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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洲經濟尤其是中國有望反彈，繼續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

塗料市場。自 1996 年起，「中國國際塗料展 CHINACOAT」
為參展商提供挖掘市場潛力及提高業務增長的平台。2020 年 
廣州展覽會有來自 20 個國家 / 地區超過 22,200 名觀眾和來自

21 個國家 / 地區超過 710 家參展商共同參與。觀眾及參展商

數據均較以往遜色，然而在全球疫情影響下，這樣的成績 
尚可接受。2021 年「中國國際塗料展 CHINACOAT」重臨

上海，參加一年一度行業活動以把握市場反彈機遇！

A sia, particularly China, is anticipated to rebound 
in 2021 and continues to be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oatings market.  CHINACOAT has been 
offering a platform for the industry to leverage 
market potential and pursue business growth 
s ince 1996.  Our 2020 Guangzhou edit ion 
managed to attract over 22,200 trade visitors 
from 20 countries/regions, together with over 
710 exhibitors from 21 countries/regions.  On 
the surface, both visitor and exhibitor data 
were far lower than previous editions.  But 
under the effects of global pandemic, the 
resul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eptable.  
CHINACOAT2021 wi l l  be staged at 
Shanghai again, a l lowing g lobal 
exhibitor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market r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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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會經濟趨勢推動塗料產品需求
Global Socioeconomic Factors Driving Coatings Demand

• 大流行對全球塗料市場產生長期影響，例如對抗病毒和抗菌塗料、助劑和樹脂等產品需求不斷增長。預計到 2024 年，全球抗菌塗
料市場將超過 70 億美元。

• 綠色經濟已成為全球環境與發展領域的趨勢，各地政府均實施嚴格法規以減少油漆和塗料中的 VOC 含量，增加使用環保替代品，如
水性塗料、無溶劑塗料和粉基產品。

• 新興下游需求包括汽車、航空航天、電信等行業令新型複合材料應用不斷擴大，推動新型助劑、樹脂和設備開發，以滿足新塗裝和施工需求。

• The pandemic creates a long-term impact on global coatings market, such as growing demand for antibacterial and antimicrobial 
paints, additives and resin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global antimicrobial coatings market will exceed US$7 billion by 2024. 

• Green economy has been influen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mplemented strict 
regulations to reduce VOC content in coatings and increase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lternatives such as waterborne, 

solvent-free and powder-based products.
• Applications of new composite materials keep expanding due to increasing new downstream demands, particularly in automotive, 

aerospa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allowing development of novel additives, resins and equipment to fulfill new  
coating requirements.

與行業保持聯繫和加強互動
Maintain Connec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the Industry

• 展覽會服務行業超過 25 年，發揮商貿平台作用，讓整個產業鏈緊貼市場趨勢，幫助參展企業開拓目標市場及展示自身實力。

• 參展商長期支持是展覽會價值的體現及作為有效增長策略的證明。參展商通過展覽會實現產品宣傳和企業影響力提升，展覽會通過了解參展商需求助力市
場反彈及物色新商機。

• 面對經濟壓力下，展覽會的價值和成效與其它傳統營銷工具相比保持穩定。展覽會每年憑借境內外專業觀眾參與及支持，長期成為參展商獲取更多市場份額
和進行促銷的重要平台。

• Serving global coatings industry for over 25 years, CHINACOAT has been acting as a platform to reflect current trends, discuss developments and 
present innovations of the industry.

• Long-term support from exhibitors has proven CHINACOAT as a solid growth strategy to deliver product promotion and enhance corporate 
reputation.  We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exhibitors, help them to rebound and identif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 The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deshows remain stable as compared to other traditional marketing tools in times of economic stress.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of qualified visitors, CHINACOAT has long been used as a powerful platform for gaining additional market share and promoting sales.

 為何必須參展 
Why You Must Exhibit

抓住反彈商機 Seize Rebound Opportunities
• 市場預計 2021 年亞洲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6.8％。因應政府推出積極財政政策
措施，尤其是針對基礎設施投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有望反彈至 7.9％。

• 2021 年亞洲塗料市場有望反彈至 4％。中國繼續成為該地區增長最快的市場，其次是
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

• 由於亞洲區中產階級快速增長（2020 年規模為 2012 年的兩倍），消費能力因而提升，加
上城市化進程加快和智慧城市發展的推動，對塗料應用和創新產品需求增加。

• Market projects GDP of Asia to grow by 6.8% in 2021.  Supported by fiscal policy 
measures especially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hina's GDP is expected to rebound  

to 7.9%.  
• Asian coatings markets are expecting a rebound of 4% in 2021.  China will remain as the fastest 

growing market in the region, followed by Australia, India and South Korea.  
• Demand for coatings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ons is accelerated due to the region's fast-

growing middle class (size doubled from 2012 to 2020), higher spending power,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of smar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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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繼續成為焦點 China Remains as the Focus
•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已漸漸從製造業基地轉型為研發和創新中心，並繼續成為亞太區主要塗料
消費市場，2019 年約占該地區消費量的三分之二。

• 各種塗料終端用戶行業不斷增長，尤其是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製造、包裝及消費電子等
行業，帶動塗料需求。

• 中國將在 2021 年力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佔約全國四分之一經濟總
量。依靠內循環實現經濟穩步增長，將持續推動中國塗料產業發展。

• China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it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being a 
manufacturing base to R&D and innovation hub, and continues to be the largest consumer of Asia-Pacific 

coatings market, accounting for about two-thirds of the region's consumption in 2019.
• Owing to the growth in various end-user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rail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automotive and 

auto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packaging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ies, consumption of coatings is 
expected to drive demand.  

• China is go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overing 3 provinces and 1 city of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which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s total economic 

outpu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2021, fostering new growth drivers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of 
China's coating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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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AUSTRALIA
速流管理 (FFM) 亞洲公司

