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涂料产业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涂料产业峰会将于2016年11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中国2016中国涂料涂料产业峰会产业峰会

2016.11 广州2016.11 广州

 

中国涂料产业峰会由慧聪网主办，是中国涂料行业极具知名度的行业会议，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二届。自2004年12月
开始举办，大会凭借高端规格，专业品质，前沿内容以及开放精神已成为国内最具规模、最专业化、最有价值的涂
料产业峰会！

 

繁荣涂料市场   推动涂料繁荣涂料市场   推动涂料科技科技

 

为了促进中国涂料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构建产业生态环境，2016年中国涂料产业峰会羊城广州再次聚首，定将更
加承前启后，至臻至善。四年峰会已经成为行业的热点活动，高峰论坛、华彩奖颁奖、买化塑商学院课程以及采购
大会，打造行业内最巅峰会议。

 

把脉市场、探索趋势、细分领域是涂料峰会不变的主旨，历届峰会上有来自立邦涂料、阿克苏诺贝尔、PPG、佐
敦、宣伟、威士伯、艾仕得、展辰涂料、嘉宝莉、紫荆花、中华制漆、美涂士、巴德士、长润发、上海涂料、中远
关西、大宝化工、华润、三棵树等、陶氏化学、谦信化工、伊士曼、三木、天音、丰虹、创宇、上下游首次共议生
产供应链话题，资源共享、共赢发展，以实现涂料产业链经济的最大利润化。同时，固瑞克、瓦格纳尔、ABB、三
一重工、长江家具等涂装和终端用户，也为涂料产业的未来发展建言建策。

 

涂料峰会是行业内的精英的聚会，更是一次交流分享的机会，齐聚精英的理念，助推涂料行业健康、绿色、可持续
发展，思想的火花将在峰会绽放。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    “创新 和谐 责任 影响力”中国涂料高峰论坛（广州）

♦    慧聪网“华彩奖”中国涂料原料&设备影响力品牌颁奖

♦    买化塑商学院供应链大师课

♦    买化塑商学院技术研修课（建筑涂料、家具涂料、工业涂料应用）

♦    买化塑化工原料采购大会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6849334.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6849334.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    慧聪网2016年化工电商排行榜

♦    参观CHINACOAT2016展会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11月28日-29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广州日航酒店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61号）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慧聪化工网 慧聪涂料网  买化塑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陶氏化学

德纳化工（江苏天音）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之娇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创宇化工有限公司

泸州北方纤维素有限公司

广东实鸿涂料有限公司

伊士曼（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金宝力化工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机构：合作机构：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国家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

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生产供应链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家具协会

佛山顺德家具研究开发院

买化塑商学院

 

活动亮点：活动亮点：

♦    十二年品牌见证，成果丰硕历久弥新

♦    打造中国最接地气、最先技术的峰会最有实用价值的采购培训。

♦    采购大会现场交易，真正的交易平台。

♦    参会人数逐年攀升，会议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逐年增长

♦    中国涂料产业峰会得到了涂料企业采购、技术的认可

 

主题报告：主题报告：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3/


2016年中国涂料产业白皮书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家具行业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环境友好型工业漆应用及整体发展情况

2016年中国涂料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涂料原材料格局及2017年价格展望

2016年生产供应链实战课程

 

您将收益： 您将收益： 

掌握涂料全产业链概况，挖掘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

了解行业政策、清晰市场趋势，巩固和拓展行业地位

接触成功企业，学习管理经验，助力本企业发展

 

谁将参加：谁将参加：

涂料原料及上游制造商：成膜物质、颜料填料、助剂、溶剂及设备制造商

涂料研发及制造商：建筑涂料、木器涂料、家具涂料、防腐涂料、汽车涂料、UV涂料、粉末涂料等

涂料方案提供商：涂装一体化设备制造商

涂料下游用户：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公司、家具厂、家具材料厂、汽车整车厂、零部件生产商、重型机械厂、集装
箱厂及造船厂、3C产品制造商等

 

“创新 和谐 责任 影响力”中国涂料高峰论坛（广州）“创新 和谐 责任 影响力”中国涂料高峰论坛（广州）

                                             ——2016独具匠心                                             ——2016独具匠心

拟定论题拟定论题

    背景资料：2015年中国涂料产量进入低速增长期，“一带一路”、“旧房重涂”等市场机遇下，涂料市场要积极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涂料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寻求新的发展。涂料产业链条的各个
环节，坚守匠人精神的同时，更要创新发展。具有特色的“服务”，或将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点。

    供给侧结构改革，各行各业都要面临产能过剩、结构急需调整的挑战，也充满了发展的机遇。在产品和销售模式
不断变化的同时，服务成为推动发展的基础，系统化的服务能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涂料行业也需要通过最终
的“服务”才能将产品的特性完全发挥出来。完整的服务体系将推动整个行业向健康、有序、优秀发展。

 

 1、服务赢得市场

    涂料产业链上各个不同的角色，都通过服务实现价值，原料企业通过产品服务、技术服务，为涂料企业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售后服务。涂料企业通过施工服务实现涂料的最终效果。服务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生产商、经销
商、企业用户的服务理念）

