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塑·趋势·高品质

2016 第四届中国注塑产业大会

宁波·7月 22-23日

主办单位：【微注塑】 【段庆生-塑料趋势】

协办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与先进制造英蓝实验室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地点：宁波（酒店待定）

会议规模： 预计 350 人 【注塑制品企业人数占 70%，供应商约 30%】

会议安排： 7 月 21 日全天报到，7月 22 日全天会议，7月 23 日企业参观

继厦门、苏州、东莞之后，这一次,让我们共同关注宁波！

2016 年 7 月 22-23 日，第四届中国注塑产业大会将走进宁波，这一书写了中国乃至全球注

塑业奇迹的城市！

2014 年 12 月厦门、2015 年 7 月苏州、2015 年 12 月东莞，在业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下，

“注塑产业大会”逐步确立了其在中国注塑行业的地位与影响力。“微注塑”与“段庆生-塑料

趋势”两个业界顶级微信公众号，继续携手在注射成型与模拟技术领域的领先实验室-北京化

工大学英蓝实验室，合作推出“2016 第四届中国注塑产业大会”。

注射加工技术将在智能制造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注射加工企业的发展究竟靠什

么？“中国制造 2025”也好，“工业 4.0”也好，制造业要融入未来智能制造的大环境，产品

品质将是重中之重！

正因如此，“第四届注塑产业大会”将特别聚焦“高品质注塑”这一主题，注射产业链专

家，来自于全球领先注射机企业、模具企业、辅助设备企业、原材料企业的技术专家，以及卓

副经验的注塑加工行业专家将同探讨高品质注塑的真谛，促推行业整体进步与提升。

同时，第四届注塑产业大会，并将首次引入专题研讨会，针对行业发展的热点方向，组织

相关企业及专家进行专题研讨，本次大会同期举办的两个专题方向为“粉末冶金注塑”与“塑

料制件的表面处理”，欢迎业界朋友们参与。

论坛亮点：

 注塑行业顶级盛会，预计将有超过 350 名业内顶尖专家及制品、设备、模具、原料企业参

会；



 注塑行业顶级微信公众号（微注塑，段庆生-塑料趋势）与专家群体合作推出；

 与前三届一样，注塑制品企业参会人数占比不低于 70%；

 聚焦行业发展的痛点——品质提升！专家云集，共同解决注塑企业面对的品质困境。

 现场并将特别介绍注塑加工过程无缺陷成型及高品质注塑的最新解决方案。

 现场精彩活动：现场微信红包抽奖发放现金、评选执着奖、铁杆奖……

 一次交费，可免费参加另外 2场同期研讨会

同期研讨会：

2016 金属/陶瓷粉末注射市场与技术研讨会

2016 塑料表面处理与注塑新技术研讨会

参会收费：

6月 24日之前付款 7月 15日之前付款

注塑制品企业（1200元/人） 赠送住宿一晚（拼房）+礼品 赠送礼品

其他参会人员（2400 元/人） 赠送住宿一晚（拼房）+礼品 赠送礼品

组团参会：5人或以上组团参会可以享受团购特惠价，欢迎咨询。

赞助方案：

演讲赞助 20-30 分钟主题演讲（含 1个参会名额）

2.8 万元

3个参会名额

1个易拉宝展示位

资料派发

企业 Logo 展示在大会背景板以及会议所有宣传资料上

论坛会刊 彩色全页广告

会场入口展示台（1个）展示样品、资料以及洽谈

微注塑微信公众号文章推送一期，覆盖数十万专业观众

微注塑论坛首页按钮广告展示 1年

单项赞助 会场入口展示台（1个）展示样品、资料以及洽谈，含 1位参会

名额

8000 元

论坛会刊 彩色全页广告 3000 元

资料派发 2000 元



易拉宝展示位： 摆放在会场入口处 1000 元/个

会议期间茶歇赞助 2000 元

晚宴赞助（不超过 5家） 5000 元

晚宴酒水赞助 不限

特色礼品赞助（400 份） 实物礼品

微信红包抽奖赞助（全部用于现场红包抽奖发放） 1000 元

微注塑公众号文章推送，一次覆盖数十万专业观众 5000 元/篇

微注塑论坛首页按钮广告展示 1年 2000 元/条

企业参观赞助 面议



会议初定主题：

主题报告

1 发布：2016国际注塑技术发展热点趋势报告
2 智能化制造与高品质注塑

3 先进塑料材料及应用技术进展

4 高效率制造与高品质注塑可以兼得

高品质注塑

5 自适应优化技术及无缺陷注塑

6 微发泡技术与产品品质改进

7 模腔压力检测技术及品质提升

8 高品质光学制品成型工艺与技术

9 自动化技术提升制造品质

10 新型模具技术

11 模流分析技术新进展

12 视觉检测技术及在注塑品质保证中的应用

13 注塑车间管理系统与品质效率提升

14 精密注塑成型

15 热流道技术发展及其应用

16 两板机与高品质注塑

17 薄壁制品成型新工艺

18 精密微型产品成型过程的品质保证

19 有效控制注射加工过程中的色彩均匀性

20 注塑工艺控制与典型成型缺陷剖析



往届回顾
第三届回顾（2015年 12月 26-27日 东莞）

2015年 12月 26-27日于东莞举办的会议人数 305人，其中塑料制品企业占比 70%；

赞助商

阿博格 威猛巴顿菲尔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恩格尔注塑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佳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双叶精密模具（中国）有限公司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 迪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艾克森电热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

阿博格 东莞卓然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建园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信柏塑胶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泰州市艾克森电热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泰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汕头市宏浩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府工程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双叶精密模具（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万生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吉维克加热冷却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合肥乾翔商贸有限公司

迪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捷美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恩格尔注塑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晟信工程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德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因儿乐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格莱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鸿灏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驼人血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亿龙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悍威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达兴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顺德新力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畅鸿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诺信塑料工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西安西正印制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双维五金厂

东莞市均强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皓斯佳日用制品厂

东莞精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市衡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香港启发集团东莞龙翔制刷有限公司 TCL家电产业集团空调事业部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东莞市硕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光明分公司 四川康利达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TCL多媒体注塑厂 江阴米拉克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泰顺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山本注塑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力劲机械有限公司 奇石乐

