剂有限公司
 法国 France W3.E05
Coatings World Magazine
 美国 USA W2.H66
颜谷 (Color Valley) 科技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3
杭州卡农 (Coloran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2
青岛凯乐化工 (Colorchem)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29
可乐士 (Colorlotus)( 美国 ) 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G47
卡星 (Colox)( 上海 )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9
北京高盟 (Comens)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41

协奏曲 (Concerto)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J16
广东祥枫 (Confon) 水性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01
上海核心 (Corechem)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13
北京科之信 (Cosuny) 乳胶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01
浙江科力森 (Cothanes)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1
上海科梵 (COV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J11
科思创 (Covestro) 聚合物 ( 中国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B05
韩国 CQV 公司
 韩国 Korea W1.B28
无锡科立诺 (Crenovo)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1
快思瑞 (Crerax) 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71
广东冠晟 (Crownroad)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61
美国 CVC 热固性特种材料公司
 美国 USA W2.G41
威海晨源分子 (CYD)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0
旲美 (DAEMI)
 韩国 Korea W2.D59
株式会社 大赛璐 (Daicel)
 日本 Japan W2.G77
昆山玳权 (Daiquan) 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21
江苏丹霞 (Danxi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53
韶关德科美 (Daoqu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01
大庆华科 (Daqing Huake)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07
山东道恩 (Dawn) 钛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16
深圳市大兴 (Dax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64
双键 (DBC) 化工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G61
多美年 (Dominion) 颜料公司
 加拿大 Canada W2.A61
狄夫斯高 (DeFelsko) 公司
 美国 USA W1.E13
潍坊德华 (Dehua) 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47
Delta Specialties
 埃及 Egypt W1.G31
南通登峰 (Dengfeng) 复合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6
临沂市德瑞 (Deroy)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37
杭州德瑞 (Der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1
温州德泰 (Detai) 塑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63
德乐士 DEUREX
 德国 Germany W2.F77
Dhanveen Pigments Pvt. Ltd. / Sunglow Colorants Corporation
 印度 India W3.F55
上海迪爱生 (DIC) 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D21
杭州达迈成 (Dimacolor)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5
青岛琳可 (Diransa San Luis) 工贸有限公司
 阿根廷 Argentina W2.J03
帝盛 (Dishe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01
第一工业制药 (DKS) 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3.J04
大昌 (DKSH) 洋行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1.E01
中国贸促会 (DMG Events) 化工分会
 英国 UK W3.A67
山东东佳 (Doguide)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35
泉州市东宝 (Dongbao)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64
广州东博 (Dongb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2
绍兴市上虞东海 (Dongha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58
抚顺东联安信 (Anxin)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45
东联新南方 (Donglian New South) 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17
东联 (Donglian) 北方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17
东联 (Donglian) 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17
东胜 (Dongsheng) 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1
济南东远 (Dongyuan)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49
湖北双键 (Double-Bond)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24
道硅 (Dowsilicon) 材料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4
中山市龙达 (Dragon)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47
帝斯曼 (DSM)( 中国 ) 有限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2.E05
上海杜普利 (Dukepolytech)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G28
江苏多森 (Duose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04
太尔化工 Dynea AS
 挪威 Norway W3.C67
Eagle Chemicals™
 埃及 Egypt W3.A45
河南东方钙业 (East Calcium)( 彩砂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67
青岛伊森 (Eastsu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04
上海颐威 (Eastway)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H44
青岛大拇指 (Echemi) 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57
爱卡 (ECKART)( 亚洲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1.D05
爱卡 (ECKART)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D05
广州艾科普 (Ecopower)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54
EGE KIMYA Sanayi ve Ticaret A.S.
 土耳其 Turkey W2.J01
行知佳 (EKB)( 福建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65
海名斯 (Elementis)
 英国 UK W1.E05
El-Mohandes for Coatings and Solvents
 埃及 Egypt W1.F41
广东奕美 (EM)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14
美国 Emerald Kalama Chemical 公司
 美国 USA W2.G41
青岛恩泽 (Enz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B71
安徽艾珀希德 (Epoxid)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63
常州海舒化工 (ER Chem)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3