比利時 BELGIUM
比利時迪富力 (DeVree) 公司

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能達 (Nadar) 化學 ( 鶴山 ) 有限公司
斯凱力 (Skylink) 流體工程技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內蒙古三愛富萬豪 (3F Wanhao) 氟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三愛富中昊 (3F Zhonghao)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恩時 (3nh) 科技有限公司
柯盛 (ACA) 工業品（上海）有限公司
無錫阿科力 (Acry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富格 (Advantage) 貿易有限公司
江蘇安捷 (Agilor) 智能製造有限公司
安徽省華安 (AHA) 進出口有限公司
衡水艾科賽林 (Aikesailin) 橡塑製品有限公司
山東奧倫 (Allplace)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長沙奧特 (Altla) 金屬顏料有限公司
上海淳禧 (AlwaysBrong) 應用技術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邦 (Anbang) 礦物有限公司
江西安德力 (Andeli) 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安迪 (Andy)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鞍鋼實業微細鋁粉 (Angang Al Powder) 有限公司
江西奧特 (Aote) 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聯固 (Aqua Uni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亞棕 (Asiapalm)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佰源化工 (Baiyuan Chemical) 有限公司
廣東邦固 (Banggu)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寶捷 (Baojie) 電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保立佳 (Baolijia)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巴陶拜 (Bataobai)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美擇 (BeautyChoice)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北德 (Beide) 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倍力 (Beil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華明泰 (Belike)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眾分公司
蘇州貝士卡 (Best Colors) 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佳彩 (Best Colour)( 集團 )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貝特爾 (Better) 化工有限公司
丹東百特 (Bettersize) 儀器有限公司
廣州市盛華 (BEVS) 實業有限公司
邊鋒 (Bianfeng) 機械集團有限公司
哈爾濱比爾 (Bier) 工貿有限公司
武漢市佰益特 (Biet)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畢特 (Bite)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標格達 (Biuged) 精密儀器 ( 廣州 ) 有限公司
安徽黑鈺顏料 (Black Diamond) 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新藍天 (Bluesky)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帆 (Bofan) 過濾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博聚 (Boju) 新材料有限公司
義烏市博駿 (Bojun) 顏料有限公司
廣東博興 (Bossi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博泰 (Botai) 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廣州市博聞 (Bowe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博顏 (Boy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博億 (Boyee)( 深圳 ) 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波英 (Boyi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邦高 (Bronkow) 化學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美蘭 (Bumian) 流體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泰禾 (CAC)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湖南凱斯利 (Casly)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華測 (Centre Testing) 品正檢測技術有限公司
菏澤昌盛源 (Chang Sheng Yua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昌鑫 (Changxi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岳陽凱門 (Chem) 水性助劑有限公司
蘇州化聯 (Chemco) 高新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正盟 (Chemem)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凱米富 (Chemfro) 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科麥 (Chemidea)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執細 (Chemix)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凱石化工 (Chemstone)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晨迪 (Chendi) 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誠豐 (Changfeng)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城藍材料 (Chenglan) 技術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 (Chengua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七色 (Chesir) 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基行 (Chinabase)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昌聯 (CHLIAN)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彩譜 (CHNSpec)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漢維 (CHNV)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市化工研究院 (Chongqing Research) 有限公司
江陰市超惠特 (CHT) 建設環保機械有限公司
科立盈 (Cleaning-spray) 智能裝備科技 ( 廣州 ) 有限公司
岳陽市科立孚 (CLEF)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西碼 (Cmark)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核 (CNNC) 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長興珀萊斯特 (Cnplastic) 科技有限公司
顏穀 (Color Valley) 科技發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無錫科立諾 (Crenovo)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冠晟 (Crownroad)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朝先正思 (CXZS)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營口大海 (Dahai) 滑石礦業有限公司
江蘇丹霞 (Danxia) 新材料有限公司
溫州丹業 (Danye) 包裝有限公司
梅州大唐 (Datang)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田 (Datian) 化學有限公司
山東道恩 (Dawn) 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興 (Daxing) 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德華 (Dehua) 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靈壽縣德茂 (Demao) 礦產品加工有限公司
廣東迪美 (Demay) 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臨沂市德瑞 (Deroy)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溫州德泰 (Detai) 塑業有限公司
福建帝盛 (Disheng) 科技有限公司
韶關德科美 (DKM) 化工有限公司
道可道 (Doctop)( 常州 ) 過濾技術有限公司
山東東佳 (Doguide)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東海 (Dongha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煙臺東輝 (Donghui) 粉末設備有限公司
濟南東遠 (Dongyuan) 化學有限公司
道硅 (Dowsilicon) 材料技術 ( 上海 ) 有限公司
江蘇多森 (Duose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帝諾 (Dura) 新材料有限公司
寧波乾唐 (Dynasty) 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東方鈣業 (East Calcium)( 彩砂 ) 有限公司
青島伊森 (Eastsu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歐塗得 (Ecosand) 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行知佳 (EKB)( 福建 )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奕美 (EM)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祈業 (Entrepreneur) 軟件有限公司
安徽艾珀希德 (Epoxid)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順德區伊士昂 (Essun)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永泉 (EUCHEM) 化學有限公司
杭州優彩 (Euchemy)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歐摩德 (Euiomoda) 科技有限公司
江門市恆之光 (Ever Ray) 環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龍口市易久化工 (Excel Chemical)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可名 (Famous Culture)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PCI 可名文化 )
池州方達 (Fangda) 科技有限公司
方鑫 (Fangxin) 樹脂 ( 常州 / 南通 ) 有限公司
上海法孚萊 (Farfly) 機電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張家港市飛航 (Feihang)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飛揚駿研 (Feiyang Protech)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明光市飛洲 (Feizhou)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泛成 (Fenchem) 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豐彩 (Fengcai)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豐源 (Fengyuan) 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江陰精細化工機械 (Fine Chemical) 有限公司
無錫豐臣 (Finson) 電子有限公司
富林泰克 (Flintec)( 北京 ) 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連泓 (Focus)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市邱氏色卡 (Fortune King) 有限公司
張家港豐通 (Fortune) 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弗沃德 (Forward)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友誼 (Friendship) 顏料製造有限公司
陝西富化 (Fuhua)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勁乘 (Fulcolor) 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富琪森 (Fuqisen) 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臨安福盛 (Fusheng) 塗料助劑有限公司
青島扶桑 (Fuso) 精製加工有限公司
佛山集美 (Gemme) 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琦鴻 (Gihug)( 上海 )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江蘇格羅瑞 (Glory) 化學有限公司
咸陽高茵 (Going) 防偽技術有限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 (Golden Chemical) 有限公司
上海子成 (Golden Success)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黃山金質麗 (Goldenly)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綠色家園 (Greenhome) 材料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廣福 (Guangfu) 建材 ( 蕉嶺 ) 精化有限公司
淄博廣通 (Guangtong)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江西廣源 (Guangyuan) 銷售有限公司
廣州化工 (Guangzhou Chemicals) 進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罐蘊 (Guanyun) 環保設備技術有限公司
安徽硅寶 (Guibao) 有機硅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國晨 (Guochen) 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固潤 (Guru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郵市華寶 (GYHB) 顏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海樂瑞 (Hailer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海逸 (Haiyi) 科貿有限公司
上海瀚岱 (Handai) 化學有限公司
河南浩豐 (Harvest)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赫爾茲 (Harz) 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揚 (Hayond) 粉體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和創 (He-ch) 化學有限公司
蘇州禾川化學 (HCC) 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杭州電化 (HEC) 新材料有限公司
遼寧和發 (Hefa) 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海迪斯 (Heidis)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宣城海倫寶 (Helenbao) 新材料有限公司
蓋州合利 (Heli) 鋁粉有限公司
江蘇海明斯 (Hemings)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恆昊 (HengHao) 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恆和 (Henghe) 永盛實業有限公司
恆河 (Henghe)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恆科 (Hengke) 水性材料有限公司
平鄉縣恆利 (Hengli) 塑料製品廠
蘇州亨思特 (Hengsite) 實業有限公司
安徽恆泰 (Hengtai)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爾得 (Herolift) 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亨瑞達 (Hero-Tech) 製冷設備有限公司
柳州市合盛 (Hesheng) 非金屬礦粉體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合朔 (Hexa)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常州海克萊 (Hickory) 化學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 (Hifichem)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鄉海倫 (Highland) 顏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潤 (Highrun) 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浩力特 (Hollited) 塑膠顏料有限公司
鄭州聖萊特 (Hollowlite) 空心微珠新材料有限公司
寧波洪大 (Hongda) 進出口有限公司
重慶宏達 (Hongda) 化工機電有限公司
無錫洪匯 (Honghui)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紅旗 (Hongqi) 化工機械有限公司
廣東宏泰化工 (Hongtai Chemical) 有限公司
安慶市虹泰 (Hongtai) 新材料有限責任公司
杭州紅妍 (Hongyan)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鴻燕 (Hongyan) 化工有限公司
雲浮鴻志 (Hongzhi)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琥崧 (Hoosun)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寧波合盛 (Hoshine)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蘇凱 (Shanghai Hoslink) 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合源 (Hoyonn) 化工有限公司
大連恆盛諾美 (HSNM) 化學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豐 (Huafeng) 科技有限公司
黃山華惠 (Huahui) 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華聯 (Hualian) 領世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華納 (Huana)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皇馬 (Huangm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誼合豐 (Huayi Hefeng) 特種化學淄博有限公司
江蘇華英 (Huaying) 閥業有限公司
浙江華源 (Huayuan) 顏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華越 (Huayu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匯富 (Huifu) 納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輝虹 (Huihong) 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匯金 (Huijin)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輝龍 (Huilong) 過濾技術有限公司
廣州輝鑫 (Huixin) 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廣東惠雲 (Huiyun) 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湖磨 (Humo) 拋光磨具製造有限公司
青島華特隆 (Hwalong) 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恆源 (Hengyuan) 高嶺土有限公司
江蘇華倫 (Jiangsu Hualun) 化工有限公司
慧聰化工網 (www.chem.hc360.com / 

