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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國電鍍行業加工面積達 13 億平方米，2019 
年估計將超過 15 億平方米。近年，表面處理及電鍍技術

以裝飾和高抗蝕性工藝方向發展，噴塗及真空鍍膜等技術取

代傳統工藝，高清潔性及智能設備漸漸成為行業主導。

展覽會自1983 年開始服務行業，目前每年在上海和廣

州交替舉行，一直致力為表面處理行業供應和製造商提供展

示和貿易平台，面對面接觸來自中國和亞洲地區觀眾。上屆

2019 年上海展覽會總展出毛面積達17,000 平方米，有來自

45 個國家 / 地區超過 11,500 名觀眾和來自 22 個國家 / 地
區340 家參展商共同參與。2020 年「中國國際表面處理展」

將在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A 區舉行，繼續協助參

展商拓展中國及亞洲市場！

China's electroplating market size hit 1.3 billion square metres in 2018 and 
it is estimated to exceed 1.5 billion square metres in 2019. Recent years, 

surface finishing and electroplating continue to shift to decorative and 
high anti-corrosive applications. Spray coating and vacuum deposition 
gradually replace traditional plating. Green and smart equipment 
become more popular.

SFCHINA has been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suppli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e surface finishing industry to connect with trade visitors from China and 
Asia. The exhibition is held annually and alternates its venue between the 
cities of Guangzhou and Shanghai, P. R. China. Our 2019 Shanghai edition 
attracted over 11,500 trade visitors from 45 countries/ regions, together with 
340 exhibitors from 22 countries/regions gathered on a gross exhibition area 
of over 17,000 square metres. SFCHINA2020 will be staged at Area A of 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Guangzhou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serve surface finishing industry!

行業領先平台 
Leading Finis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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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終端用戶產業帶來的惠益
Enhance Benefits Created by End-User Industries
• 2018 年，中國汽車零部件總產值超過 4,000 億人民幣。到 2020
年，零部件輕量化材料佔比預計將達 35%，而高強鋼佔比將提升至
45%，汽車零部件輕量化將為行業帶來新市場需求。

• 到 2025 年，中國新材料產業產值預計將達 10 萬億人民幣，並保持
20％年均增長率，相關新材料包括陶瓷基、鎂鋰合金、碳纖維、高
強度鋼和鎂鋁合金，大多應用在航天和汽車製造業。表面處理是裝
備製造必備環節，隨着新材料不斷發展及推陳出新，惠及表面處理
技術需求。

• 2018 年，中國信息產業增長 30.7%，總額超過 3 萬億人民幣，相關
設備包括感測、通信、計算機和控制等。此外，中國政府將在 2020
至 2030 年間斥資 2.8 兆人民幣用於 5G 移動網絡，推動國內網絡
和智能手機需求，同時為表面處理行業創造更大市場空間。

• In 2018, total output value of China's automotive parts 
exceeded RMB¥400 billion.  By 2020, proportion of lightweight 
materials used in automotive parts is expected to reach 
35%, while proportion of high-strength steel used will increase 
to 45%.  Lightweight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s going to 
bring new market demand to the industry.

• Output value of China's new material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RMB¥10 trillion by 2025, and will maintain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0%.  Related new materials including 
ceramic-based, magnesium-lithium alloys, carbon fiber, high-
strength steel, magnesium-aluminum alloys, are widely used 
in aerospace and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Demand for 
surface finishing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as it is an essential 
process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 In 2018, China's information industry grew by 30.7% and 
exceeded RMB¥3 trillion. Related equipment includes sensing 
device, communication, computer and control.  In addition,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spend RMB¥2.8 trillion on 5G 
mobile networks between 2020 and 2030, boosting demand 
for domestic network and smartphone suppliers, and 
creating new market space for the industry.

展覽會持續獲得市場及行業認可
SFCHINA Continues to Gain Market and 
Industry Recognition 
• 觀眾數量逐年穩定上升，尤其是來自中國和亞洲地區觀眾，佔 2019 
年上海展覽會總觀眾人數超過 97%。

• 不斷增長的參展商數量和展覽規模說明展覽會對行業的重要性， 
為參展商提供拓展中國和亞洲市場商機。

• 服務行業超過 30 年，已發展為展示行業最新技術及產品的具影響
力平台，讓整個產業鏈緊貼市場趨勢，協助參展商制定有效且實用
的增長策略。

• SFCHINA's visitor number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particularly from China and Asia, which together accounted 
over 97% of total visitors in 2019 Shanghai edition.

• Growing exhibitor figure and exhibition scale reinforce the 
show's importance to the industry,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looking to establish or strengthen their presence in 
China and Asia markets.

