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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背景 
Exhibition Profile

       ICIE 国际（广州）涂料工业展览会由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中涂联合国际会展（广州）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展会已成功举办 15 届。并得到了河南、湖南、湖北、陕西等省级涂料行业协会以及深圳市涂料技

术学会、佛山市涂料行业协会、佛山市顺德区涂料商会、PCI、水性平台、化塑链等行业资源的大力支持。

本届展会将以迎变·破卷·启新程为主题，在全球新冠疫情常态化以及行业内卷不断加重的复杂环境下，

ICIE2023 继续承载使命，全力以“复”，助力中国涂料企业迎接变革，破卷前行。

        为进一步做细补强涂料产业链，满足不断增长的细分市场，ICIE 2023 同期将增设“广州国际油墨工

业展览会、广州国际胶粘剂及粘接技术展览会、2023 湾区工业涂料高质量发展与应用论坛”抢抓印刷包

装行业增长对油墨胶粘剂行业带来的新机遇，布局工业涂料质量发展新赛道。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展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企业。

       历经 19 年的发展与沉淀，ICIE 必将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下，为行业贡献精彩！

2023 Concurrent Exhibitions

2023同期主题展

油墨工业展

胶粘剂及粘接技术展

亚太国际工业涂料、粉末涂料与涂装展

先进防腐蚀技术、材料与设备展览会

表面处理、电镀、涂装展

2023 Concurrent Events

2023同期论坛会议

涂料原料选料大会

合势聚力·2023 湾区工业涂料高质量发展与应用论坛

粉末涂料与涂装应用高峰论坛

汽车表面工程暨防腐蚀技术研讨会

涂料油墨胶粘剂研发生产工程师沙龙活动

涂料油墨胶粘剂新产品新技术创新大会

（会议活动详细资料组委会备索）



上届回顾
 Last Exhibition Review

       上届展会于 2022 年 11 月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吸引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及地区的 352 多家

涂料供应链企业参展，同期举办行业首创选料活动-2022 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评选出“优质原材料供应

商、快速成长品牌、技术创新先进企业、环保先锋模范”等多个奖项，13家涂料原材料企业斩获殊荣。报名

登记参与展会与同期活动的嘉宾及专业观众累计超过1万人。ICIE2022 再次成为涂料企业对接行业优质资源、

提升品牌价值的理想之选。 

上届数据统计
Last  Date Statistics

展览

面积

12000㎡ 352家 11096人

22家 193万次27个 4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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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优势及展会影响力 
 Market Advantages and Exhibition Influence

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及国家“两新一重”重大建设，为涂料市场带来历史新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将更多采用国内品牌的产品，形成了强大

的内需市场，为民族实体经济崛起提供了机遇。“两新一重”（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

水利等重大国家工程建设）建设的快速推进及投资增加，直接拉动涂料行业重回增长轨道。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市场进一步开放，全球化采购加剧。广东省作为国内涂料油墨胶粘

剂行业第一产销大省，巨大的供求市场，庞大的用户群，让展会具备了先天的区位优势。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市场

ICIE 由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Paint&Coatings Industry》杂志、水性平台、中涂联合国际会展（广

州）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联合主办、承办，深圳市涂料技术学会、佛山市涂料行业协会、佛山市顺德区

涂料商会作为深度合作单位，并邀请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省涂协及境外多家行业组织支持协办，全

国70 多家涂料油墨胶粘剂行业专业媒体支持报道。

多个权威机构联合主办、地方行业组织、专业媒体全力支持

历经18年的开发与沉积，ICIE已经在涂料油墨胶粘剂及5G、电子、汽车、新能源、家居、建材、印刷

包装等领域汇集了强大的市场数据，可以根据参展企业需求，进行有效匹配和邀请，最大化的提升参展

收益，助力企业开拓华南市场。

以市场需求为第一导向，精准匹配、邀请专业观众及采购商

我们立足服务展商，便利展会采购商跟踪采购，携手资深行业精英，构建线上展服务，打通微信、抖

音、百度等流量社交媒体，建立展商的业务拓展终端。创造更多采购交易机会。

365 天在线展示交易，助力参展效益最大化



展览内容
 Exhibition Scope

涂料/油墨/胶粘剂生产原料
Coating/Printing Ink/Adhesive/Sealant Production Raw Materials 

各种成膜物质（树脂、乳液、固化剂）、助剂、添加剂、溶剂、单体、基料、增塑剂、颜料（有机/无机颜料、

功能颜料、钛白粉、色浆、染料等）、 各种填料等。 

涂料生产、检测及包装设备
Coating Production, Testing and Package Equipment

搅拌/混合/研磨/分散/调色/过滤等设备，各种测量及检测分析设备； 

各种封装包装设备。

油墨产品
Printing Ink Products

胶印油墨、凹印油墨、柔印油墨、网印油墨、水性油墨、导电油墨、喷印油墨、能量固化油墨（UV油墨、EB油

墨）、绝缘油墨等；

胶粘剂产品及密封材料
Adhesives Products and Sealing Materials  

水性胶、压敏胶、聚氨酯胶、热熔胶、环氧胶、丙烯酸酯胶、瞬干胶、橡胶类胶粘剂、工程胶粘剂等；

密封圈、防尘盖、密封剂、密封条、机械密封产品、工业胶水、密封胶、灌封胶、防水密封胶等各种密封产品；

绿色涂料
Green Coatings

各类绿色工业漆、水性涂料、粉末涂料及功能性涂料；

UV/EB固化技术及产品 
UV/EB Solidification Technology  

单体、低聚物、光引发剂、颜料、助剂、UV涂料/油墨、UV粘合剂、印刷版材、光致抗蚀剂、干膜、光铸、

表面光接枝、UV光源、电子束设备、光固化设备、涂装设备、性能测试仪、UV剂量仪等

工业环保及厂房清洁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orkshop Cleaning 

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处理，环保设施设备、安全生产防护设施装备、环境监测设备、VOCS 防治设施设备等