www.coatings.hc360.com / www.ibuychem.com)
天津怡佳勝 (Icason) 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融光 (Inlight) 納米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泛華 (Inter-China)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辰輝 (J&T) 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捷虹 (Jeco)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傑事達 (Jesida)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傑西卡 (Jessica)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佳孚誠 (JFC) 貿易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加點 (Jiadian) 化工有限公司
寧夏嘉峰 (Jiafeng) 化工有限公司
佳化 (Jiahua)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黃山佳傑 (Jiaji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荊州市江漢 (Jianghan)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江浪 (Jianglang)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門市制漆 (Jiangmen Paint) 廠有限公司
天津嘉騰 (Jiateng) 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東莞市集豐 (Jifeng) 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濟南華臨 (Jinan Hualin) 化工有限公司
溫州市金百彩 (Jinbaicai) 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金寶力 (Jinbaoli) 化工科技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蔥 (Jincong)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仰世 (JINDUN) 實業有限公司
無錫頤景豐 (Jingfung) 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精科聯 (Jingkelian) 材料試驗機有限公司
昆山京昆 (Jingkun) 油田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精龍 (Jinglong) 機電製造有限責任公司
宣城晶瑞 (Jingr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錦州金光 (Jinguang) 交通設施材料有限公司
晶之傑 (Jingzhijie)( 北京 ) 有限公司
湖南金昊 (Jinhao)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錦昊輝 (Jinhaohui) 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浙江金口 (Jinkou) 閥門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金琨西立 (Jinkun SiLi) 鋯珠有限公司
廣西金茂 (Jinmao) 鈦業有限公司
南京盡善 (Jinschem) 化工技術有限公司
文安縣金盛 (Jinsheng) 纖維素廠
廣東金宗 (Jinzong) 機械有限公司
天津久日 (JIURI)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順德區金美瑞 (JMR) 化工有限公司
宜都市友源 (Jovian) 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建塗堡 (Jtbon) 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巨發 (Jufa)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聚科 (Juke)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鹽城市聚科 (Juke) 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竣成 (Juncheng)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巨能機械 (Juneng Machinery) 有限公司
佛山市駿廣 (Junguang) 機械有限公司
廣州駿能 (Junneng) 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鈞緯 (Junwe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聚興隆 (Juxingl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君一 (Juychem)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張家港卡邦 (Kaba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開士達 (Kastar)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黃山市科貝瑞 (KBR) 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科邦 (Kebang) 樹脂科技有限公司
臨沂市科翰硅 (Kehan) 製品有限公司
湖南科凱瑞 (Kekairui)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西賀州市科隆 (Kelong) 粉體有限公司
遼寧科隆 (Kelong) 精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柯力森 (Kenxon) 樹脂有限公司
合肥科泰 (Ketai) 粉體材料有限公司
南雄科田 (Ketian) 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聯鍇 (King Powder)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景成 (Kingcham) 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青風 (Kingfit) 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團 (Kito) 化學品有限公司
廣東考拉 (Koalas) 色卡包裝有限公司
廣東科茂 (KOMO) 林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坤彩 (Kuncai)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坤隆 (Kun-l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蘭卡 (LanKa)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勞安 (Laoan) 塗料有限公司
青島雷勒 (Lehler) 過濾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聯泓 (Levima)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立之力 (Li & Li)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立升 (LI SHENG) 實業有限公司
梅州市亮鼎 (Liangdi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鹽城聯和 (Lianh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連連晟 (Liansheng) 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聯志 (Lianzhi) 化工有限公司
揚州市立達 (Lida) 樹脂有限公司
百合花 (Lily)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市菱湖新望 (Linghu Xinwang) 化學有限公司
廣州凌瑋科技 (Lingwe Technology) 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臨輝 (Linhui)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聯化 (LinkChem) 新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真理光學 (Linkoptik) 儀器有限公司
江蘇利思德 (Liside) 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利興 (Lixing) 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立興 (Lixing) 化工有限公司
龍蟒佰利聯 (Lomon Billions)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隆昌 (Longchang) 炭黑有限責任公司
江西省龍海 (Longhai) 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琅菱 (Longly) 機械有限公司
珠海市長陸 (Longtec) 工業自動控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市隆騰 (Longteng) 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市龍鑫 (Longxin)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利騰達 (LTD)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泉州萬豐 (Manfong) 金屬粉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力順 (Mariso) 實業有限公司
溫州美爾諾 (Meiernuo) 化工有限公司
美利達 (Meilida) 顏料工業有限公司
以化高新科技 (Metachemie)( 南京 ) 有限公司
章丘市金屬顏料 (Metallic Pigment) 有限公司
青島微納 (Microntech) 粉體機械有限公司
無錫米多 (Mido) 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邁肯生物 (Miken)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銘安 (Ming An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五礦東方 (Minmetals East) 硅業有限公司
湖南南國 (Nanguo) 設備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新化原 (NCMC) 化學有限公司
長沙新宇 (NewSun) 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門日洋 (Nichiyo) 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寧波市海曙區璽彩 (Ningbo Xicai) 貿易有限公司
廣東順德日東 (Nito) 自動化有限公司
東莞北塑 (North Plastic) 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博潤佳 (NovElite) 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福諾歐 (Novofluo)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四方 (NTTank) 罐式儲運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東莞市歐華 (Dongguan Ouhua) 機械有限公司
廣東浩洋 (Oce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奧得賽 (Odyssey) 化學有限公司
珠海歐美克 (OMEC) 儀器有限公司
濰坊芝麻開門 (Open Sesame)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歐鵬 (Open) 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歐睿恩 (Orien)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奧瑞特 (Orient) 新能源設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方盛業 (Oriental Shing) 化工有限公司
奧斯佳 (OSiC) 材料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山東歐威 (Ouwei) 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邁昂進出口 (Paramount Product) 有限公司
PCI 中文版
重慶鵬凱 (Pengkai)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鵬圖 (Pengtu) 抗菌新材料有限公司
秦皇島鵬翼 (Pengyi)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鵬宇 (Pengyu) 泵業有限公司
杭州孚博 (Phobor)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柏勵司 (Pleased) 研磨介質有限公司
上海聚瑞 (Polydex)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普力通 (Polyto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利凱 (Prechem)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清遠市普塞呋 (Presafer) 磷化學有限公司
江蘇貝麗得 (Pritty)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拜森 (Puthon) 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市千色變 (Qiansebian)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千佑 (Qianyou) 化學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啟泓 (Qihong) 化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南通漆亮 (Qiliang) 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齊隆 (Qi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慶百 (Qingbai) 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青島中塑 (Qingdao Sinoplas)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青罡 (Qingga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清泉 (Qingquan)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齊塑 (Qisu)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啟天 (Qitian) 儀器有限公司