• Serving surface finishing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FCHINA has been upholding its status as a showcase for 
industry's innovations, and developing as a platform for 
sharing insight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across the entire  
production chain.

為何必須參展 Why You Must Exhibit
行業領先平台 
Leading Finishing Platform 搶佔亞洲表面處理市場發展

Seize Robust Growth of Asian Surface 
Finishing Market

• 2018-2023 年全球表面處理市場預計將以超過 6％複合年增長率增
長。中國和印度是全球市場領導者，因而令亞太地區前景保持強勁。

• 運輸、電氣電子、建築和工業機械等終端產業快速發展，將繼續推
動未來幾年亞太地區表面處理需求。

• 由於亞太地區用戶對提高產品質量愈來愈重視，加上人口仍處於上
升期，中產階層不斷增加，城鎮化快速推進，政府持續增加基建開
發支出等共同作用下，該地區市場仍是行業重要增長引擎。

• Global surface finishing market is projected to grow at a 
CAGR of over 6% during 2018-2023.  Growth in Asia-Pacific 
(APAC) region is estimated to be highest, with China and 
India as global market leaders. 

•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nd-use industries in APAC 
region continues to propel surface finishing demand in 
coming year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machinery.

• APAC region is anticipated to remain as a strong contributor 
in surface finishing market due to rise in user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products, growth in population and middle 
class,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increase i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tc.

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 大灣區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區、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9 個城市，總面積 5.6 萬平方公里，2018
年底總人口逾 7,000 萬，為世界四個主要灣區中面積最大一個。

• 大灣區已被視為中國領先城市群，雖然只佔全國土地面積 0.6% 和
人口 5%，但卻佔國內生產總值 12%，經濟效益比兩個主要經濟地
區京津冀與長江三角洲高。

• 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主力發展領域為地產及基建，建築需求量大，
將帶動加工技術及表面處理解決方案需求。

• The Greater Bay Area comprises 2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9 municipalities of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Foshan, Huizhou, Dongguan, 
Zhongshan, Jiangmen and Zhaoq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s total area is 56,000 km2, with population of over 
70 million by end of 2018, making it the largest out of the 
world's four main bay areas.

•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already been considered as a 
pioneering domestic city cluster.  Although it only occupies 
0.6% of land and has 5% of total population in China, it 
accounts for 12% of the country's GDP, surpassing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2 other major city clusters, Jing Jin Ji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are the two major development sector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us driving high demand for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finish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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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及精飾技術
Electroplating & Finishing 
Technology

環境保護、安全及個人保護設備
Environmental, Safety & 
Protection

塗裝及塗料產品
Coating Applications &  
Coating Products

比利時 BELGIUM
安徽格拉特 (GALACTIC) 生物化學有限公司

索爾維 - 恆昌 (Solvay-Hengchang)( 張家港 )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優美科長信表面技術 (UCST)( 江門 ) 有限公司

優美科金屬國際貿易 ( 上海 )(Umicore Shanghai) 
有限公司

巴西 BRAZIL
淡水河谷 (Vale) 公司

中國 CHINA
武漢奧邦 (Aobang) 表面技術有限公司

太倉邦泰 (Bangtai) 工業設備有限公司

六安市金安區寶德龍 (Baodelong)科技創新有限公司

紹興市博興 (Boxing) 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博友 (BoYou) 納米材料有限公司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研究所 (CETC)
常州市川磷化工 (Chuanlin Chemical) 有限公司

嘉善川田 (Chuantian)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玉環震浪 (Clangsonic) 超聲股份有限公司

科泰克 (CoaTech) 金屬表面技術有限公司

廈門科索 (Cosoul) 電器設備有限公司

太倉昌順 (Co-sun)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共盈 (Co-Win) 新材料貿易有限公司

華測檢測認證 (CTI)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紹興市承天電器 (CTN Electronic) 有限公司

廣東達志 (Dazhi) 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自然 (Daziran) 塑膠 ( 蘇州 ) 工業有限公司

蘇州德翔 (Der-Shine) 金屬表面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迪堡 (Dibao) 化工有限公司

德錫 (Diligence) 化學 ( 山東 ) 有限公司

《電鍍與塗飾》中文核心期刊 (E.& F.) / 
鍍塗學堂 APP

意笙 (Ean Sheng) 實業有限公司 / 
漢特 (Hante)( 清遠 ) 化工有限公司

鄭州易和 (Easy and Fine) 精細化學品有限公司

廈門市宏正 (Ekem) 化工有限公司

恆捷 (Everfast)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武漢風帆國際 (Fengfan International) 貿易有限公司

