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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十六楼
电  话：+86-10-64288748, 64284375, 
                            64223583, 64270470, 64271495
传  真：+86-10-64205891
E-mail：cuijingjing@ccpitchem.org.cn

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2号天元港中心B-2107
电  话：+86-10-87664843
                  87667165
传  真：+86-10-87663015
E-mail：member@cnaia.org, xinxibu@cnaia.org

匠心聚“胶”，“胶”筑美好

Shunde Harbor

• 15

15 mins driving distance from Shunde Foshan

• 12

12 ships daily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unde

Guangzhou Southern Railway Station

• 25

25 mins driving distance from Shunde, Foshan

•

Traffic hub which is linking Beijing,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xi and other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rain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70

70 km from Foshan

• 210

90

Covering 210 shipping points, including 90 

international waypoints

Plane

China Adhesive And Sealant
Tape And Protection Film Expo

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大湾区）展览会

中国国际胶粘带与保护膜（大湾区）展览会

同期举办：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RubberTech GBA

www.chinaadhesive2000.com

2021.03.31- 04.02
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
China Adhesives and Tape Industry Association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三龙湾高端

创新聚集区的核心地带，凭借区位优势，依托本地雄厚的制造业

基础，打造珠三角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智能制造的国际交流平台，

建设以高端制造、研发、会展、物流为特色的会展产业城，是推

进地区商贸会展和优势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 关于展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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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首个国家明确定义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最具有国际化

特征，今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群地区，以及创新能力最强和最开放的

城市群地区。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6956.93万，GDP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

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17%，GDP总量规模在世界国家排行中名列11位，成为

中国及国际的重要经济、金融、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 大湾区的优势 ——

展会是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专为粤港澳大湾区

及华南地区量身打造的专业展会，将为家电、轨道交通运

输、汽车、电子、新能源、工业、智能家居、家装建材、

建筑，以及制品加工等行业打造专属行业粘接、密封和修

补方案，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贴合其下游应用的多

元化需求，为新材料领域企业提供技术交流、品牌推广、

产品/解决方案对接平台。展会将助力企业深入华南地区活

跃的新兴产业集群，开拓华南乃至东盟区域市场，并与高

质量终端买家交流洽谈，推动用户行业绿色、智能、轻量

化的生产，降低能耗，提高工作效率。

—— 展会介绍 ——

—— 开拓新市场的最佳商务平台 ——

—— 为什么选择大湾区展 ——

商贸平台 主要观众领域

◆胶粘剂产品 ◆密封材料

◆保护膜产品 ◆绝缘漆产品

◆原料及化工产品 ◆胶带产品

◆薄膜产品 ◆涂层材料

◆离型材料 ◆包装容器和材料

◆测试仪器 ◆涂布/覆膜/复合设备

◆UV固化技术 ◆工业修补剂

◆表面处理剂 ◆复合材料

◆相关生产机械设备 ◆施胶工具

◆模切设备

◆安全与环保技术、循环技术等

◆发掘新客户

◆维护老客户

◆新用途的开发

◆新产品、新技术介绍

◆行业动向

◆吸引投资

◆包装印刷

◆电子（5G技术、

  光通信、人工智能）

◆家用电器

◆汽车/汽车零部件

◆建材/石材瓷砖

◆家具/家装

◆新能源

◆医疗

◆制鞋/制包

◆橡胶/塑料

展出产品

大湾区是中国胶粘剂、

密封剂和胶粘带加工的密集区域

区域内制品企业数量

达上万家

华南专业观众对胶展的期待
展商品牌、展品范围齐全 89.2%

更多国内外知名展商参与 67.5%

更多创新产品与前沿技术 83.3%

高质量的技术论坛与行业大咖 59.6%

可以获悉市场趋势和方向 52%

—— 多年后重回广东办展 ——

众多展商的需求与期待

华南市场的需求与期待

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规划带动下，华南

地区市场活跃，创新发展潜力无限，需要一

个与之地位和体量相匹配的高质量、重技

术、创新型、综合性的展示平台。

非常期待胶展可以把更多优秀的企业和

创新产品带到华南地区，我们会一如既往地

支持胶展！

华南区域整体发展势头猛、速度快，呈

现了和华东及华北完全不一样的发展面貌。

我们非常期待能借助这个平台去开拓华南市

场！

82%  
设立展台  

 

23%  
应用方案
展示

 11%  
专属会议

 

29%
买家
见面会

20%
技术研讨会

 

 

76%
展商非常期待

期待以何种
形式参与 

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的品牌影响力1.

挖掘新兴应用市场，匹配精准采购需求3.

历年广东展的观众与上海展的重叠率只有5%5.

展会曾经在广东成功举办过6届6.

华南地区庞大的市场资源2.

360度全方位推广渠道，打开市场新格局4.

广东展观众来源（2016年） 上海展观众来源（2020年）

华南地区
占77%

华东地区
占80%

华南以外
观众占23%

华东以外
观众占20%

标准展位包括（一张问询桌、一张洽谈桌、四把折椅、两盏射灯、一个电源插座、一个废纸篓、墙板、展位内地毯、中英文门楣）；

—— 展位价格 ——

标准展位（最小9m2起）

光地展位（最小27m2起） 早鸟价

□ A区：人民币12000元/9m2,                   m2=                    元

□ B区：人民币9000元/9m2,                     m2=                    元

□ A区：人民币1200元/m2×                     m2=                  元

□ B区：人民币900元/m2×                       m2=                  元

□ A区：人民币10800元/9m2,                    m2=                    元

□ B区：人民币8100元/9m2,                      m2=                    元

□ A区：人民币1080元/m2×                     m2=                     元

□ B区：人民币810元/m2×                       m2=                     元

早鸟价（2020年12月31日前报名并付全款）

2020 年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已于 9月 16-18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成功举行。展会的成功举办为行业提供了上下游贸易撮合的绝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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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世贸博览馆

2013 年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016 年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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