德清县一帆 (E-sail)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7
佛山市顺德区伊士昂 (Essun)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53
埃斯特纶 (Estron) 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J09
深圳光华伟业 (ESUN)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5
长兴 (Eternal) 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2.G13
杭州优彩 (Euchem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75
江苏欧摩德 (Euiomoda) 漆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41
赢创 (Evonik)
 德国 Germany W3.D05
龙口市易久化工 (Excel Chemical)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63
上海可名 (Famous Culture)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A68
方鑫 (Fangxin) 树脂 ( 常州 / 南通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21
深圳飞扬骏研 (Feiyang Protech)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61
明光市飞洲 (Feizhou)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61
南京泛成 (Fenchem) 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37
浙江丰虹 (Fengho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05
福禄 (Ferro) 颜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B41
杭州泛成 (Fineland)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43
广州渤龙 (Flying Drago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4
上海连泓 (Focus) 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41
张家港丰通 (Fortun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2
复顿 (Fortune) 色彩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15
杭州弗沃德 (Forward)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13
河北友谊 (Friendship) 颜料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47
上海韩庆 (FTC Korea) 贸易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W3.G55
大连福昌 (FuChang)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5
陕西富化 (Fuhua)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7.F78
富士硅 (Fuji Silysia) 化学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2.H47
上海劲乘 (Fulcolor)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49a
山西富立桦 (Fulihu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77
潍坊富乐新材料 (Fuller New Materials)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57
江苏富琪森 (Fuqise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41
浙江临安福盛 (Fusheng) 涂料助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61
青岛扶桑 (Fuso) 精制加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8
浙江新伽玛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77
中山市港雄 (Gangxiong)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F61
稷山县高盟 (Gaomeng) 色素炭黑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41
江苏广成 (Gaxs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61
广州丰天 (GCC)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F67
台湾中亚 (Grand Citrus) 化成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G41
佛山集美 (Gemme) 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A45
浙江正奇世荣 (Genky Selo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61
盈颜 (GGink) 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21
扬中格拉斯 (Glassven) 白炭黑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67
环球 (Globell)( 香港 ) 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2.H41
江苏格罗瑞 (Glory)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1
上海高茵 (Going) 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7
南京古田化工 (Golden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C67
金色摇篮 (Golden Cradle) 新材料股份公司
 中国 China E7.G17
上海子成 (Golden Success)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02
天津开发区国隆 (Golon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C77
互应 (GOO)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1.A27
山东广浦 (GP)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08
黄山金质丽 (Goldenly)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F67
格雷斯 (Grace) 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B55
福建格瑞诗 (Grace)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28
Gratube Co., Ltd.
 韩国 Korea W2.H67
滁州格锐 (Grea)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4.E47
广州格凌 (Green)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71
浙江歌瑞 (Greenfl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61
湖北绿色家园 (Greenhome) 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21
株式会社科立思 (GSI Creos)
 日本 Japan W2.H43
广东新华粤 (Guangdong Xinhuayu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05
广福 (Guangfu) 建材 ( 蕉岭 ) 精化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C61
淄博广通 (Guangtong)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J03
江西广源 (Guangyuan)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E21
广州化工 (Guangzhou Chemicals) 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6
广东冠虹 (Guanhong) 金葱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61
湖南冠一 (Guanyi)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57
广州冠志 (Guanzh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67
安徽硅宝 (Guibao) 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4
Gulmer Madencilik San. ve Tic. A.Ş.
 土耳其 Turkey W3.J06
南京国晨 (Guoche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57
常熟国和 (Guoh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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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江苏国联 (Guolia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71
高邮市华宝 (GYHB)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53
翁开尔 (H.J. Unkel)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E13
连云港海迪 (Haidi)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35
苏州海峰鑫 (Haifengxin) 钛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21
浙江海申 (Haishe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1
上海海逸 (Haiyi) 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01
上海瀚岱 (Handai)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8
南雄市汉科化工 (HANERCHEM)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73
清远市汉科化工 (HANERCHEM)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73
韩珍 (HANJIN) 化工
 韩国 Korea W2.D53
上海瀚民 (Hanming) 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E71
南通市晗泰 (Hanta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57
上海浩扬 (Hao Future)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A47
和贸 (Harmo)( 上海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05
河南浩丰 (Harves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63
深圳市海扬 (Hayond) 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6
苏州和创 (He-ch)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75
山东赫达 (Head)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31
杭州电化 (HEC)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61
辽宁和发 (Hef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76
杭州海迪斯 (Heidis)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8
鹤山市和利 (Heli)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61
江苏海明斯 (Hemings)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21
广东恒和 (Henghe) 永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05
恒河 (Henghe)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67
山西恒源 (Hengyuan) 高岭土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53
江苏恒展 (Hengzh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65
江苏恒兆 (Hensjo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05
安徽省和福 (Herrman) 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78
柳州市合盛 (Hesheng) 非金属矿粉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3
衡水和硕 (Heshuo)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01
Heubach GmbH
 德国 Germany W2.D01
瀚森 (Hexion) 化工企业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E21
常州海克莱 (Hickory)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67
鞍山七彩 (Hifichem)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11
新乡海伦 (Highland)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54
青岛豪纳 (Highonou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71
深圳市海润 (Highru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B77
青岛海安格力 (Higre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1
High in Tech Co., Ltd.
 韩国 Korea W2.H08
海客迈斯 (Hixmas) 生物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英国 UK W3.D73
上海汉中 (Hizone) 涂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67
韩国罗特斯 (Hankuck Latices)
 韩国 Korea W3.B49
德国霍夫曼 (Hoffmann) 矿业公司
 德国 Germany W2.C41
霍夫曼 (Hofmann)( 天津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3.E13
中山市浩力特 (Hollited) 塑胶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0
上海和铄 (Hol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55
上海赫力思特 (Hones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61
上海忠诚 (Honesty)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67
惠州市蜂巢 (Honeycomb) 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5
宁波洪大 (Hongda) 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C53
无锡洪汇 (Honghui)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05
广东宏泰 (Hongta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54
安庆市虹泰 (Hongtai)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7.E17
杭州红妍 (Hongyan)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61
福建鸿燕 (Hongy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F77
浙江红宇 (Hongyu)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35
宁夏宏源 (Hongyu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57
云浮鸿志 (Hongzh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5
安庆昊业 (Hooray) 树脂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05
湖北合源 (Hoyon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67
韩国兴盛 (HS CHEM) 化工
 韩国 Korea W3.B01
盐城市华邦 (Huab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61
松滋市华邦 (Huabang) 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27
广东花果山 (Huaguoshan)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29
常州华科 (Huake) 聚合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67
保定华联 (Hualian) 领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72
江苏华伦星聚河 (Hualun Galaxy) 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15
华伦纳路 (Hualun Noroo)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15
浙江皇马 (Huangm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73
大连环球 (Huanqiu) 矿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3
浙江华特 (Huat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05