武漢風帆電化科技 (Fengfan Technology) 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福爾鑫 (Fuerxin) 醫藥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高鵬 (Gaopeng) 金屬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聞敬 (Gentle)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長鋮 (Great Wall) 鈦金屬有限公司

湖北英特利 (Green) 電氣有限公司

杭州集德 (GSTC) 表面技術有限公司

廣東光華 (Guanghua)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海科順 (Haikeshun) 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蘇州禾川化學 (HCC) 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長沙市宏達 (HDflon) 換熱設備有限公司
紹興市合力 (Heli) 整流器廠 ( 普通合伙 )
蘇州合美 (Hemei) 製冷設備有限公司
合肥恆力 (Hengli) 裝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恆緯祥 (Hengweixiang) 科技有限公司
華人電鍍網 (Hrddw)
赫世歐 (HSO) 化工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福建華輝 (Huahu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襄陽化通 (Huatong) 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華兆製冷 (Huazhao Refrigeration) 設備有限公司
合盾 (HYTURN) 環保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廣東致卓 (Intensive)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漢吉和昌 (Jadechem)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煙台佳路恩 (Jialoone)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見正 (Jianzheng) 機電電鍍設備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杰利凱 (Jielikai) 工業設備有限公司
吉林吉恩鎳業 (Jien Nickel) 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金日 (Jin Ri) 化工有限公司
金川 (Jinchuan) 集團鎳鹽有限公司
河南金丹乳酸 (Jindan Lacti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蘭 (Jingelan) 科技有限公司
嘉興錦浩 (Jinhao)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康頻 (Kangpin) 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金地亞美 (KDM) 科技有限公司
科電檢測儀器 (Kedian Instrument) 有限公司
上海公隆 (Kelly)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安捷 (Kelly) 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江蘇科倫多 (kolod) 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堃霖 (Kuenling) 冷凍機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東莞市勵揚 (LeaYoung) 電鍍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朝瑞 (Leuchtturm) 自動化系統有限公司
九江力源 (Liyuan) 整流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龍慧 (Longhui) 貿易有限公司

中山龍淨 (Longjing) 過濾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裕 (Longyu) 實業有限公司

雲南省陸良 (Luliang) 化工實業有限公司

昆山美寶 (Meibao) 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江蘇夢得 (Mengde)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德耐化工 (Metalite Chemicals) 原料 
有限公司

上海微譜 (Micro-Spectrum) 化工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重慶民豐化工 (Minfeng Chemical) 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脈諾 (Mirror) 金屬表面處理技術有限公司

中山綠澳 (Neo) 表面處理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紐堡 (New Power)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鎳通 (Nitont) 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諾博化工 (Noble Chemicals) 原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歐得美 (ODM)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傲新源 (Oriental Source)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歐涵 (Ouhan) 貿易有限公司

武漢菲尼克 (Phoenix) 化學有限公司

昆山培雷特 (Plate) 成套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皮姆西 (PMX) 貿易有限公司

運城市乾賜 (Qianci) 工貿有限公司

張家港保稅區謙利達 (Qianlida) 化工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鴻達 (RTs) 清洗技術有限公司

廣德汭孚 (Ruifu)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睿福 (Ruifu) 有色金屬有限公司

上海瑞特良 (Ruiteliang) 化工有限公司

太倉三山 (Samsan) 環保機械有限公司

上海珊鑫 (Shanxin) 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雙成 (Shuangcheng) 金屬表面技術 
有限公司

連雲港樹人科創 (Shuren Kechuang) 食品添加劑 
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珠海市奧美倫 (Allmelux)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愛鋁美克斯 (ALMEX) 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希銳 (C·RAY) 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漢材料保護研究所 (COATTEST) 有限公司

惠州市迪思特 (DST)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省漢霖 (EPE) 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超潤 (Fine - plati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益美 (Gaoyimei) 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 (Golden Chemical) 有限公司

江蘇浩博 (Haobo) 塑業有限公司

湖北和昌 (Hechang)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頭市鴻一 (HongY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CHINA
蘇州安捷倫精密機械 (Angem Precision Machine) 
有限公司

佛山市賓麗 (Binli) 噴塗工具有限公司

常州寶珒 (Boking) 科技貿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士達 (Bostar)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博友 (BoYou) 納米材料有限公司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長江 (Changjiang) 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長原 (Changyuan) 噴霧技術有限公司

廈門市成業辰 (Chengyechen) 機械有限公司

希美埃 (CMA)( 蕪湖 ) 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

福州科羅 (Coro) 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貝爾 (Dber) 噴槍有限公司

中山市德創 (Dechuang)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鼎羿 (DingYi) 流體技術有限公司

