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 Adhesives and Sealants
Related Companies 
胶粘剂及密封剂企业参与

30,000+ Professional Visitors
专业采购商 25,000 Exhibiting Area

展览面积m2

www.chinaadhesive2000.com

匠心聚“胶”，“胶”联世界

笃建国际化全产业链平台，引领行业转型升级新浪潮！
Building Global Industry Chain Platform, Lead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
CHINA ADHESIVE AND SEALANT

中国国际胶粘带和保护膜展
TAPE AND PROTECTION FILM EXPO

同期举办

中国国际化工展
ICIF China

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RubberTech

行业供需通讯录 官方抖音号 官方微信号

广东 · 佛山 ·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Guangdong.Foshan Tanzhou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2022 年 3 月 30 日 -4 月 1 日
Mar.30-Apr.1, 2022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2022 年 9 月 6-8 日
September 6-8, 2022

上海展大湾区展



胶粘/密封/薄膜领域专业旗舰盛会——企
业品牌宣传、新品发布的优质平台；

汽车、电子等多领域高端论坛助力，感知
行业发展新风向，探索上下游产业链创新
融合；

24年积累，庞大的下游买家数据库，专业
团队定向邀约；

覆盖胶粘/密封领域全产业链内外优质资
源——探索新合作、挖掘新商机的新窗口；

全展期呈现的线上展览平台，大数据精准
贸易配对，打造您的专属获客渠道；

行业全覆盖、多渠道的精准营销方案，助
力企业全方位、高强度曝光；

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CHINA ADHESIVE）由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联合主办，是专为华东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重要市场量身打造的专业品牌

展会。展会深耕胶粘行业 24 年，凭借强大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全力整合胶粘 / 密封 / 薄膜

全产业链核心资源，将为 5G、汽车、电子、新能源、轨道交通、建材家居、智能包装、工业智造等

行业打造专属高质量、高性能新材料解决方案。

作为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重要商贸平台，CHINA ADHESIVE 同期将携手石化产业周（国际化工展、橡

胶技术展、涂料涂装展），以下游应用行业的多元化需求为导向，与企业一起深入华东 / 华南地区活

跃的新兴产业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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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

上下游产业链的创新融合，推动用户行业绿色、智能、轻量化的生产，加速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迈进。

助力内循环经济，赋能绿色新智造
Boosting the national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Leading industry upgrading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整合胶粘 / 密封 / 薄膜全产业链资源，聚 “胶” 高性能新材料解决方案

为何参加？



绝佳的 B to B 商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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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胶工具	 相关生产机械设备

模切设备	 安全与环保技术、循环技术等

汽车 / 汽车零部件	

◆电子信息及电器（5G、AI）	

◆建筑 / 家具 / 家装

◆新能源（光伏、电池）

◆卫生用品

◆轨道交通

◆包装印刷 / 标签

◆医疗 / 健康	

◆制鞋 / 制包 / 纺织

◆橡胶 / 塑料

开发内循环市场

新产品、新技术推广

环保节能产业升级

价格及交货洽谈

新用途的开发

行业动向

展商来自 参观者来自

商贸平台

上下游创新融合，打造胶粘产业链的强劲引擎

上汽、通用、现代、比亚迪、丰田、广汽、
东风、吉利、长安、宇通、三菱、博世、
中车、维金、万向、富奥、潍柴、海纳川、
福耀、拓普

宁德时代、晶科、晶澳、新特、国烨、
华能、中国船舶重工、阳光电源、兴业、
宁波杉杉、亿晶、金山电池、国轩高科、
协鑫、天能动力、德赛

立邦、嘉宝莉、三棵树、美涂士、多乐士、
巴德士、艾利、爱普生、芬欧蓝泰、
洋紫荆、叶氏、迪爱生、杭华、皇冠、
中钞油墨、迪芘

苹果、华为、三星、LG、欧珀、小米、
惠普、施耐德、西门子、日立、美的、
格力、海尔、海信、TCL、富士康、今创、
歌尔、瑞声、视源

恒大、得高家居、阿姆斯壮、北新建材、
集美、方大、新明珠陶瓷、欧派、欧普、
科勒、亚地斯、德高建材、喜利得、联塑、
日丰、金牛

安踏、斯凯奇、迪卡侬、红双喜、百丽、
富贵鸟、强生、得力、恒安、维达、耐恒、、
金威龙、劲嘉、裕同、金冠、新宏泽、
英联、奥瑞金

汽车
汽配

新能源

涂料
油墨

电子
电器

建筑
家居

轻工
包装

星级买家



两展对比

两展观众重合率不到 5%

上海展 
国际盛会，整合全球优质资源

大湾区展
商贸平台，赋能华南智造集群

一年两届，精准出击——为华东 / 华南两大重要市场量身打造！

21754名专业买家；376家全球品牌 9760名专业买家；206家优质供应商

20% 华东以外观众 23% 华南以外观众

77% 华南地区80% 华东地区

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
■  中国首个明确定义的“湾区”， 创新能力最强
和最开放的城市群； 