华谊合丰 (Huayi Hefeng) 特种化学淄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53
上海华谊 (Huayi)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61
深圳市华亿昌 (Huayichang) 化工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27
浙江华源 (Huayuan) 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41
合肥华越 (Huayu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45
山东汇百川 (Huibaichu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57
上海惠广 (Huiguang)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61
鞍山辉虹 (Huihong) 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16
山东汇金 (Huij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75
苏州国建慧投 (Huitou) 矿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71
广东惠云 (Huiyun) 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61
沧州渤海新区互益 (Huy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01
华宝 (Hwa Pao) 树脂化学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B50
青岛华特隆 (Hwa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41
广西海康启明 (Hycham)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61
慧聪化工网 (www.chem.hc360.com/www.coatings.hc360.com/www.ibuychem.com)
 中国 China E6.H21
IC 化学
 韩国 Korea W1.E45
艾坚蒙 (IGM)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3.C61
益瑞石 (Imerys)( 上海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C47
Indulor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Ink World Magazine
 美国 USA W2.H66
慧智 (Innotek)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3.H01
上海创宇 (Innov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61
韩国宜诺珀尔 (INOPOL)( 股份 ) 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W2.F47
Insilico Co., Ltd.
 韩国 Korea E6.F57
岳阳市英泰 (Intech)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29
江苏泛华 (Inter-China)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41
因泰聚合物 (INTERPOLYMER) 贸易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3.A41
宁波易倍尔 (Ipel)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巴西 Brazil W1.D67
安徽省爱索 (I-Sourcing) 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46
上海劲辉 (J&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05
武汉吉和昌 (Jadechem)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67
Jaysynth Dyestuff (India) Ltd.
 印度 India W1.A24
成都杰晟蜀邦 (Jchem Supp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21
浙江精通 (Jcolor)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77
上海经天 (Jeat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67
河北捷虹 (Jeco)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49
吉力 (Jelee) 水性新材料科技 ( 珠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13
杭州杰西卡 (Jessic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4
苏州工业园区加点 (Jiadi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53
深圳市佳迪达 (Jiadid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G41
佳化 (Jiahua) 化学 ( 茂名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01
黄山加佳 (Jiajia) 荧光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21
荆州市江汉 (Jianghan)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57
江门市制漆 (Jiangmen Paint) 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47
衡水建民 (Jianmin)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01
天津嘉腾 (Jiateng) 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4
苏州嘉祥 (Jiaxiang)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47
深州嘉信 (Jiaxin)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A65
浙江嘉怡 (Jiayi)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8
华腾冀春 (Jichu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11
杭州捷凯 (Jieka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3
上海集丰 (Jifeng)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71
济南华临 (Jinan Hual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67
温州市金百彩 (Jinbaicai) 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16
河南金港 (Jingang) 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4
昆山京昆 (Jingkun) 油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72
阳山景润 (Jingrun) 陶瓷色料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53
晶之杰 (Jingzhijie)( 北京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41
江苏金海合众 (Jinhai Hezhong) 钛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77
山东金海钛业 (Jinhai Titanium) 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05
湖南金昊 (Jinhao)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67
深圳市锦昊辉 (Jinhaohui)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E77
江西金环 (Jinhuan)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2
广西金茂 (Jinmao) 钛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49
南京尽善 (Jinschem) 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57
上海锦山 (Jinsh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47
甘肃锦世 (Jinshi)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7.D75
福建省南平市锦泰 (Jintai)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65
大同煤业金宇 (Jinyu) 高岭土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71
上海久塔 (Jiut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61
杭州捷尔思 (JLS) 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76
JMB 公司
 英国 UK W1.J05

佛山市顺德区金美瑞 (JMR) 化工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Malaysia W3.J03
广州玖盈 (Joiningchem) 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41
上海精日 (Joul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21
定石化学 (JS Chem)
 韩国 Korea W2.D77
湖南巨发 (Juf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49
上海君江 (Jun Jia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71
东莞市竣成 (Junche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41
宁夏骏马 (Junm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16
广州骏能 (Junne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21
张家港卡邦 (Kaba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41
上海锴铠 (KaiKai) 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61
土耳其卡图矿业 (Kaltun Mining) 有限公司
 土耳其 Turkey W3.E49
金华康宏 (Kanghong) 水性蜡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67
上海开士达 (Kastar)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D13
黄山市科贝瑞 (KBR)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4
Kolorjet Chemical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A41
安徽科邦 (Kebang) 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17
Keim-Additec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江苏科蓝 (Kelan)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21
Kelley Associates
 韩国 Korea W1.J12
凯凌 (Kellin) 化工 ( 张家港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24
公耀 (Kelly)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E28
广西贺州市科隆 (Kelong) 粉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55
Kemiteks Kimya Sanayi Ve Ticaret A.Ş.
 土耳其 Turkey W1.A21
青岛蓝谷 (KEMP) 进出口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W2.D54
KEMPRO KIMYASAL MADDELER VE DIS TIC. A.S.
 土耳其 Turkey W3.J08
苏州凯贝 (Kenbt)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15
英德市柯力森 (Kenx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44
南雄科田 (Keti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63
株式会社 金井 (KEUMJUNG)
 韩国 Korea W2.D56
Kevin Dyes and Chemicals Private Limited
 印度 India W1.D53
Kewin Chemicals Pvt. Ltd.
 印度 India W2.H07
英德科迪 (Keytec) 颜料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47
岳阳科苑 (Keyuan)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7
KH Neochem Co., Ltd.
 日本 Japan W2.E47
杭州凯美斯 (Kimix)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C55
上海市赢盟 (King-Master)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5
广州璟泰 (Kingdo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A01
勤裕 (Kingyorker)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F52
韩国贸易协会 (KITA) 蔚山地域本部
 韩国 Korea W2.D53-60
黄山市科美 (Kome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21
广东科茂 (KOMO) 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65
淮安格致 (Kooz)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65
江西高信 (Kosin) 有机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31
Kroma Industries
 印度 India W1.D13
KRONOS INTERNATIONAL, INC.
 德国 Germany W3.E31
KS 化学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W2.D60
福建坤彩 (Kuncai)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B31
可乐丽 (Kuraray)
 日本 Japan W1.E58
楠本 (Kusumoto) 化成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1.E35
Labman 公司
 英国 UK W1.E13
宁柏迪 (Lamberti) 有限公司
 意大利 Italy W1.E77
西班牙拉玛萨 (LAMIRSA) 实验研究院
 西班牙 Spain W1.G41
山东兰杜 (Landu)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21
永兴朗丰 (Langfeng) 色料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57
上海朗亿 (Langyi)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49
朗盛 (LANXESS) 化学 ( 中国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3.B05
上海劳安 (Laoan) 涂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6
LAU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利和 (Lee W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E41
雷孚斯 (LEHVOSS)( 上海 )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B67
南京联智 (Lensechem)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6
LEVACO 化学公司
 德国 Germany W1.D61
乐天 (LOTTE) 精密化学
 韩国 Korea W3.D21
辽宁联港 (Liang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44
大连连晟 (Liansheng)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17
南京联裕达 (Lianyuda) 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27
扬州市立达 (Lida)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77
广州立飞 (Lifl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2
百合花 (Lily)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13
黎明 (Liming) 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W3.G77
南阳市凌宝 (Lingbao) 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01
湖州市菱湖新望 (Linghu Xinwang)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67