南昌市仁创展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裕乐实业有限公司

和卓喷嘴阀门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东莞市蔚晟塑料有限公司

http://gsxt.gdgs.gov.cn/aiccips/GSpublicity/GSpublicityList.html?service=entInfo_xGefCd6zPiMJBRzZ7RaULYHMAku2BGKCq7KbL3aXzLxZO6c58jlQcbJDcMnjUWPw-QuOaBlqqlUykdKokb5yijg==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海星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塑协塑料家居用品专委会

光伸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塑料家居用品专委会

杰成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大连精英模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福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佳纬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宇顺塑胶有限公司 hasco
深圳科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升彩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伊特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立信注塑有限公司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雪洁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广耀电子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法雷奥汽车空调湖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山东飞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亚水分仪仪器有限公司 太仓摩丹卡勒多尼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超凡新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市卓越包装有限公司

中骏上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麦多科机械有限公司

宏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海翔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端源医疗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东莞富强鑫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宏大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虔康塑料五金制品厂

西蒙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广西荔浦华腾日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港艺金塑胶有限公司 新乡市仲达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力达塑料托盘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锐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万通（苏州）定量阀系统有限公司 金达塑业公司

大连平田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德容包装公司

东莞市永杰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聚信电器有限公司

东江控股 上海安费诺永亿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搏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东莞市万瀚塑胶有限公司 茂名市广进化塑有限公司

山阳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云顺钢化玻璃厂

深圳市银源星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佳华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敬炜塑料齿轮有限公司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

湖南千豪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浩博模具测试有限公司

深圳市铭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

东莞市东兴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华南电子厂

东莞市中上模具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丰达音响〈河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索克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胜蓝电子有限公司

顺德大良惠尔家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为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珠海（珠海创智科技） 慈溪市佳力得制笔有限公司

西迪斯科技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快速换模系统 惠州科时电子

廊坊舒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佳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标源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启蒙电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塑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区裕天诚塑料厂

东莞市乘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第二届回顾（2015年 7月 24-25日 苏州）

2015年 7月 24日-25日于苏州举办的会议人数 310人，其中塑料制品企业占比 70%；

赞助商

阿博格 绍兴佳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维达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米拉克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SKZ德国塑料中心 双叶精密模具（中国）有限公司

宁波格林美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积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泰州市艾克森电热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加拿大 Recochem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

惠州东风易进工业有限公司 天津理工大学

苏州利群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一众电气有限公司

慈溪市德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高科塑料厂

苏州创佳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巴斯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建勋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湖南博科医疗