■   拥有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中国经贸中心广州和
科创中心深圳； 

■  雄厚制造业基础：电子、汽车汽配、建材家居、
纺织、陶瓷等； 

■  新兴产业井喷发展：5G、新能源、AI、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 

■  中国胶粘剂、密封剂和胶粘带加工的密集区域；

上海——国际化大商圈
■  中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创新中心，亚
洲市场的重要门户； 

■  全球大企业在华投资的聚集地，对外贸易的强
大窗口； 

■  工业基础雄厚：沪宁杭工业区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驱动中心； 

■  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等；

大湾区展观众来源（2021年）上海展观众来源（2020 年）



*粘接材料

*灌封材料

*涂层材料

*离型材料

*特殊材料

*复合材料

*发泡材料

* 胶粘剂产品

* 密封剂产品

* 胶粘带产品

* 薄膜产品

* 保护膜产品

* 工业修补剂

* 表面处理剂

* 化学品

* 生产设备

* 施胶工具

* 模切设备

* 涂布设备

* 包材展区

*安全与环保 

展品范围
为不同行业解决密封、粘接、防护等问题

!

全球品牌荟聚，共话粘接未来



同期活动

面向全球的行业高端会议
管理、技术、研发、贸易，都能找到您的同行！

年度盛会

胶粘剂和胶粘带行业年会

专业协会主办，年度千人盛会，
汉高、3M、回天、瓦克等行业
龙头悉数到场。

产业链融合

车用化学材料应用与发展大会

搭建汽车 / 零部件制造商与关键
化学材料企业的沟通桥梁，推动
汽车行业电动化、轻量化发展。

行业风向标

中国胶粘技术研讨会

集新技术与新产品发布于一体，
研讨行业相关热点话题、解读行
业发展趋势、发布权威市场报告。

高效采购

采购与供需对接会

线上展台 24 小时不间断展示，
展期更长；甄选优质下游买家，
现场面对面对接，高效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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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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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和　风
电话 ：010-64288748
手机 ：13910029606
邮箱 ：hefeng@ccpitchem.org.cn 

张　阳
电话 ：010-64284375
手机 ：13701276175
邮箱 ：zhangyang@ccpitchem.org.cn 

冯　静
电话 ：010-64270470
手机 ：13651396289
邮箱 ：fengjing@ccpitchem.org.cn

丁启俊
电话 ：010-64223583
手机 ：15911101802
邮箱 ：dingqijun@ccpitchem.org.cn 

李巍巍
电话 ：010-64271495
手机 ：13810754361
邮箱 ：liweiwei@ccpitchem.org.cn

张学江
电话 ：010-87663014
手机 ：13718346023
邮箱 ：zhang@catia-china.com

杨　银
电话 ：010-87664847
手机 ：18210997330
邮箱 ：yangyin@catia-china.com

苏微微
电话 ：010-87663013
手机 ：13522294585
邮箱 ：suwei@catia-china.com

赵　斌
电话 ：010-87664429
手机 ：13911331978
邮箱 ：zhaobin@catia-china.com

参展及赞助咨询

参展费用

● 光地展位（最小 27 平方米） 
A 区 ：人民币 2,000 元 / 平方米 

B 区 ：人民币 1,200 元 / 平方米

● 标准展位（最小 9 平方米）
A 区 ：人民币 20,000 元 /9 平方米

B 区 ：人民币 12,800 元 /9 平方米

C 区 ：人民币 9,900 元 /9 平方米

● 首次参展区 ：
人民币 14,850 元 /9 平方米

（双开费 ：1,000 元）

上海展大湾区展

● 光地展位（最小 27 平方米） 
A 区 ：人民币 1,200 元 / 平方米 

B 区 ：人民币 900 元 / 平方米

● 标准展位（最小 9 平方米）
A 区 ：人民币 12,000 元 /9 平方米

B 区 ：人民币 9,000 元 /9 平方米

2022.01.31 前报名并付费，

享受早鸟价（9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