广州凌玮科技 (LINGWE TECHNOLOGY)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13
广州临辉 (Linh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7
江苏利思德 (Lisid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41
江苏利田科技 (Litian)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7
江苏李文甲 (Liwenji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21
山东利兴 (Lix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2
安徽立兴 (Lix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67
太仓市丽源 (Liyu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2
络合 (LOHO) 高新材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61
龙蟒佰利联 (Lomon Billions)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B21
罗讷 (LONA) 工业有限公司
 印度 India W1.E57
隆昌 (Longchang) 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4.B77
滁州市龙飞 (Longfe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21
江西省龙海化工 (Longhai)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41
广东龙湖 (Longhu) 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3.G49
荣欧 (Longou)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61
海宁朗先 (Longshine)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77
梧州市隆腾 (Longte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1
上海弘洋 (Longy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76
青岛隆运通 (Longyuntong)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6
广州南沙龙沙 (Lonza)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2.H21
淄博鲁华泓锦 (Luhua Hongji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4
杭州乐绚 (Luxcolor)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47
石家庄绿源 (Lvyuan)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76
江苏丽王 (Lywo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35
苏州瀚海 (Macrooce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A01
马蜂 (Mafeng) 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55
玛福隆氟化学 Maflon SPA
 意大利 Italy W3.C67
马哈维尔 (Mahavir) 工业
 印度 India W1.H61
Mahickra Chemicals Limited
 印度 India W1.E53
Mallak Specialtie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G73
泉州万丰 (Manfong) 金属粉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45
苏州曼特博 (Mantebo) 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11
天津麦斯特 (Master)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29
上海松尾 (Matsuo-Horsense) 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2.E53
北京麦尔 (Mayo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53
Mazda Colours Limited
 印度 India W1.F67
上海鸿翊 (Megachem) 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加坡 Singapore W1.A63
广州怡升升 (Megaso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F49
印度 Meghmani Organics 公司
 印度 India W2.G71
梅克纳 (Meghna) 颜色 ( 颜料 )
 印度 India W1.F53
温州美尔诺 (Meiernu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16
丹阳市美尔鑫 (Meierx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47
美利达 (Meilida) 颜料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47
美最时 (Melchers)( 香港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A41
默克 (Merck) 光电材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D41
三菱瓦斯 (Mitsubishi Gas) 化学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3.D01
Micas Organics Limited
 印度 India W1.D13
上海迈肯生物 (Mike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01
无锡明辉 (Minghui)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67
安徽省明美 (Mingmei) 矿物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75
明儒 (Ming-Zu)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H65
河南五矿东方实业 (Minmetals East)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65
三菱 (Mitsubishi) 化学
 日本 Japan W2.B53
三菱商事 (Mitsubishi Shoji) 化学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2.B53
邯郸市瑞斯达 (MixStar) 乳胶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05
湖州美欣霍普 (Mizuda Hope)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C41
上海奇想青晨 (Morfant)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8
摩吉 (Morgitol)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加拿大 Canada W1.F46
美国微粉 (Micro Powders) 公司
 美国 USA W2.H41
MSchemical International Co., Ltd. 
 韩国 Korea W2.D55
盟庆信 (Münzing) 添加剂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A25
加拿大能达 (Nadar) 化学 ( 鹤山 ) 有限公司
 加拿大 Canada W3.D61
浙江纳美新材料 (Namei Material)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21
南京钛白化工 (Nanjing Titanium Dioxide)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D29
Narayan Organic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H24
Navpad Pigment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H27
崇裕科技 (NCC)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H63
上海和氏璧 (NC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11
南京新化原 (NCMC)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50
尼欧斯 (Neos)(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F49
湖南新威凌 (New Welllink) 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73
江苏纽莱特 (Newlight)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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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勒 (Rallyche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50
Ramdev Chemical Industries
 印度 India W1.D73
RAR Resin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阿联酋 UAE W3.J05
雷旸 (Rayoung)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E4.D54
广东雷邦 (Rebon)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53
上海曼宜化工 (REDA China / OPTICHEM) 有限公司
 阿联酋 UAE W1.A61
青岛红星 (Redstar)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7.E75
铜陵瑞莱 (Rely)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77
龙口市仁和群青 (Renhe Ultramarine) 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46
上海人信 (Renx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65
广州鼎诚 (Res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57
Rhytek Overseas Pvt. Ltd.
 印度 India W3.A65
天津利安隆 (Rianlo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28
瑞奇 (Rich) 化工 ( 湖北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53
瑞彩 (Rik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13
湖南瑞石 (Rissy)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67
Riverside Industries Ltd.
 印度 India W3.A63
浙江力禾 (Riwa)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53
青州日月 (Riyu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73
RK 公司
 英国 UK W1.E13
上海路嘉 (Rocky) 胶粘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0
罗姆 (Röhm) 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3.E41
天津融生 (Rongsheng)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6
广州罗斯夫 (Rosf)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05
南京荣安 (Royals)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4
上海诺科 (RUCO)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1
吕特格 (RüTGERS)(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E67
浙江瑞成 (Ruiche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11
阜新瑞丰 (Ruifeng) 氟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75
江苏瑞和 (Ruihe)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41
泰安瑞泰 (Ruitai)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65
江西瑞祥 (Ruixi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8
赤峰瑞阳 (Ruiy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47
嘉兴润彩 (Runcai) 表面活性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05
广东润华 (Runhu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67
天津润圣 (Runsheng) 纤维素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9
润泰 (Runtai)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15
上海赛福化工 (Saifu Chemical) 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C77
上海赛福 (Saifu) 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43
( 株 ) 三光 (Samkwang) 企业
 韩国 Korea W1.J10
圣大诺象 (DaXiang)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San Nopco)
 日本 Japan W3.D35
胜可乐 (Sancora) 漆油工业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Malaysia W1.J11
江苏森湖 (Sanhu) 彩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F73
吴江山湖 (Sanhu)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71
辽宁三环 (Sanhuan)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67
无锡市杨市三联 (Sanli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47
江苏三木 (Sanmu)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16
南雄市三拓 (Santol)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F61
昆山三旺 (Sanwang)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57
内蒙古三鑫 (Sanxin) 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5.E71
三洋 (Sanyo) 化成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3.D35
撒比斯 (SAPICI) 集团
 意大利 Italy W2.G01
Sappi Netherlands Services B.V.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2.A67
沙多玛 (Sartomer)( 广州 ) 化学有限公司
 法国 France W3.E05
沙索 (Sasol)
 德国 Germany W3.B41
Sauradip Chemical Industries Pvt. Ltd.
 印度 India W2.F61
信越泰勒士 (SE Tylose)
 德国 Germany W1.G41
世昌 (Sechang) 化学株式会社
 韩国 Korea W1.F56
安徽赛尔 (See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5
嘉善申嘉 (Senga)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76
上海外电 (SFEP)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英国 UK W2.G61
三叶 (Shamrock) 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1.A05
上海傲凡 (Shanghai Aof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5
上海华夏 (Shanghai Huaxia) 奔腾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E61
河北圣莱欧 (Sheng Laiou)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35
浙江胜达祥伟 (Shengda Charter W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41
濮阳市昇宏 (Shengh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67
广州晟卉 (Shenghui)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8
江苏申隆 (Shenlong) 锌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05
美国薛特 (Shepherd) 颜料公司
 美国 USA W1.H44
河北四友 (Shield) 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15
深圳市圣马斯 (Shinemax)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16
信越 (SHIN-ETSU) 有机硅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2.B13