東莞市東澤 (Dongze) 塗裝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東濾 (East Filter) 濾芯製品廠

帝業 (EmpireChem) 化學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宜瓷龍 (Excilon)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飛揚 (Feiyang) 粉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區裡水富力 (Free) 濾清器廠

上海斐然 (Freeland)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福誠美 (Fuchengmei) 化工有限公司
濰坊蓋林 (Galin) 塗裝設備有限公司
江蘇高克鏽 (GKX) 機械有限公司
常州金駱駝 (Golden Camel)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江蘇光達 (Guangda) 智能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廣大 (Gvast) 水性環保材料有限公司
沈陽市航達 (Hangda) 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天長市豪諾 (Haonuo) 塗裝設備廠
東莞市弘大 (Hongda) 噴塗機電有限公司
深圳市鴻勝興 (Hongshengxing) 風機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華立 (Huali) 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蘇州杰成 (Jiecheng) 工業設備有限公司
捷威 (Jiewei) 精密製造 ( 深圳 ) 有限公司
東莞市金淳 (Jinchun) 塗裝工具有限公司
青島中邦 (Jobon)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禾 (Joihey)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聚富 (Jufu) 通風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巨良 (Juliang) 閥門集團有限公司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 (Junhe Technology Stock) 
有限公司

中山市凱德 (K.tech) 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坤達 (Kunda) 輸送鏈條有限公司
上海葵聰 (Kwaicong) 塗裝設備有限公司
中山市勞博 (Labor) 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林上 (Linshang) 科技有限公司
晉江市羅威 (Luowei) 塗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施聯科 (Maxlink)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麥滿 (Mindman) 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銘安 (Ming An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百好 (PACO)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東莞市慧江平成 (Pingcheng) 機械有限公司
廣州市寶麗 (Prona) 風動工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七星 (Qixing)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賽弗 (SAVVY) 過濾系統有限公司
蘇州西迪加 (Scitech) 塗裝設備有限公司
浙江尚陽 (Shang Yang) 工業風機有限公司
世晟 (Shisheng) 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樂施達 (Smart) 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北京賽維美 (SMT) 高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明祥 (SMX) 噴塗設備有限公司

2019 (上海 ) 參展商名單 Who Exhibited in Our 2019 Shanghai Show

2019 展覽會數據平穩增長 SFCHINA2019 Demonstrated Encouraging Results

45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17,000 平方米
sqm

名觀眾 
Visitors11,528

22 個國家 / 地區 
Countries/Regions 

總展出毛面積
Total Gross Exhibition Area

觀眾數目 No. of Visitors參展商數目 No. of Exhibitors

340 家參展公司 
Exhibiting Companies

( 為歷屆之最 • New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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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旭路行 (Solution) 電子有限公司

貴研 (SPM) 鉑業股份有限公司

寧波神化 (Sunhu) 化學品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武漢賽菲克 (Surfachem) 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駿佳 (T&B) 化學有限公司

天富 (Thermphos)( 中國 ) 食品添加劑有限公司

太倉天健 (Tian Jian)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黃岡市通鼎 (Tongding) 金屬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朴維 (Topway) 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銀 (UBS) 貴金屬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威智 (Viwit) 醫藥工業有限公司

上海耀煒 (Weiwei) 塑膠有限公司

華福 (Whitford) 塗料 ( 江門 ) 有限公司

杭州和韻科技 (WIN-WIN Technology)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寶德 (Xinbaode) 塑料有限公司

興發 (Xingfa) 集團

無錫星億 (Xingyi) 智能環保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炫帝 (Xuandi) 實業有限公司

溫州市意達 (Yida) 石化泵業有限公司

四川省銀河 (YinHe)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億美佳 (YMJ) 表面技術有限公司

武漢陽德 (Youngde) 化工有限公司

東莞聚順 (Youtec)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安市裕興 (Yuxing) 機械有限公司

湖北振華 (Zhenhua)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興化市振龍金屬 (Zhenlong Metal) 製品廠

浙江智益 (Zhiyi) 電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博美 (ZhongShan BoMe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興化市中天 (Zhongtian Anodes) 金屬材料有限公司

日益 (Zi Yi) 電機 ( 昆山 ) 有限公司

蚱蜢 (Zimflex)( 上海 ) 工業軟管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特區 HONG KONG SAR, CHINA
啟傑 (Bayton) 有限公司
永星 (Winstar) 化工有限公司
德亞 (WMV) 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雲錫 (Yuntinic)( 香港 ) 資源有限公司