常州全睿聚合物 (QR POLYMERS)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瑞勒 (Rallychem)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雷邦 (Rebon)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瑞和 (Ruihe)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龍口市仁和群青 (Renhe Ultramarine) 工貿有限公司
廣州鼎誠 (Resin) 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瑞馳拓維 (Retsch Topway) 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瑞素士 (Rezux)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天津利安隆 (Rianlo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瑞奇 (Rich) 化工 ( 湖北 ) 有限公司
瑞彩 (Rik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格 (Ringier) 工業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 (Rocky) 膠粘劑有限公司
新鄉市榮博 (Rongbo) 顏料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融生 (Rongsheng) 新材料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儒特 (Root)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羅斯夫 (Rosf)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優雅化工 (Royal Chem) 有限公司
上海儒佳 (Rucca) 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瑞柏 (Ruibai) 新材料有限公司
阜新瑞豐 (Ruifeng) 氟化學有限公司
廣州瑞銘 (Ruiming) 試驗設備有限公司
瀋陽瑞能 (Ruineng) 化工有限公司
廣饒瑞尚 (Ruishang) 化工有限公司
昆山瑞泰 (Ruitai) 化工有限公司
泰安瑞泰 (Ruitai) 纖維素有限公司
江西瑞祥 (Ruixiang)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開磷瑞陽 (Ruiyang)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瑞陽 (Ruiyang) 化工有限公司
山東睿陽 (Ruiyang) 化學有限公司
廣州銳越 (Ruiyue) 貿易有限公司
鞍山潤德 (Runde)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潤華 (Runhua) 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潤聖 (Runsheng) 纖維素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柳化泰潤 (Tairu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賽德麗 (Saidel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雄市三本 (Sanben)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森湖 (Sanhu) 彩化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化 (Sanhu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三木 (Sanmu)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叁漆 (Sanqi)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南雄市三拓 (Santol) 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內蒙古三鑫 (Sanxin) 高嶺土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三桐材料科技 (Sato) 有限公司
江西世龍 (Sel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疆鑫凱 (Sencay) 高色素特種炭黑有限公司
嘉善申嘉 (Senga)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善孚 (Shanfu)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要區金渡鎮勝多利 (Shengduoli) 超微粉體廠
濟南聖泉 (Shengquan)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市盛通 (Shengtong) 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申虹 (Shenhong) 顏料有限公司
江蘇申隆 (Shenlong) 鋅業有限公司
山東世安 (Shi'an)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十而立 (Shierli) 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聖馬斯 (Shinemax)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絢圖 (Shinemax) 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清遠雙江 (Shuangjiang) 顏料有限公司
山東龍口雙龍 (Shuanglong) 化工有限公司
硅碳鼠 (SIC Mouse)( 廣州 ) 科技有限公司
臨沂金地 (Sidley) 科貿有限公司
上海四峰 (Sifeng)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廣州市斯洛柯 (Silok) 高分子聚合物有限公司
蘇州思德新材料 (Siltech New Materials)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思洛爾 (SILUOE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辛化 (Sinchem) 硅膠有限公司
南京信彩 (Sincol)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東南科創 (Sinoinstrument)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諾 (Sinowax)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四新 (Sixin) 科技應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昊海 (Sky & Sea) 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天耀 (Sky Bright) 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天開 (Sky) 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北方硝化棉 (SNC) 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江信 (Sophia) 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春粟 (Spring Seed) 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塑邦 (Subang) 熒光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穗玥 (Suiyue)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市嵩達 (Sumd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市興邦 (Sunbo) 化學建材有限公司
雙樂 (Sunlour) 顏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旭陽 (Sunrise) 鋁顏料有限公司
山東陽光顏料 (Sunshine Pigment) 有限公司
煙臺信誼化工 (Sunychem) 有限公司
內蒙古超牌 (Super)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賽菲 (Surfy) 化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廣州三旺 (Swan) 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新納希 (Synasia) 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鄉台硝 (T.N.C.) 化工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鈦海 (Taihai) 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河南泰和 (Taihe) 匯金粉體科技有限公司
泰興冶煉 (Taixing Smelting) 廠有限公司
上海陶源 (Taoyuan) 鈷業有限公司
北京塗多多 (Toodudu) 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市德邦 (Tech-Power) 粉體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泰特爾 (Tetr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湯姆森智能 (Thomson) 裝備有限公司
湖南三環 (Three-ring) 顏料有限公司
上海天辰 (Tianchen) 現代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山東天辰 (Tianchen)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天和 (Tianhe) 樹脂有限公司
鎮江市天龍 (Tianlong) 化工有限公司
北方天普 (Tianpu) 纖維素有限公司
南京天詩 (Tiansh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鎰 (Tianyi) 鋯業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天音 (Tianyin) 化工有限公司
內蒙古天之嬌 (Tianzhijiao) 高嶺土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亭沐 (Tingmu) 化工有限公司
蘇州市通惠 (Tonghui) 新材料裝備製造有限公司
上海通世 (Tongs) 科技有限公司
通又順 (TONSON) 氣動馬達製造有限公司
拓帕 (Topaz) 實業 ( 上海 ) 有限公司
盛禧奧 (Trinseo)
常州強力 (Tronly) 電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塗天下 (Tutianxia) 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騰世達 (Twin Star) 貿易有限公司
廣州融大化工 (UGC) 有限公司
山東合創 (Ultraming) 明業精細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優尼可 (Unical)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湧奇 (UNICONE) 材料技術 ( 上海 ) 有限公司
廣州芯聯化工 (Union Chem) 產品有限公司
宿遷聯盛 (Unitechem)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福吉利亞 (Verginia) 建材有限公司
江蘇維科特瑞 (Victory) 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惟德智能 (Virtue) 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添金利 (Vivid Color)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萬雲華銳 (Wan Yun Hua Rui) 化工有限公司
煙臺萬亨 (Wanheng) 化工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萬厚 (Wanhou)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萬隆 (Wanlong) 化工有限公司
大連萬隆 (Wanlong) 不鏽鋼製品有限公司
滁州萬橋絹雲母 (Wanqiao Mica) 有限公司
浙江萬盛 (Wansheng)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皖維 (Wanwei)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棗莊瑋成 (Weiche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維頓 (Weidun)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雲南微巨 (Weiju) 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致為 (Weikem) 化工有限公司
焦作市維納 (Weina) 科技有限公司
宜興威尼特 (Wellknit) 包裝袋有限公司
德慶威斯達 (West Tech) 化工有限公司
龍口市威德斯 (Windstar)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沃德 (Wode)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萬達 (Wonder) 科技 ( 無錫 ) 有限公司
武漢有機 (Wuhan Youji) 實業有限公司
黃山五環 (Wuhuan)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五行 (WUX)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長興協和 (Xhpolymer)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西隴 (Xilong)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欣美 (XIMI) 納米科技有限公司
孝義市新安 (Xinan) 色素炭黑有限公司
靈壽縣鑫發 (Xinfa) 礦業有限公司
寧波新福 (Xinfu) 鈦白粉有限公司
深圳市興盛 (Xingsheng) 珠光化工顏料有限公司
河北星宇 (Xingyu) 化工有限公司
新華粵樹脂 (Xinhuayue Resin) 科技 ( 廣州 ) 有限公司
廣東新華粵新材料 (Xinhuayue) 有限公司
清遠市鑫輝 (Xinhui) 化工有限公司
廣西新晶 (Xinjing) 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鑫浪 (Xinlang) 塗料科技有限公司
貴州新力拓 (Xinlituo) 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山東鑫納 (Xinna) 超疏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家莊市鑫盛 (Xinsheng Chemical) 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新四海 (XinSiHai)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塗 (Xintu) 化工有限公司
合肥新萬成 (XinWanCheng)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新嘉懿 (XJY) 新材料有限公司