南通新中村 (Shin-Nakamura) 化学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J08
武汉仕全兴 (Shiquanxing)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41
广州市仕展 (Shizhan) 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F73
昭和 (Showa Denko) 电工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3.G21
广州双键 (SHUANGJIAN)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73
清远双江 (Shuangjiang)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73
上海舜斯 (Shuns)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21
灵寿县顺天 (Shuntian) 矿产品加工厂
 中国 China E6.A45
硅碳鼠 (SIC Mouse)( 广州 )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G05
上海四峰 (Sifeng)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E71
星铂联颜料 ( 苏州 )(Silberline Suzhou)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E21
星铂联 (Silberline) 雅思达颜料 ( 济南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E21
Silcona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广州市斯洛柯 (Silok) 高分子聚合物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G05
东莞市思洛尔 (SILUOER)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61
山东辛化 (Sinchem) 硅胶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78
南京信彩 (Sincol)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5
中日合成 (Sino-Japan)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F42
中钢 (Sinosteel) 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2
苏州市兴业 (Siny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77
上海思盛 (Sisheng) 聚合物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71
SITA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广东天耀 (Sky Bright)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47
四川北方硝化棉 (SNC)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37
上海深竹 (SNYTO)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21
太阳能有机物 (Solar Organics)
 印度 India W1.F50
天津尚德信嘉 (Soundness)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D13
斯百德聚 (Specialty) 合物 ( 江苏 ) 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7.D17
春大地 (Spring Green)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2.A63
北京正恒 (Stabl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10
斯塔尔 (Stahl) 精细涂料 ( 苏州 ) 有限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1.G05
杭州新晨 (Star-up)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27
杭州思坦颜料 (Stenic)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61
步展 (Step-opening)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6
Subhasri Pigment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C77
Sudarshan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
 印度 India W2.B01
上海穗泰 (SUITAI)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D67
广西梧州日成 (Sun Shine) 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41
苏州市兴邦 (Sunbo)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47
双乐 (Sunlour) 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05
苏州世名 (Sunmu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29
东阳 (Sunny) 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A01
安徽旭阳 (Sunrise) 铝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29
山东阳光颜料 (Sunshine Pigment)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37
烟台新秀 (Sunshow) 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25
内蒙古超牌 (Super)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55
上海秀乐 (Supercolo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41
天津赛菲 (Surfy) 化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77
水山 (Susan) 高分子 ( 株 )
 韩国 Korea W1.E49
Suyog Dye Chemie Pvt. Ltd.
 印度 India W2.H64
杭州新乐仕 (Synox)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65
先创 (Synthron) 化学品
 法国 France W3.D13
上海斯诺 (Synuo)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15
大中 (Ta Chung)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B48
Taber 公司
 美国 USA W1.E13
攀枝花市钛海 (Taihai)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B05
河南泰和 (Taihe) 汇金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21
泰兴冶炼 (Taixing Smelting) 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1
上海陶源 (Taoyuan) 钴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63
北京涂多多 (Toodudu)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13
上海泰格 (Tech) 聚合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B13
科控 (Technical Control)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A44
上海腾民 (Tengmin)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C77
江苏泰特尔 (Tetr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71
新疆德欣 (Texong)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57
北京天恒健 (THK)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E67
托尔 (Thor) 专用化学品 ( 镇江 ) 有限公司
 英国 UK W3.F41
湖南三环 (Three-ring)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53
Tian Yuan Group/Tynox International Co., Ltd.
 马来西亚 Malaysia W3.A24
浙江天和 (Tianhe)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21
贵州天弘矿业 (Tianhong Mining)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9
镇江市天龙 (Tian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29
北方天普 (Tianpu)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05