中國台灣地區 TAIWAN REGION, CHINA
真湛 (Everwin) 商貿 ( 上海 ) 有限公司
聚和國際 (HOPAX) 股份有限公司
鴻億機械 (Hung Yi Machinery) 工業 ( 浙江 ) 有限公司
億鴻 (PAT)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瑞期 (Reach) 精細化學工程有限公司
台北松和 (Sungho)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升展 (Super Giant)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宗 (Super Polish)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強電機 (Tai Chyang Electric)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TSFA)
日益 (Zi Yi) 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國 FRANCE
法國安培 (A.m.p.e.r.e.) 公司
杭州德欣 (DST) 科技有限公司
法國西貝科 (SIEBEC) 過濾系統

德國 GERMANY
奧爾貝茨 (Aalberts-st) 金屬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德國電鍍 (AMT) 自動化有限公司
安美特 (Atotech)( 中國 ) 化學有限公司
奧庫斯 (Aucos) 股份公司
德國迪堡 (Bergische) 化學有限公司
菲希爾 (Fischer) 測試儀器有限公司
Harter GmbH
伊弗歐 (IFO)
Linnhoff & Partner Galvanotechnik GmbH

Munk GmbH
鈹一 (Pe China) 電鍍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QUBUS Planung und Beratung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德國拉西格 (Raschig)
賽佳邁 (Sager + Mack)( 廣州 ) 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德國施洛特 (Schlötter) 有限公司

賽德克 (SurTec) 金屬表面處理技術 ( 杭州 ) 有限公司

賽德克 (SurTec) 國際有限公司

TIB Chemicals

印度 INDIA
佛山亞特 (Artek) 表面技術材料有限公司

印度 Grauer & Weil 公司

Padmavati Sales
Shree Ganesh Chemicals

意大利 ITALY
廈門匯科 (Falco) 電子有限公司 /  
意大利 CRS 工業電鍍電源

日本 JAPAN
大和化成 (Daiwa Fine) 株式會社

日立分析儀器 (HHA)( 上海 ) 有限公司

日本表面化學 (JASCO)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三原 (Mihara) 產業

讚岐屋 (Sanukiya) 有限公司

株式會社 山本鍍金 (YAMAMOTO-MS) 試驗器

韓國 KOREA
韓國佰勤 (Beecom) 株式會社

荷蘭 THE NETHERLANDS
馬赫內托 (MAGNETO) 特殊陽極 ( 蘇州 ) 有限公司

美富亞 (Mefiag)( 廣州 ) 過濾系統有限公司

俄羅斯 RUSSIA
諾勵斯 (Norilsk) 鎳業貿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Poliplast Ltd.

新加坡 SINGAPORE
恩森 ( 台州 ) 化學 (Ensoo Chemicals) 有限公司

瑞典 SWEDEN
誇普 (Kraft) 電氣 ( 上海 ) 有限公司

土耳其 TURKEY
Prometal Galvano Cih. San. Tic. Ltd. Sti.

英國 UK
Oxkem Limited
速菲科 (Serfilco)( 上海 ) 化工設備有限公司

美國 USA
美國化學技術公司 (ACTi)
美國百富可 (PAVCO) 公司

蘇州恆諾泰 (SIFCO ASC) 科技有限公司

優耐 (Univertical) 銅材 ( 蘇州 ) 有限公司

廣東華創 (Huachuang) 化工有限公司華東分公司

東莞市慧澤淩 (Huizeling)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美 (Huizhou Bomei) 環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江南 (Jiangnan)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金彩 (Jincai) 染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諾達 (Jinnuoda) 鐵氟龍電熱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金星 (Jinxing) 氟化學有限公司

金茂源 (Kimou) 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青風環境 (Kingfit Environment) 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坤華 (Kunhua) 機械有限公司

無錫雷德 (Leide) 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良仁 (Liangren) 化工有限公司

廣州市納森 (Ninesuny) 水處理劑有限公司

武漢松石 (Pinestone)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榮強 (Rongqiang) 科技有限公司

盛康 (Shercon) 橡膠 ( 杭州 ) 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源達 (Siyuanda)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清 (S-King)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創升 (Transcend)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維迅 (Winsun) 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一鼎 (Yiding) 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夏縣運力 (Yunli) 化工有限公司

總豐 (Zemfons) 過濾技術 ( 蘇州 ) 有限公司

無錫中鍍 (Zhongplating)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崎機器人 (SQROBOT)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蘇州昇燦塗裝 (Sunshine Coating) 設備有限公司

中山天祥 (Tenshoo)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恩時 (Threenh) 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塗為 (Towtc) 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東威凱 (Wecan) 表面技術有限公司

東莞市偉富 (Weifu) 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江門市皇宙 (Wonder) 實業有限公司