泉州市旭豐 (Xufeng) 粉體原料有限公司
山東旭暉 (Xuhu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永 (Xuyong) 實業有限公司
湖北宜化 (Yihua)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亞邦 (Yabang) 顏料有限公司
英德市雅凱 (Yakai)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遠雅克 (Yakoo)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揚帆 (Yangfa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業旭 (Yexu)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盈水 (Ying Shui) 貿易有限公司
河南潁川 (Yingchu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英智 (Yingzhi) 機械有限公司
湖北一牛 (Yiniu)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永豐 (Yongfeng) 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莊市槁城區勇峰 (Yongfeng) 纖維素有限公司
安徽永利 (Yongl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永利達 (Yonglida) 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揚霆 (Yangteam)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優潤 (Yourun)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耀源 (YOY) 塑膠顏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遠宏 (Yuanhong) 網絡有限公司
廣東源磊 (Yuanlei) 粉體有限公司
煙臺遠楓機電 (Yuanli MPM) 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宇宏 (Yuhong) 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慶渝輝 (Yuhui)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德州鈺傑 (Yujie) 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濰坊裕凱 (YukaiChem) 化工有限公司
寧波昊鑫裕隆 (Yur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宜興宇星 (Yuxing)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直沖 (ZC) 實業有限公司
致德 (ZD)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海門澤雅 (Zeya) 化工有限公司
找料 (Zhaoliao)( 深圳 ) 供應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頭市鎮發 (Zhenfa) 珠光顏料有限公司
江蘇正恆 (Zhengheng) 輕工機械有限公司
洛陽崢潔 (Zhengjie) 科工貿有限公司
南通市爭妍 (Zhengy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稚田 (Zhiti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精 (Zhongjing)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廣東中科智遠 (Zhongke Zhiyuan) 新材料技術有限公司
長沙中隆 (Zhonglong) 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拓 (Zhongtuo) 化工有限公司
曲靖眾一 (Zhongyi) 精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眾益鑫 (Zhongyixin) 化工有限公司
黃山中澤 (Zhongze) 新材料有限公司
廣州洲朝 (Zhouzhao) 新材料有限公司
開平市姿彩 (Zicai) 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自力 (Zili)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上海梓意 (Ziyi) 化工有限公司
濮陽市中科信源 (ZKXY) 石化有限公司
宜昌中泰 (Zontay) 新材料有限公司
長沙族興 (Zuxing)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特區 HONG KONG SAR, CHINA
國泰 (Cathay) 工業亞太地區有限公司
翁開爾 (H.J.Unkel) 有限公司
何氏聯合 (Hoslink) 有限公司
寧柏迪 (Lamberti) 有限公司
利和 (Lee Wo) 化工有限公司
廣東龍湖 (Longhu) 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科控 (Technical Control) 有限公司
威來 (Welex) 惠南集團 ( 中國 ) 有限公司
安徽嘉智信諾 (Xoanons)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臺灣地區 TAIWAN REGION, CHINA
南雄市佳明 (Camen) 化工有限公司
崇裕科技 (NCC) 股份有限公司
中日合成 (Sino-Japan)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春大地 (Spring Green)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上尹 (Sunin) 機械有限公司
臺灣幼東 (Youdong) 企業國際有限公司