山东天盛 (Tiansheng) 纤维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01
南京天诗 (Tiansh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05
江苏天音 (Tiany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01
内蒙古天之娇 (Tianzhijiao) 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6.F41
上海亭沐 (Tingmu)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01
Tinox Chemie GmbH
 德国 Germany W3.E55
佛山汀徳丽 (Tintaly) 色彩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A27
上海颜钛 (Titanos)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01
上海曼海高施米特 (TM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B73
张家港东亚迪爱生 (TOA-DIC) 化学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A67
佛山市高明同德 (TOD)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G53
广东彤德 (TOD)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G53
德清户田三峰 (Toda Sanfeng)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5
户田联合 (Toda United) 实业 ( 浙江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47
浙江德清美史乐 (Tongchem) 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53
上海通世 (Tongs)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67
湖州南浔同顺 (Tongshun) 染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75
上海奥迈 (Topmark)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15
东曹 (Tosoh) 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1.B53
肇庆东洋 (Toyal) 铝业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2.F53
东洋纺 (Toyobo) 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2.B53
TQC 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1.E13
大连金鼎祥 (Trimer) 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E73
盛禧奥 (Trinseo)
 中国 China W2.A21
上海美礼联 (Tronox)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1.G51
上海特偌伊 (Troy)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D49
无锡市恒懋 (Trump) 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H05
东莞佳村 (Trump) 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H05
浙江创赢 (Trunwi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57
杭州信凯 (Trust)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B21
盐城信立 (Trusty)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67
台湾合成树脂接著剂工业同业公会 (TSRAIA)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B46
上海腾世达 (Twin Star)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53
Unilex Colours & Chemicals Ltd.
 印度 India W1.H67
上海御捷 (UJ)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H45
超鸿 (Ultra-Chems)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C47
雅达 (UltraTech) 亚太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3.J01
涌奇 (UNICONE) 材料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A47
Uniform Synthetics
 印度 India W2.J11
安徽联钛 (Union Titanium)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65
优卡 (UNIQCHEM) 化学
 英国 UK W3.B61
Unique Fine Products Co., Ltd.
 泰国 Thailand W1.D31
宿迁联盛 (Unitechem) 助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77
美国联合大豆委员会 (United Soybean Board)
 美国 USA W1.J13
南京联硅 (US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41
瓦尼迈阿密 (Vavi Miami)( 江西 ) 化工有限公司
 美国 USA W2.G21
江西紫荆 (Veco)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37
VENCOREX
 法国 France W2.D71
印度 Vibfast Pigments
 印度 India W2.C61
汇康 (Vicome) 荧光科技 ( 嘉兴 ) 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C67
江苏维科特瑞 (Victory)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3
温克 (Vink) 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3.C55
深圳市添金利 (Vivid Colo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57
VMA-Getzmann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化咖 (WAC)(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A27
广州化咖 (WAC) 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1.A27
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cals)( 中国 ) 有限公司
 德国 Germany W2.E41
上海万厚 (Wanhou)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13
万华 (Wanhua) 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31
万隆 (Wan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61
滁州市万桥 (Wanqiao) 绢云母粉厂
 中国 China E4.D73
浙江万盛 (Wansheng)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28
安徽皖维 (Wanwei)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67
上海闻伯 (WBVCHE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A43
青岛道威 (Weiche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1
枣庄玮成 (Weiche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7
江苏致为 (Weike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53
珠海市维肯 (Weike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A47
丰益 (Wilmar) 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67
维波斯 (WinBos) 新材料 ( 潍坊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47
龙口市威德斯 (Windstar)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41
Winterthur Instruments AG 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1.E13
万达 (Wonder) 科技 ( 无锡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E54

上海尼恩 (Nie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21
Nilkanth Group of Industries
 印度 India W2.F71
日本制纸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日本 Japan W2.D67
National Industrial Resins Co., Ltd.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W1.J09
日产 (Nissan) 化学制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W2.J13
日信 (Nissin)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Japan W2.G67
宁波诺达 (Nord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12
加拿大诺德 (Nordes) 公司 / 诺德 (Nordes) 化学 ( 美国 ) 公司
 加拿大 Canada W2.B71
苏州诺升 (Norshine) 功能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11
诺力昂 (Nouryon) 化学品 ( 宁波 ) 有限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3.D28
诺力昂 (Nouryon) 特种化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3.D28
诺力昂 (Nouryon) 新材料 ( 苏州 ) 有限公司
 瑞典 Sweden W3.D28
上海诺安 (Nova)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31
上海诺辉 (NOVA) 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 China E3.B33
广西梧州新绿洲 (Oasis)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43
东莞市浩洋 (Oce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76
石家庄欧辰 (Ocea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05
奥科希艾尔 (OCSiAl) 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卢森堡 Luxembourg W2.B47
奥德 (Oerter)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上海欧积 (OG)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1
Omega Colors Pvt. Ltd.
 印度 India W1.J03
欧米亚 (Omya)( 上海 ) 投资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3.E31
Ons Co., Ltd.
 韩国 Korea W2.H65
杭州欧泊 (Opal)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21
潍坊芝麻开门 (Open Sesam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08
广州市欧鹏 (Ope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D13
ORGANIK KIMYA
 土耳其 Turkey W2.H61
欧励隆 (Orion) 工程炭公司
 德国 Germany W3.D41
Orontec 公司
 德国 Germany W1.E13
奥斯佳 (OSiC) 材料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C49
深圳市欧凯 (Oukai)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47
河北欧克 (Oxen)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01
P&ID 株式会社 / 上海八共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国 Korea W2.D57
广东顺德派 (Paiqi) 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05
攀钢 (Pangang) 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B01
阿联酋帕恰姆 (Patcham)
 阿联酋 UAE W1.G41
重庆鹏凯 (Pengkai)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41
蓬莱新光 (Penglai Xinguang)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61
上海鹏图 (Pengtu) 抗菌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01
濮阳市鹏鑫 (Pengx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5
昆山潘高 (P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57
杭州孚博 (Phobor)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G61
Phthalo Colours & Chemicals (I) Ltd.
 印度 India W1.C73
Pidilite Industries Limited
 印度 India W1.B61
美国派诺 (Pilot) 化工公司
 美国 USA W1.F57
博立尔 (Pioneer) 化工
 中国 China W2.F41
南京培蒙特 (PMT)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06
昆山波蓝 (Pollen) 色浆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45
上海珀丽 (Polychem)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A65
Polyscope Polymers BV
 荷兰 The Netherlands W3.A21
政星 (Polystar) 企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B41
上海普力通 (Polyt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61
普为 (Polywill)( 上海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USA E4.E28
Kyung Kee Color Co., Ltd. (POPCO)
 韩国 Korea W2.H68
普拉萨德 (Prasad)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印度 India W3.A07
Prasol Chemicals Private Limited 
 印度 India W1.F45
深圳市普利凯 (Prechem)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61
江苏贝丽得 (Pritty)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21
ProLeiT AG
 德国 Germany W1.F54
普隆 (Promchem)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英国 UK W3.A04
PT. Dover Chemical
 印尼 Indonesia W3.A61
杭州前进 (Qianji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42
杭州潜阳 (Qianya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44
南通漆亮 (Qilia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67
上海齐隆 (Qi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58
青岛中塑 (Qingdao Sinoplas)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57
浙江青虹 (Qingh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72
江苏清泉 (Qingquan)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41
上海企鸟 (Qinoo) 炭黑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H67
国精 (Qualipoly)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东莞朝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2.B61
佳谦 (R & A)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C41
锐昂 (RAHN) 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W1.E73
劳尔色彩 (RAL COLOURS)
 德国 Germany W1.F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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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东莞市左镕工 (Zeoncom)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57
海门泽雅 (Zeya)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1
章丘 (Zhangqiu) 市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16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 (Zhejiang Chemicals I/E)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57
汕头市镇发 (Zhenfa) 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41
江苏正丹 (Zhengdan Chem) 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D53
洛阳峥洁 (Zhengjie) 科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13
上海正青 (Zhengqi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21
南通市争妍 (Zhengy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41
浙江圳轩 (Zhenxuan) 基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01
山东致才颜料 (Zhicai Pigment)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F77
志诚 (Zhicheng) 纤维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C71
上海中精 (Zhongjing)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73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国家 / 地区 COUNTRY/REGION                  展台号 BOOTH NO