山東旭暉 (Xuhui)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彥本 (Yanben) 塗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藝彩 (YiCai) 水性環保材料有限公司

東莞市億豐 (Yifeng) 工業風機設備有限公司

中山市永齊 (Yongqi)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幫 (Youbang) 塗裝設備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宏 (Yuhong) 泵業有限公司

江陰澤川 (Zechuan) 機電有限公司

東莞市卓鼎 (Zhuoding) 機械設備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特區HONG KONG SAR, CHINA
翁開爾 (H.J.Unkel)( 上海 )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瑞賽高廷仕 (Ramseier) 塗裝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裕東 (Yu Tung)( 中山 ) 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台灣地區 TAIWAN REGION, CHINA
青烽 (Chingfeng) 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定融 (T&R Roxgen)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克 CZECH REPUBLIC
Rokospol a.s.

法國 FRANCE
薩麥絲客牡林 (SAMES KREMLIN) 噴塗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德國 GERMANY
上海德硅 (Citiking) 機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德爾肯 (Dörken) 微塗層防腐蝕系統 ( 上海 ) 有限公司

杜爾 (Dürr) 塗裝系統工程 ( 上海 ) 有限公司

勞士領 (Roechling) 工程塑料 ( 蘇州 ) 有限公司

蘇州儒拉瑪特 (Ruhlamat) 智芸科技有限公司

瓦格納爾 (Wagner) 噴塗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WIWA Wilhelm Wagner GmbH & Co. KG

希臘 GREECE
尼克 (NIKO) HELM HELLAS S. A.

印度 INDIA
Ethos Corporation

意大利 ITALY
Filtermedia Srl
江蘇賽摩艾普 (Saimoepi) 機器人有限公司

日本 JAPAN
阿耐思特岩田 (Anest Iwata) 產業機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韓國 KOREA
大榮 DaeYoung Engineering Co., Ltd.
凱茜愛 (KCI) 塗裝機 ( 上海 ) 有限公司

L'beste GAT LTD.

西班牙 SPAIN
希達薩 (SIDASA Engineering)

瑞典 SWEDEN
深圳市愛科爾 (ECCO) 科技有限公司

瑞士 SWITZERLAND
金馬 (Gema) 塗裝 ( 上海 ) 有限公司

POMTAVA S.A.
上海蘇爾壽 (Sulzer) 工程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土耳其 TURKEY
軼川塗裝 (Electron Coating)(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國 USA
固瑞克 (Graco) 流體設備 ( 上海 ) 有限公司

美加力 (MAGNI) 新能源科技 ( 海安 ) 有限公司

諾信 (Nordson)( 中國 ) 有限公司

佑泥 (UNI) 精密機械（上海）有限公司

2019 (上海 ) 參展商名單 Who Exhibited in Our 2019 Shanghai Show

2019 展覽會數據平穩增長 SFCHINA2019 Demonstrated Encouraging Results

參展商數據 Exhibitor Data
中國境外
Overseas

中國香港特區及臺灣地區
Hong Kong SAR & Taiwan Region

中國境內
Domestic China

總計
Total

首次參展公司數目 No. of New Exhibitors 11 1 65 77
參展商數目 No. of Direct Exhibitors 67 19 227 313
代表公司數目 No. of Companies Represented 79 20 241 340

觀眾數據 Visitor Data

中國境內觀眾人數  
Domestic China Visitors 10,370

境外觀眾人數（包括中國香港特區及台灣地區） 
Overseas Visitors (Including Hong Kong SAR & 
Taiwan Region)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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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現場抽樣訪問 340 名觀眾，以下是數據分析：  
We interviewed 340 visitors by Field Sampling. Here are some findings:

亞太區 ASIA PACIFIC
澳大利亞 Australia ...........................................18
孟加拉 Bangladesh ...........................................8
中國，境內 China, Domestic ....................10370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China, Hong Kong SAR 
 .......................................................................122
中國，臺灣地區 China, Taiwan Region ....189

印度 India .......................................................132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66
伊朗 Iran .............................................................1
日本 Japan ......................................................26
韓國 Korea .......................................................22
馬來西亞 Malaysia ...........................................92
新西蘭 New Zealand ........................................4
巴基斯坦 Pakistan ............................................16
菲律賓 Philippines ............................................12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2
新加坡 Singapore ............................................53
斯里蘭卡 Sri Lanka .............................................4
泰國 Thailand ...................................................26
阿聯酋 UAE .......................................................18
越南 Vietnam...................................................12

美洲 AMERICA
阿根廷 Argentina ..............................................2
巴西 Brazil .........................................................18
加拿大 Canada ...............................................10
墨西哥 Mexico ...................................................6
美國 USA ...........................................................46