法國 FRANCE
聖戈班西普 (Saint-Gobain ZirPro) 磨介 ( 邯鄲 ) 有限公司
先創 (Synthron) 化學品

德國 GERMANY
博德 (Budenheim) 公司
哈沃 (Haver) 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赫爾納 (Heilna) 貿易 ( 大連 ) 有限公司
德國高科 (HTech) 儀器有限公司
克呂士 (KRUSS) 科學儀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朗盛 (LANXESS) 化學 ( 中國 ) 有限公司
貿濼 (Multilog) 實業 ( 上海 ) 有限公司 ( 霍冶 HOYER)

諾曼艾索 (NEUMAN & ESSER) 工藝技術有限公司
耐馳 (NETZSCH)( 上海 ) 機械儀器有限公司
德國尼曼 (Niemann) 公司
歐勵隆 (Orion) 工程炭公司
ProLeiT AG
廣東派勒 (PUHLER) 智能納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勞爾色彩 (RAL COLOURS)
德國瑞茨曼 (Renzmann) 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德國 RHE 公司
羅姆 (Röhm)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特爾 (TER) 亞太有限公司
Tinox Chemie GmbH
瓦克化學 (Wacker Chemicals)( 中國 ) 有限公司
江蘇贏軒 (Winshn) 科技有限公司
德賦樂 (Worlée-Chemie)

印度 INDIA
印度越虹 (Yuehong) 顏料有限公司

意大利 ITALY
上海弗雷西 (Flowx) 閥門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旭化成 (ASAHIKASEI)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大賽璐 (Daicel)
柯尼卡美能達 (Konica Minolta)( 中國 ) 投資有限公司
可樂麗 (Kuraray)
可樂麗 (Kuraray, PVB)
聖大諾象 (DaXiang)國際貿易 (上海 )有限公司 (San Nopco)
昭和 (Showa Denko) 電工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張家港東亞迪愛生 (TOA-DIC) 化學有限公司

韓國 KOREA
韓國賽諾 (Cenote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silico Co., Ltd.
( 株 ) 三光 (Samkwang) 企業

盧森堡 LUXEMBOURG
奧科希艾爾 (OCSiAl) 貿易（深圳）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 MALAYSIA
埃夫科納 (Afcona) 化學有限公司

荷蘭 THE NETHERLANDS
諾力昂 (Nouryon) 化學品 ( 寧波 ) 有限公司
Sappi
TQC/Sheen B.V

新加坡 SINGAPORE
Polymore Materials Pte Ltd.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全保 (Chemipol) 化工 ( 中國 )

瑞士 SWITZERLAND
布勒 (Buhler) 集團
大昌 (DKSH) 洋行 ( 上海 ) 有限公司
廣州南沙龍沙 (Lonza) 有限公司
梅特勒 -托利多 (Mettler Toledo)國際貿易 (上海 )有限公司
銳昂 (RAHN)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瑞士華爾寶 (Willy A. Bachofen AG Maschinenfabrik) 公司
華爾寶 (WAB) 機械 ( 深圳 ) 有限公司
英國 ATAC 公司
英國 (Datapaq) 有限公司 ( 福祿克 )
英國易高 (Elcometer) 有限公司
馬爾文帕納科 (Malvern Panalytical)
拉塞爾 (Russell Finex) 工業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托爾 (Thor) 專用化學品 ( 鎮江 ) 有限公司

美國 USA
三博 (3D) 生化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國艾狄孚 (Active Minerals) 國際礦業有限公司
亞什蘭 (Ashland)( 中國 ) 投資有限公司
美國美利肯 (BNK) 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卡德萊 (Cardolite) 化工 ( 珠海 ) 有限公司
Coatings World Magazine
可樂士 (Colorlotus)( 美國 ) 科技有限公司
德塔顏色 (Datacolor) 商貿 ( 上海 ) 有限公司
格雷斯 (Grace) 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Ink World Magazine
美國派諾 (Pilot) 化工公司
美國 Q-Lab 公司
羅斯 (Ross)( 無錫 ) 設備有限公司
斯普瑞 (Spraying) 噴霧系統 ( 上海 ) 有限公司
愛色麗 (X-Rite)( 上海 ) 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青島新銳 (Aspirit) 化學有限公司
河北燦日 (Canri) 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定銳 (D-Ray) 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常青樹 (Evergree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弘利 (Hongli) 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紅妍 (Hongyan) 顏料化工有限公司
江蘇華倫星聚河 (Hualun Galaxy) 化工銷售有限公司
廣東科茂 (KOMO) 林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海寧朗先 (Longshine) 顏料有限公司
宜興華誼一品 (Yipin) 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安徽永昌 (Yochon) 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正南 (Zealan) 化工有限公司

德國 GERMANY
科思創 (Covestro)
愛卡 (ECKART) 公司 
愛卡 (ECKART)( 亞洲 ) 有限公司
Evonik
Heubach GmbH
克呂士 (KRUESS) 科學儀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羅姆 (Röhm) 化學 ( 上海 ) 有限公司
瓦克化學 (Wacker Chemicals)( 中國 ) 有限公司
ystral gmbh maschinenbau + processtechnik

印度 INDIA
梅克納 (Meghna) 顏色 ( 顏料 )

日本 JAPAN
聖大諾象國際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San Nopco)

韓國 KOREA
ACE&E 株式會社

旲美 (DAEMI)
韓珍 (HANJIN) 化工

第一化成 (Jeil)
青島藍穀 (KEMP) 進出口有限公司

株式會社 金井 (KEUMJUNG)
納米 (NANO-M) 材料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大昌 (DKSH) 洋行 ( 上海 ) 有限公司

土耳其 TURKEY
EGE KIMYA Sanayi ve Ticaret A.S.

美國 USA
博謝思 (Borchers)( 上海 ) 貿易有限公司

線上展覽會 VIRTUAL SHOW

實體展覽會 GROUND SHOW

2020年主辦單位首次推出全新線上虛擬版展覽會，因此參展商名單分為「實體展覽會」及「線上展覽會」兩部分。
The Organizers launched a brand new Virtual Edition in 2020.  Therefore, the Exhibitor List consisted of 
"Ground Show" and "Virtual Show" sections.