德赋乐 (Worlée)
 德国 Germany W2.E61
五色石 (WSS) 新材料 ( 杭州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41
武汉有机 (Wuhan Youji)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73
广州五行 (WUX)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21
环绮 (WWRC)( 中国 ) 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D31
环绮 (WWRC) 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1.D31
环绮 (WWRC Guangdong) 化工 ( 广东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31
天津环绮 (WWRC Tianjin)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31
环绮 (WWRC Chengdu) 化工 ( 成都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31
寰绮 (WWRC Shanghai) 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D31
环绮印尼 (WWRC Indonesia) 有限公司
 印尼 Indonesia W1.D31
WWRC Korea Co., Ltd.
 韩国 Korea W1.D31
环绮马来西亚 (WWRC Malaysia) 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Malaysia W1.D31
环绮新加坡 (WWRC Singapore) 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 Singapore W1.D31
环绮 (WWRC Taiwan) 台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D31
WWRC Vietnam Co., Ltd.
 越南 Vietnam W1.D31
长兴协和 (Xhpolymer)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49
佛山市先策 (Xiance) 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G16
湖北仙粼 (Xianl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57
广东欣美 (XIMI)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8
孝义市新安 (Xinan) 色素炭黑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77
辽宁鑫达 (Xinda) 滑石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47
山东新大地 (Xindadi)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61
上海石化西尼尔 (Xiner)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6
灵寿县鑫发 (Xinfa) 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G57
宁波新福 (Xinfu) 钛白粉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B41
衡水新光 (Xingua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35
河北星宇 (Xingyu)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25
新华粤 (Xinhuayue) 树脂科技 ( 广州 )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05
广西新晶 (Xinjing)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H43
湖北新景 (Xinji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50
广东鑫浪 (Xinlang) 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21
石家庄市鑫盛 (Xinsheng Chemical)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67
辽阳鑫宇 (Xinyu)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61
陕西鑫源科达 (Xinyuan Keda)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04
安徽新远 (Xinyua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F41
江西新嘉懿 (XJY)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63
安徽嘉智信诺 (Xoanons)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2.C71
河南迅宇 (Xunyu)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J09
浙江旭森 (Xusen) 非卤消烟阻燃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J06
江苏亚邦 (Yabang) 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E05
英德市雅凯 (Yakai)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4
清远雅克 (Yako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61
苏州秧浦 (Yangpu)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67
中山市扬天 (Yangtian)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J12
毅克 (YCK) 化学 ( 上海 ) 科技有限公司
 加拿大 Canada W3.E01
广东也乐 (Yele) 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49
深圳市业旭 (Yexu)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D77
北京阳光汇德 (YGHD)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3.B67
江苏怡达 (Yida)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41
湖北宜化 (Yihua)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5.E53
上海忆乐 (Yil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01
昌乐屹立 (Yili)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A43
怡隆 (Yil-long)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41
上海盈水 (Ying Shui)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7
河南颍川 (Yingchu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61
杭州映山花 (Yingshanhua)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3
德庆县银龙 (Yinlong) 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H41
濮阳市银泰 (Yintai)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46
广州印田 (Yinti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G01
上海一品颜料 (Yipin Pigments) 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E61
山东一滕 (Yite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37
上海宜添 (Yiti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49
四川亿欣 (Yixi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77
浙江永在 (Yongzai) 油墨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49
上海元邦 (Yoo-Point) 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特区 Hong Kong SAR, China W2.C53
广州市扬松 (Youngsun)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J15
上海优涂 (Youtoo)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31
衡水友谊 (Youy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2.D26
东莞市耀源 (YOY) 塑胶颜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B78
深圳市余氏 (YU)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C53
衡水元展 (Yuanchem)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H01
沅鸿 (Yuang Hong)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地区 Taiwan Region, China W1.B47

山东元利 (Yuanl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F61
河南省远洋 (Yuanyang) 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E41
福州原野 (Yuanye)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D49
印度越虹 (Yuehong) 颜料有限公司
 印度 India E4.H07
山东宇虹新颜料 (Yuhong Pigment)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A25
安吉县宇宏 (Yuhong) 粘土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G57
潍坊裕凯 (YukaiChem)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J02
中山市小榄镇裕美宝 (Yumei) 工艺制品厂
 中国 China E6.H21
宁波昊鑫裕隆 (Yur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D67
宜兴宇星 (Yuxi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H41
济南裕兴 (Yuxing)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China E5.F61
东莞誉展 (Yuzh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J06
杭州正南 (Zeala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B42