 

2、深化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形成服务体系，助推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与市场结合，如何通过技术、产品、
品牌等服务体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理念）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3、现在的企业服务内容比较分散，如何形成系统化的生产商、经销商、企业用户的整套服务体系。

 

4、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涂料行业如何将线下的服务转移到线上，如技术培训、产品销售？

 

5、在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如何保障交易的透明性和真实性？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一）主会场（拟定）（一）主会场（拟定）

11月28日 星期一 11月28日 星期一 

日期/场次 日期/场次 时间 时间 内容 内容 

活动报到 8:00-13:00 注册

主会场-高峰论坛

13:30-14:00 贵宾红毯入场仪式

14:00-14:10 开幕仪式及主办方致辞

14:10-14:40 2016年中国涂料产业白皮书发展报告

14:40-15:30
2016年中国涂料原材料格局及2017年价格展望

 

15:30-16:20 创新 和谐 责任 影响力”中国涂料高峰论坛（广州）

16:20-16:30 《2016年中国涂料产业研报》首发仪式

16:30-16:45 慧聪网2015年化工电商排行榜

16:45-17:50 慧聪网“华彩奖”中国涂料原料影响力品牌颁奖

财富晚宴 18:30-21:00 财富晚宴

 

（二）买化塑技术研修课（拟邀请）（二）买化塑技术研修课（拟邀请）

11月28日11月28日

会场会场 时间时间 内容内容 议题 演讲人

7:45-
8:30

早餐会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11月29日

8:30-
9:00

会议签到

建筑涂料技术课程          11月29日

（星期二）

9:00-
9:30

题目待定

陶氏涂料材料业务部

9:35-
10:15

题目待定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15-
10:55

中核钛白R-216在户外涂料中的应用特点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中心

10:55-
11:35

净味环保成膜助剂助力水性涂料绿色升级 

杨建国   教授（博士生导师）德纳（天音）化工 副总裁

11:35-
12:20

题目待定

上海奥润化工 资料未提供

12:20-
1

3:30

午餐

13:30-
-14:10

绿色建筑与涂料

王代民  嘉宝莉集团副总经理，工程漆事业部总经理，中国
工业涂料协会建筑涂料分会理事长，湖南商学院本科，四

川大学EMBA

14:10-
14:50

题目待定

伊士曼 资料未提供

14:50-
15:30

国内外羟乙基纤维素的性能与应用对比

吕玉山  泸州北方纤维素有限公司总经理

工业涂料涂装一体化应用论坛
                                                              11

9:00-
9:30

2016年中国环境友好型工业漆应用及整体发展情况

闫永江

9:35-
10:15

水性树脂多场景应用进展

闫 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水性树脂项目总监

10:15-
10:55

题目待定

河北新光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月29日

（星期二） 10:55-
11:35

题目待定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35-
12:20

题目待定

广东实鸿涂料有3012限公司

12:20-
13:30

午餐

 
13:30-
-14:10

重防腐涂料涂装设计、涂装检查与技术服务、涂料质量控
制

刘新 佐敦涂料

 
14:10-
14:50

 

 
14:50-
15:30

（填料）

家具漆技术应用论坛            11月29日

（星期二）

9:00-
9:30

2016年中国家具行业发展报告

张建新

9:35-
10:15

 

10:15-
10:55

滑石粉等透明填充料在木器涂料中的应用

段  林  上海创宇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10:55-
11:35

（颜料）

11:35-
12:20

水性木器涂料用固体封底新材料

朱延安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性漆事业部总经
理

中国水性木器涂料产业联盟秘书长

12:20-
13:30

午餐

13:30-
-14:10

基于水性木器漆的水性聚氨酯改性研究

涂伟萍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

14:10-
溶剂



14:50
溶剂

14:50-
15:30

助剂

11月29日

（星期二）      供应链大师课          

9:00-
12:00

精细化工企业供应链管理课程

张仲豪   原美赞臣（中国）供应链总监

12:00-
13:30

午餐

13:30-
14:30

2016年市场变化引发的思考

杨向宏 买化塑供应链顾问

原材料采购大会

14:30-
14:40

1、采购清单公示

14:40-
14:50

2、供应商自荐

14:50-
15:00

3、意向答疑

15:00-
16:00

4、采购意向签订

16:00 活动结束

11月30日11月30日

11月30日（星期三）

7:30-8:30 早餐会

9:00 出发去展馆 买团参展展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1800元/人会议费：1800元/人（含1个参会名额，会议资料，会议用品，代表餐费等）

交通和住宿费用：交通和住宿费用：高级房 1000元（间*天），主办方提供酒店至会场往返巴士。

 

参会者受益参会者受益

1、11月28-29日会议全程参会名额；

2、获得会议会刊、最新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涂料产业研报》及其他会议资料；

3、享用早餐、午餐、晚宴，并可获赠大会精美礼品；

4、尊享11月28日中贸展VIP贵宾绿色通道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9日


	2016中国涂料产业峰会
	会议通知
	会议日程
	会议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