远程参展-云参展及云推介展区。
 Remote Exhibition - Cloud Exhibition and Cloud Promotion Exhibition Area

粉末涂料

树脂及颜料、固体溶剂、聚酯代替物、专用油酯、各种生产设备、紫外线及NIR固化粉末涂料、金属效果粉末

涂料、温度敏感底材粉末涂料等；

Powder Paint 



全方位宣传矩阵

商协会、知名企业买家团 家50

买家呼叫中心，精准匹配，定向邀请 人次参观5万

路牌广告覆盖广深、广珠、广佛、济广、广汕、广惠、佛开等高速

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江门等市主要工业园区道闸广告 处57

线下推广

展会期间图片直播覆盖 人次43227

抖音、今日头条、信息流广告累计 次曝光135万

微信朋友圈广告曝光近 人次23万

百度搜索引擎广告广泛覆盖涉及行业，曝光累计量达到 次87万

70家行业专业媒体及新媒体宣传推广阅读量累计达到 次2.9万

拥有 粉丝展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带来精准私域流量4万

EDM短信及微信好友推广覆盖观众数据达7万+

线上宣传

参观人群

涂料、油墨、胶粘剂生产厂商

涂料、油墨、胶粘剂原材料及设备经销商、代理商

5G及新基建材料及设备生产商

各类电子产品生产商

家电、家具、建材类生产商

汽车、新能源等领域生产商

广告、印刷、包装行业企业

喷涂加工、工业修复领域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机构

其他化学相关领域

All-round Publicity

1

3

2

4

5

6

展览空间汇聚超过500家展商集中展示来自涂料

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设备、创新服

务等；

500+

行业权威专家及技术人员，产、学、研、创新技

术的全产业链融合；

200+

涂料制造企业及应用行业领先用户与国内外原料

供应商的高效合作探讨，案例分享；

演讲嘉宾，来自国内外行业的领先企业、

研究机构和知名院校的高级专家；

专业技术演讲、头脑风暴、海量的案例分

析、生动的现场技术演示；

10多场不同形式的涂料行业高端社交活动；

每天轮流供需信息发布，获取行业海量商机。
7

  3000+ 

  50+ 

  20+ 

  3天  

  365天  

参展/参会收益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s



参展费用
Exhibition Fee

知名参观采购商

... ...

Well-known purchasers

深入合作媒体
Deeply Cooperative Media

·参展费用(双开口展位在原展位费基础上加收10%)  Booth Fee (10% extra charge for corner booth)

·会刊广告费用 Exhibition Catalogue Advertising Fee

·展位配置说明 Booth Features:

Fascia

Wallboard

Table

Carpet

Chair

如需对各类同期活动协办及赞助请与我司联系

·普标展位配置：3面壁板(转角位为两面，高2.5米)、中英文楣牌制作、1桌2椅、

 地毯满铺、日光灯管2个、废纸篓1个。

·豪标展位配置：3面壁板(转角位为两面，高3.5米)、加高中英文楣牌制作、

 1桌2椅、地毯满铺、日光灯管2个、废纸篓1个。

·空地(特装)展位无任何配置且收取特装管理费。

国际普标展位：3×3=9㎡     

国际普标展位：3×6=18㎡     

RMB13800元/展位      

RMB27600元/展位      

空地36平方米起租         RMB1500元/㎡            

国际豪标展位：3×3=9㎡     RMB16800元/展位      

国际豪标展位：3×6=18㎡     RMB33600元/展位      

封面：RMB 19800元    

扉页：RMB 9800元    

封底：RMB 18000元    

彩全版：RMB 4800元    

封二：RMB 11800元     封三：RMB 9800元

       吊挂广告：RMB 5800元             微信头条广告2000元/条     

技术推广会：RMB4500元 桁架广告：RMB5800元 



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涂料展会信息

联系组委会

线上展览：“化塑链” 365 天同步线上展

主办单位：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

                 中涂联合国际会展（广州）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涂联合国际会展（广州）有限公司

               《Paint&Coatings Industry》杂志

                 水性平台

深度合作单位：

                 深圳市涂料技术学会

                 佛山市涂料行业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涂料商会

协作单位：国家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感光学会辐射固化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性涂料产业战略联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小企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建筑涂料分会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涂料委员会

                 湖南省涂料工业协会

                 湖北省涂料工业协会

                 河南省涂料行业协会

                 陕西省涂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家电行业协会

海外合作：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

                 美国粉末涂料涂装协会

                 台湾合成树脂接着剂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涂料工业同业公会

                 日本防腐蚀工程学会

                 印度小规模油漆协会

                 泰国涂料业生产者协会

                 欧洲腐蚀联盟

                 韩国涂料油墨行业协会

                 韩国国际涂料胶粘剂及薄膜工业展览会

  

Organizers

电话Tel: 86-20-29193506  29193588 

传真Fax: 86-20-29193591

邮箱E-mail: coatexpo@126.com  

官网Website: www.coat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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