长沙中隆 (Zhong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4.D77
曲靖众一 (Zhongyi)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31
杭州众义 (Zhongyi)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A24
南通众益鑫 (Zhongyixi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C76
石家庄市中泽 (Zhongze) 彩砂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G75
珠海华夏 (Zhuhai Huaxia) 奔腾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W1.E61
江苏紫石 (ZiShi)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6.F67
宜昌中泰 (Zontay)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7.J09
长沙族兴 (Zuxi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China E5.E61  

 

参展商名单及平面图更新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hibitor List and Floorplan updated as of Oct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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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报道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由于大

型企业商业布局的扩大，这些企业未来 2-3 年

将会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和产量。但随着在中

国国内地区市场扩展的完成，国内的建筑涂料

市场将进入成熟阶段。在此之前，这些建筑涂

料企业的经营业绩比较好看，是受到投资活动

和市场份额增加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立邦涂料的销售额为 1,780亿

日元，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0.9%。建筑涂料继

续保持增长，但汽车涂料市场疲软。亚士创能

上半年报告显示，其业绩增长 45.85%，利润

增长 83.67%。8 月 6 日，该公司宣布为了实

现战略发展规划，其签署了一份投资协议，在

河北省石家庄建设建筑材料生产基地。该项目

总投资达 12 亿元人民币，将容纳年产 30 万

吨涂料的生产线。

本土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化来保持增长态势

4 月 28 日，三棵树涂料公司上海中心举行

了开业典礼，意味着正式开始实施其全球战略。

这一所谓的第二大总部有助于三棵树为未来的

发展吸引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整合全球资源、

并打造国际品牌。据媒体报道，三棵树在 B2B

工程建筑涂料市场排名第二，在 B2C 装饰涂

料市场排名第六。估计销售额超过 5 百万元的

这家涂料企业建筑涂料产量为 649 万吨。其余

涂料企业产量总计约 233 万吨。2018 年，三

棵树建筑涂料的年产能为 73.5 万吨。

7 月 20 日，巴德士举办了上海总部开业

典礼。它将成为继广东总部后的第二大总部，

意味着巴德士集团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

巴德士的金山工厂已于 2014 年投产。公

司计划将上海总部作为全球技术和商务中心。

巴德士计划在上海建成年产能 15 万吨的高功

能水性涂料项目。

With large players expanding their footsteps, 
these companies will grow their market shares and 

increase their production volume in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a phenomenon widely seen through 

media report. But when regional expansion in China 

is completed, the local architecture coatings market 

will enter a maturing stage. But until then, these 

architecture coatings companies show good financial 

results, led by investment driven activities and their 

increase of market shares. 

Nippon Paint's sales for 1H is 178 billion yen, 

0.9 percent less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of 

2018. Architectural coatings still grew continuously, 

but automotive coatings were soft.  Asia Cuanon's 1H 

report said its revenue increased by 45.85 percent 

and profit increased by 83.67 percent. And the 

company also announced on August 6 that to meet 

its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 Asia Cuanan signed 

an investment agreement to construc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production bases in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The project will include 300,000 tons per 

year coatings production lines,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1.2 billion yuan.    

Domestic companies count on internation-
alization to keep growth momentum  

SKSHU held its Shanghai center's opening 

ceremony on April 28, signify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global strategy formally. The so-

called second headquarter will help SKSHU attract 

talents with global perspective, integrate global 

resources, and forge international brand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media report, SKSHU is ranked No. 

2 in B2B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coatings market, 

and No. 6 for B2C decoration coatings market.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architectural coatings output 

from the coatings companies whose total sales are 

more than five million yuan is 6.49 million tons. The 

remaining architecture coatings companies produced 

2.33 million tons. In 2018 SKSHU's architectural 

coatings capacity was 735 thousand tons per year. 

On July 20, Bardese held i ts  Shanghai 

headquarters '  opening ceremony. The new 

headquar t e r  w i l l  be  t he  second  a f t e r  i t s 

Guangdong headquarter, meaning the speedup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Bardese group. 

Bardese has already put its Jinshan plant into 

production in 2014. The company plans to develop 

its Shanghai headquarter as their global technical 

center as well as global commercial center. Bardese 

will also construct a 150,000 ton per year high 

functional water borne coatings project in Shanghai.

High quality emulsion coatings market 
will continue expanding market share

High quality emulsion coatings, especially high 

quality interior architecture coatings, will grow market 

share in remote areas. Low spending power and poor 

distribution channels restrict the growth of high quality 

coatings, especially in remote areas. The interior 

architecture coatings market for the countryside and 

engineering sector are mainly controlled by low 

quality varieties, which contains less than 18 percent 

emulsion and 12 percent titanium dioxide. Matte 

is the only color in China, and kitchens and toilets 

normally are decorated by ceramic tiles rather than 

emulsion coatings. These areas all offer excellent 

growth potential for architecture coatings in the future. 

Moving factories close to potential customers is the 

first step, driven by cost reduction and shortening 

product delivery path.  

Serving mainly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Chinese 

architecture coatings industry will still enjoy single 

digit growth in the future. West China and remote 

areas, internationalization, quality upgrade, etc. all 

offer growth potential. The benefit for our consumers 

is clear too: they will have more access to high quality 

products,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高品质乳胶漆市场的份额将继续扩大

高品质乳胶漆，尤其是高品质建筑内墙涂

料，在偏远地区的市场份额将获得增长。较低

的购买能力和分销渠道限制了高品质涂料的增

长，这在偏远地区尤其明显。农村和制造领域

的建筑内墙涂料市场目前主要由低质量品种主

导，这类涂料含有低于 18% 的乳胶和 12% 的

二氧化钛。且在中国市场，只有哑光漆，厨房

和卫生间通常采用瓷砖而非乳胶漆装饰。这些

部位为未来建筑涂料提供了很大的增长潜力。

受到成本削减、缩短产品交付路径的驱动，将

工厂开设到靠近潜在客户的地方是第一步。

近几年，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中国建筑

涂料行业依然将保持一位数的增长。中国西部

和偏远地区、国际化、品质提升等，都为这个

行业带来了增长潜力。客户能够受益的地方也

很明显：不管他们身处何处，都将有机会获得

更多高品质产品。

(from page 4)( 接第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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