2020 (廣州 ) 參展商名單  
Who Exhibited in 2020 Guangzhou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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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挑戰的 2020 年，慶幸成績尚可接受
CHINACOAT2020 Closed with Reasonable Results in  
A Year Full of Uncertainties

觀眾數據 Visitor Data觀眾數據 Visitor Data

參展商數據 Exhibitor Data參展商數據 Exhibitor Data

亞太區 ASIA PACIFIC
中國境內 Domestic China ........... 22,135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18 
 Hong Kong SAR, China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 1 
 Macau SAR, China
 中國臺灣地區 ......................................34 
 Taiwan Region, China

印度 India ................................................  1
伊朗 Iran ..................................................  2
日本 Japan .............................................  7
韓國 Korea ..............................................  1
馬來西亞 Malaysia ..................................  1
新西蘭 New Zealand .............................  1
泰國 Thailand ..........................................  1

美洲 AMERICA
加拿大 Canada ......................................  2

歐洲 EUROPE
德國 Germany ........................................  1
意大利 Italy ..............................................  1
荷蘭 Netherlands ...................................  1

俄羅斯 Russia ..........................................  1
土耳其 Turkey ..........................................  2

非洲 AFRICA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  1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1
肯尼亞 Kenya ..........................................  1

亞太區 ASIA PACIFIC
亞美尼亞 Armenia .....................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35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 1
孟加拉 Bangladesh  ............... 12
汶萊 Brunei  ............................... 2
柬埔寨 Cambodia ................... 1
中國境內 .........................  24,678 
Domestic China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145 
 Hong Kong SAR, China
 中國臺灣地區  ...................  347 
 Taiwan Region, China
印度 India  ............................  301
印尼 Indonesia  ...................  126
伊朗 Iran  ................................  56
以色列 Israel  ........................... 13
日本 Japan  .........................  163
約旦 Jordan  ..........................  10

哈薩克 Kazakhstan  .................. 1
韓國 Korea  .......................... 366
科威特 Kuwait  .......................... 1
黎巴嫩 Lebanon  ...................... 2
馬來西亞 Malaysia  ..............  130
緬甸 Myanmar  ......................... 1
新西蘭 New Zealand  .............. 8
巴基斯坦 Pakistan  .................. 41
巴布亞新幾內亞 ......................... 1 
Papua New Guinea 
菲律賓 The Philippines  ........... 51
卡塔爾 Qatar  ........................... 2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 21
新加坡 Singapore  .................  77
斯里蘭卡 Sri Lanka  ................  10
敘利亞 Syria  .............................. 1
泰國 Thailand  ......................  121
阿聯酋 UAE  ............................  27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 6

越南 Vietnam ........................  70

歐洲 EUROPE
奧地利 Austria  .......................  10
白俄羅斯 Belarus  ...................  10
比利時 Belgium  ........................ 7
克羅地亞 Croatia  ..................... 1
捷克 Czech Republic  .............. 3
丹麥 Denmark  ......................... 1
愛沙尼亞 Estonia  ...................... 1
芬蘭 Finland  ............................. 6
法國 France  ..........................  24
德國 Germany  ....................... 76
希臘 Greece  ............................ 5
意大利 Italy  ............................  68
盧森堡 Luxembourg  ................ 1
荷蘭 The Netherlands  ........... 16
挪威 Norway  ............................ 1
波蘭 Poland  ........................... 17

葡萄牙 Portugal  ....................... 5
羅馬尼亞 Romania  .................. 5
俄羅斯 Russia  ........................  89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 4
西班牙 Spain  .........................  37
瑞典 Sweden  ........................... 9
瑞士 Switzerland  .................... 19
土耳其 Turkey  ........................  39
烏克蘭 Ukraine  ......................... 9
英國 United Kingdom  ..........  32

美洲 AMERICA
阿根廷 Argentina  .................... 6
玻利維亞 Bolivia  ....................... 1
巴西 Brazil  ..............................  97
加拿大 Canada  ....................  20
智利 Chile ................................. 6
哥倫比亞 Colombia  ................. 6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 4

多明尼加共和國 ......................... 1 
Dominican Republic 
厄瓜多爾 Ecuador  ................... 4
危地馬拉 Guatemala  .............. 1
墨西哥 Mexico  ....................... 10
巴拉圭 Paraguay  ..................... 1
秘魯 Peru  .................................. 7
美國 USA  ................................  85

非洲 AFRICA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 3
埃及 Egypt  ............................  33
肯亞 Kenya  .............................. 1
摩洛哥 Morocco  ...................... 4
尼日利亞 Nigeria  ...................... 1
南非 South Africa  .................  10
蘇丹 Sudan  .............................. 2
突尼斯 Tunisia  ........................... 9

來自 20 個國家 / 地區 From 20 Countries/Regions

來自 82 個國家 / 地區 From 82 Countries/Regions

廣州實體展 Ground Show

中國境內 Domestic China

中國境外 Overseas

22,213
22,135

78

714
32

155 (21.7%)
21

廣州實體展 Ground Show

線上虛擬展 Virtual Show

首次參展公司 New Exhibitors

來自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of Origin

線上虛擬展 Virtual Show＊

註冊觀眾 Registered Visitors

登陸頁面瀏覽人次 Landing Page Pageviews 45,742
27,635

＊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 As of January 12, 2021

觀眾和參展商通過全新線上虛擬展在線互動交流。線上展覽會運作至 2021 年 2 月 6 日。 
A brand new Virtual Show was launched to facilitate visitors and exhibitors to meet online.  
The Virtual Show remained online until February 6, 2021.

15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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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主要目的 Main Reasons for Visit

主辦單位現場抽樣訪問 328 名觀眾，以下是數據分析：
We interviewed 328 visitors by Field Sampling.   
Here are some findings:

感興趣的展品 Interested Product Groups
塗料 / 油漆 / 油墨 
Coatings /Paints / Inks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固化技術及產品 
Rad-Cure Technologies /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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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 / 包裝設備 Production /  
Packaging Machinery Equipment

安全 / 健康 / 環保 
Safety / Health / Environment

顏料 
Pigments

檢測儀器 
Testing Instruments

工程服務 
Engineering Services

助劑 / 溶劑 
Additives / Solvents

粘合劑 / 密封劑 
Adhesives / Sealants

不粘塗料 
Non-Stick Coatings

收集新技術和市場信息/ 
評估市場發展趨勢
Collected Updated Market & Technology 
Information/Evaluated Market Trends

18.90%

參加同期舉行技術交流話動， 
如專題技術講座等
Attended Concurrent Technical Programmes,  
such as Technical Seminars, etc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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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

收集信息做採購決定
Collected Information for Making  
Purchasing Decisions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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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

尋找新材料
Sourced New Materials

49.39%

3.66%

9.76%

4.57%

10.06%

28.35% 25.00%

10.06%

54.88%

10.67%

58.54%

7.32%9.45%

來自行業 Sectors Where Visitors Were From
油漆 / 塗料 
Paint / Coatings

顏料 
Pigments

粘合劑/密封劑 
Adhesives / Sealants

助劑 / 溶劑 
Additives / Sol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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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 / 測試 
Measurement / Testing