歐洲 EUROPE
比利時 Belgium ..................................................3
捷克 Czech Republic ........................................2

丹麥 Denmark ...................................................1

芬蘭 Finland .......................................................3

法國 France .......................................................9

德國 Germany .................................................65

希臘 Greece ......................................................2

意大利 Italy .......................................................22

盧森堡 Luxembourg* ........................................2

荷蘭 Netherlands ............................................18

波蘭 Poland .......................................................1

葡萄牙 Portugal .................................................1

俄羅斯 Russia ...................................................44

西班牙 Spain ......................................................6

瑞典 Sweden .....................................................4

瑞士 Switzerland ..............................................19

土耳其 Turkey ...................................................22

英國 UK .............................................................12

非洲 AFRICA
埃及 Egypt .......................................................14

南非 South Africa ..............................................3
＊首次有觀眾來自此地 

First time there are visitors from here 
 
 
 
 
 
 
 
 

總人數 Total：11,097總人數 Total  11,528

觀眾所屬行業 Visitors by Industry

觀眾來自 45 個國家 / 地區
Visitors Came From 45 Countries/Regions

參觀主要目的 Main Reason(s) for Visit

52.94%
尋找新產品

Source New Products

11.76%
收集新技術和市場信息/評估市場發展趨勢

Collect Updated Market & Technology 
Information/Evaluate Market Trends

28.24%
收集信息做採購決定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Making  
Purchasing Decisions

34.12%
尋找供應商 

Source Suppliers

21.18%
尋找新合作伙伴/代理

Seek New Partners/Sales Agents

2019上海展覽會觀眾及參展商調查 Findings from 2019 Visitor & Exhibitor Surveys

輕工業 
Light Industry

1.47%

塑料製品 
Plastics Products Manufacturing

1.47%

五金製品 
Metal Products

1.76%

油漆製造 
Painting

2.06%

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6%

噴塗加工 
Painting Job Shop

2.94%

飛機製造 
Aircraft

2.94%

家用電器製造 
Electrical Appliances

3.24%

儀器儀錶製造 
Instrumentation

3.82%

機械製造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4.12%

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4.12%

餐具製造 
Cutlery

5.00%

建築 
Building

5.00%

電腦製造 
Computer

5.59%

其它，如眼鏡、燈飾、軍事裝備等 
Others, e.g., Eyewear, Lighting,  

Military Equipment, etc.

6.15%

電子產品製造 
Electronics

6.47%

自行車工業 
Bicycle Industry

6.76%

汽車製造 
Automotive

15.29%

化工 
Chemical

16.76%

鋁材製造 
Aluminium Products

21.76%

電鍍 
Electroplating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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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內容 Scope of Exhibits
預處理及電鍍
浸泡清洗、電解清洗、去離子、超聲波、酸浸、脫脂、化學除鏽、轉化膜（磷酸、矽烷
處理、陽極氧化）、脫漆、電泳塗裝、電鍍、塑料電鍍、電路板 / 電子產品電鍍、等離
子體技術

油漆及粉末塗裝
電泳塗裝設備、油漆及粉末塗線、塗裝設備及配件（噴槍、噴塗室、水簾櫃、固化爐、
輸送設備、連接設備、往復機等）、自動化設備（噴塗機器人）、智能設備及生產線

真空鍍膜
物理氣相沉積 / 化學氣相沉積設備、原材料、控制及測試設備

機械式精飾
研磨、噴沙及噴丸、磨光及拋光、去毛刺、防鏽除鏽

塗料產品
汽車塗料、汽車修補漆、建築塗料、防腐塗料、不粘塗料、工業塗料、緊固件塗料、電
子塗料、溶劑型塗料、水性塗料、粉末塗料、紫外線固化塗料等

控制、分析及測試
厚度測量、顏色測試、表面反光率測試、硬度測量、腐蝕測量、pH 及 ORP（氧化還原）
測量、表面張力測量、自動劑量系統、自動及遠程加工控制

環境保護、安全及個人保護設備
清潔裝置、廢氣 / 固廢 / 廢水處理及回收、排煙除塵、通風與空氣污染控制、閉環回收、
離子交換膜回收、個人防護設備、空氣過濾、防火及防爆設備

工程及支援
工業通訊、軟件、工業刊物及媒體、工程顧問、教育及培訓

Pre-Treatment & Electroplating 
Soak Cleaning, Electrocleaning, Deionization, Ultrasonics, Acid Dipping, Degreasing, Chemical Rust-Removal, 
Conversion Coatings (Phosphorization, Silane-Oxide Treatment, Anodizing), Stripping, Electrophoretic Coating, 
Electroplating, Plating on Plastics, Plating on PCB & Electronics, Plasma Technology