印刷油墨 
Printing Inks

16.16%

17.68%

1.22%

22.87%

6.10%

61.59%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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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 市場營銷
Sales/Marketing

25.30%
采購人員

Purchasing

8.23%
管理人員

Management

16.16%

職級分類 By Job Title

生產塗料、油墨及粘合劑的原材料
油及脂肪酸、自然 /合成樹脂及中間體、顏料、填充劑、填料及染料、溶劑及增塑劑、催干劑、
殺菌劑及防黴劑、功能助劑 *、功能材料、功能及智能塗料及油墨、納米技術
* 包括：增稠劑、表面活性劑、顏料分散劑、乳化劑、交聯劑、消泡劑 / 抑泡劑、防結皮劑、
流平劑、殺菌劑、催干劑、穩定劑、蠟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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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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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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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膜、光成像油墨、光鑄、表面光接枝等
■ 光源和設備：UV光源、電子束設備、光固化設備、塗裝設備、材料性能測試儀器（塗料、

油墨、粘合劑用）、UV 劑量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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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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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塗料、油墨及粘合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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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ling Agents, Biocides, Driers, Stabilisers, Wax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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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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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EB Technology & Products
■ Raw Materials, such as Reactive Diluents (Monomers), Oligomers, Photoinitiators, Pigments, Additives, etc.
■ Formulated Products, such as UV Coatings, UV Inks, UV Adhesives, Printing Plates, Photoresists, UV Inks for PCB, 

Dry Films, Optical Imaging Inks, etc.
■ Irradiation Equipment, such as UV Lamp, Electron Beam Devices, Light Curing Equipment, Coating Equipment, 

Material Properties Testing Equipment, and UV Dosi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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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Health & Environment (SHE) & Other Services
Daily Plant Management, Wastewater/Solid Waste/Emission Treatment, Packaging & Waste Reduc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Safety Equipment,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cycling, Hygienic & Easy Clean 
Surfaces, Green Technology, Consultancy

Coatings, Printing Inks & Adhesive Products

展出內容 Scope of Exhibits

經理 / 廠長
Manager/ 

Plant Manager

9.45%
研發人員

R&D

19.82%
總工程師 / 高工 
Chief/Senior 

Engineer

6.10%
工程人員
Engineer

12.20%
生產人員

Production

1.52%

評價 Testimonials

參展商評價 How Exhibitors Assessed CHINACOAT

觀眾評價 Visitors' Comments

整體印象良好 
Good Overall Impression

92.39%

鞏固現有銷售渠道
Consolidated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93.26%

開發新市場、 
尋找新客戶、與潛在 
客戶建立關係
Developed New Markets, 
Found New Customers & 
Built Relationships  
with Prospects

88.48%

參展商組合全面及優秀
Comprehensive  
Exhibitor Mix

89.03%

展示的產品及技術具吸引力
Products & Technologies 
on Display Attractive

90.25%

強化品牌或企業形象
Strengthened Brand or  
Corporate Image

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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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y Hotel 
Pudong Shanghai & 

Kerry Parkside

上海浦東
嘉里大酒店及嘉里城

Line 7: Huamu Road 
Metro Station

七號線花木路地鐵站 

Line 7: Huamu Road 
Metro Station

七號線花木路地鐵站 

Line 2: Longyang Road Metro Station / 
Transrapid Maglev Station (about 600m) 

二號線龍陽路地鐵站 /
磁懸浮列車站 (約600米) 

Entran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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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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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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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Station

七號線花木路地鐵站 

Line 7: Huamu Road 
Metro Station

七號線花木路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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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ntrance Hall 
(North)

入口廳 (北)#2Entrance Hall 
(North)

# 入口廳 (北)

備註 Note：
尊貴標攤展台不可改為光場地或自行搭建特裝展台 
Premium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cannot be 
converted to raw exhibit space

展台設計只供參考 
For reference only

每平方米400美元 / 人民幣2,650元  
US$400 / RMB¥2,65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ncluded

● 最少9平方米 Minimum Size: 9 sq.m.

● 展臺配套包括圍板、地毯、公司招牌板、基本照
明和家具 
Stand-fittings, white laminated panels, carpet, 
fascia, basic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ncluded 

www.chinacoat.net

附加費用 Surcharge* : ■  獨立展台 Island Booth          +10%■  三面開口 3-side open          +7.5%■  兩面開口 2-side open          +5%

每平方米370美元 / 人民幣2,450元  
US$370 / RMB¥2,45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ncluded

● 最少27平方米 Minimum Size: 27 sq.m. 

● 參展商可選擇交大會指定或自雇搭建商搭建展台 
Exhibitors can appoint official contractor or their 
own contractors for stand building  

每平方米450美元 / 人民幣3,000元  
US$450 / RMB¥3,00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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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ncluded 

● 展臺面積須為9-27平方米 Exhibit Size: 9-27 sq.m.

● 展臺配套包括圍板、地毯、公司招牌板、基本照
明和家具（與標準展台相同） 
Stand-fittings, white laminated panels, carpet, 
fascia, basic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ncluded 
(same items as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大會指定會刊
Official 
Publication

香 港 HONG KONG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42-46號 
捷利中心21樓2101-2室 
2101-2, 21/F, Jubilee Centre,  
42-46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852) 2865 0062
 (852) 2804 2256
 info@sinostar-intl.com.hk

上 海 SHANGHAI
上海市浦東新區東方路69號 
裕景國際商務廣場17樓1708室  郵編：200120 
Room 1708, 17/F, Eton Place, 69 Dongfang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20, P. R. China 

 (86 21) 5877 7680
 (86 21) 5877 7685
 shg@new-expostar.com

深 圳 SHENZHEN
深圳市深南東路4003號世界金融中心A座42樓C室   
郵編：518001 
Unit C, 42/F, Block A, World Finance Centre,  
4003 Shennan Dong Road, Shenzhen 518001, P. R. China

 (86 755) 6138 8100
 (86 755) 6138 8113
 exhibition@new-expostar.com

* 附加費用適用於標準展台、尊貴標攤展台及光場地 Surcharge applies to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premium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and raw exhibit space

#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對參展費用更改權利（如需要）。 The Organizers reserve the final right to change the participation fee should the need arise.

展覽會資料 Exhibition Details

標準展台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尊貴標攤展台  
PREMIUM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光場地  
RAW EXHIBIT SPACE

參展費用 Costs of Participation#

2021年 11月16-18日（週二至週四） 
November 16-18, 2021 (Tue-Thu)

展館 Halls E2, E3, E4, E5 & E6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SNIEC)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龍陽路 2345 號 
2345 Longyang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P. R. China

同期舉行 
Co-Located Exhibition

5個展區 
EXHIBI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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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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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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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末塗料
Powder Coatings Technology

中國+國際原材料
China &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