Paint & Powder Coating Applications 
Electrophoretic Coating Equipment, Paint & Powder Coat Line, Coating Equipment & Accessories (Spray 
Gun, Spray Booth, Water Curtain Cabinet, Curing Ovens, Conveyor, Connector, Reciprocator, etc.), 
Automation Equipment (e.g., Robotic Equipment), Intelligent/Smart Equipment and Line

Vacuum Deposition 
PVD/ CVD Coating Equipment, Materials, Control & Testing Equipment

Mechanical Finishing
Abrasion, Grit Blasting & Shot Blasting, Buffing & Polishing, Deburring, Anti-Rusting/Rust Removing

Coating Products 
Automotive Paint, Automotive Refinish, Architectural Coatings, Anti-Corrosion Coatings, Non-Stick Coatings, 
Industrial Coatings, Fastener Coatings, Electronics Coatings, Solvent Based Coatings, Waterborne Coatings, 
Powder Coatings, UV Coatings, etc.

Control, Analysis & Testing 
Thickness Testing, Colour Measurement, Gloss Testing, Hardness Testing, Corrosion Testing, pH & ORP 
Measurement, Surface Tension Testing, Auto Dosing Systems, Auto & Remote Process Control

Environmental, Safety & Protection 
Washing Devices, Emissions/Solid Waste/Wastewater Treatment & Recovery, Dust & Fume Extraction, 
Ventilation & Air Pollution Control, Closed Loop Recovery, Ion Exchange Membrane Recover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ir Filtration, Anti-Fire & Explosion Equipment

Engineering & Supporting 
Industry Communication, Software, Publications & Media, Consulting & Engineering Services, Education & 
Training Services

銷售 / 市場營銷
Sales/Marketing

8.23%
管理人員

Management

27.94%
經理 / 廠長
Manager/ 

Plant Manager

16.18%
研發人員

R&D

8.53%
采購人員

Purchasing

7.94%
總工程師 / 高工 
Chief/Senior 

Engineer

16.18%
工程人員
Engineer

12.35%
生產人員

Production

2.65%

觀眾評價 What Visitors Said About SFCHINA

95.00%

組織良好
Well-organized

95.01%

舉辦成功
Successfully Staged

96.48%

參展商組合全面和優秀
Good Mix of Exhibitors

參展商評價 How Exhibitors Assessed SFCHINA

94.03%

開發新市場、尋找 
新客戶、與潛在客戶 

建立關係
Develop New Markets, 
Find New Customers &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Prospects

94.03%

鞏固現有銷售渠道
Consolidate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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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上海展覽會觀眾及參展商調查 Findings from 2019 Visitor & Exhibitor Surveys

展覽會評價 Testimonials

觀眾職級分類  Visitors by Job Title



www.sfchina.net

附加費用 Surcharge* : ■  獨立展臺 Island Booth          +10%■  三面開口 3-side open          +7.5%■  兩面開口 2-side open          +5%
* 附加費用適用於標準展台及光場地 Surcharge applies to shell-scheme exhibit space and raw exhibit space

光場地  
RAW EXHIBIT SPACE 

每平方米410美元 / 人民幣2,700元  
US$410 / RMB¥2,70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參展費用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ncluded

● 展臺面積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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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美元 / 人民幣2,900元  
US$440 / RMB¥2,900  per sq.m.

另加6%增值稅 Plus 6% VAT

● 參展費用含場地管理費 
Hall management fee included

● 展台面積最少9平方米 Minimum size: 9 sq.m.

● 展台配套包括圍板、地毯、楣板（公司招牌板）、基本照明系統和傢具 
Stand-fittings, white laminated panels, carpet, fascia, basic  
lighting and furniture included

展台設計只供參考 
For reference only

標準展台  
SHELL-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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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區劃分 EXHIBIT ZONES

展覽會資料 Exhibition Details

同期舉行 Co-Located Show

塗裝及塗料產品
Coating Applications &  
Coating Products

環境保護、安全及個人保護設備
Environmental, Safety & 
Protection

電鍍及精飾技術
Electroplating & Finishing 
Technology

參展費用 Costs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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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WeChat微博 Weibo手機 APP
大會指定會刊
Official 
Publication

2020 年 12 月 8-10日（週二至週四） 
December 8-10, 2020 (Tue-Thu)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A 區 
Area A,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中國廣州市海珠區閱江中路 380 號 
380 Yuejiang Middle Road, Haizhu, Guangzhou, P. R.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