慈溪市附海快豹电器厂 搏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保定市东方发展塑业有限公司 江苏维达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闸电器塑料厂 浙江捷豪塑机有限公司

苍南鑫嘉塑料工艺制品厂 雅玛可精密塑胶（无锡）有限公司

新沂市新洋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昆山华亿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 北京信德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华龙中意工贸有限公司

莆田市兴茂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科美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飞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三丰电子（塑料）有限公司

安徽高德韦尔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慈溪市鑫源塑胶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联谊汽车拖拉机工贸有限公司

雄县亚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跨世纪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漫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圣美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上海玉城灿星塑料材料有限公司 吉维克加热冷却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裕丰塑料五金厂 南京泓塑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市美裕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星诺奇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浩萌科技有限公司 浏阳创新模具厂

比亚迪 Minebea (Shanghai) Ltd
东莞金沃塑料公司 弗伯哈精密模具（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浩拓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立普医疗

洛阳市建园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天下汽配有限公司

安徽雄亚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大厂回族自治县新峰塑业有限公司

上海积康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大禹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盛基硅橡胶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鼎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众铄汽配有限公司 昆山博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株洲悍威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汇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盟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

苏州爱友电器有限公司 苍南加美印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亚杰电子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威瑞特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格莱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麦尔克塑业有限公司

安康电子有限公司注塑厂 卡塞尔机械（杭州）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海天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千豪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海西中清重工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伸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霸州市中龙铝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塑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化塑汇） 安徽永成电子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雅南化妆品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金星螺杆制造有限公司 得力文具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瑞德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烟台天铭注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双荣橡塑有限公司

浙江畅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乐制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亚水分仪仪器有限公司 绍兴佳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禾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盛达模具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 鑫达工业有限公司/福建锐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模塑集团江南汽车饰件厂

贝尔纳塑料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华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哈斯高

中山市华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恒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凡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深圳市慧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海伟杰塑机有限公司 上海锐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米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永联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秦明光电仪器厂 青岛和新达工贸有限公司

苏州微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川意来自动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斯曼尔电器有限公司 无锡 ALPS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实达昆科技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方诺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积菱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旭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森骏精密注塑有限公司

伊之密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陕西庆华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昆山久聚源模塑有限公司 昆山海富试模

舟山恒广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金信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肯联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博视源机器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有限公司 中国塑协塑料家居用品专委会

伊之密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常州精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爱司特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天江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能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江华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力标伟业有限公司

宁波恒力达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康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三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安达塑料制品厂

万通（苏州）定量阀系统有限公司 烟台兴龙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友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汕头市宏浩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敬炜塑料齿轮有限公司 无锡海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亿博瑞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创怡兴实业有限公司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江苏金锐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盛利塑业（杭州）有限公司 广州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市衡德实业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

重庆市金迪汽车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金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金旸（厦门）实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安康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Tria器亚粉碎机(上海)有限公司 株洲华美钨合金有限公司

苏州金塑美注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高德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胜迪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江特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塑在线 上海凌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迈德高塑业有限公司 上海松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顶恒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生物效应与生物安全性

实验室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厦门乐将科技有限公司

倍雅电子护理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塑讯科技有限公司

中钞实业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

无锡中天明盛塑业有限公司 上海靖凯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首届回顾（2014 年 12 月 26 日 厦门）

2014年 12月 26日于厦门举办的会议人数 328人，其中塑料制品企业占比 72%；

赞助商

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

上海华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米拉克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巴斯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松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博视源机器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Frigel Asia Pacific Co.,Ltd.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

合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宏杰电器配件厂

茂泰（福建）鞋材有限公司 厦门智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爱珂化工有限公司 无锡安迈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巴斯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华尔达(厦门)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汪洋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华昌群建模塑有限公司

厦门百事杰塑胶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闸电器塑料厂

新鸿洲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华联公司

厦门翔安光蒲显示有限公司 石狮华联服装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格棱电子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

厦门市邑岐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院

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欧拉商贸有限公司

瑞之路(厦门)眼镜科技有限公司 福清利亚塑胶有限公司

创顺塑胶五金制品厂 厦门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运亨通商贸有限公司 赣州市创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虔康塑料五金制品厂 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湖州润泰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康奈可(襄阳)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豪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美途美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威机电有限公司

朗美(厦门)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厦门扬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永祺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瑞麟眼镜有限公司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博视源机器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川流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诚鹭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泉州拓宝鞋材有限公司

尼克利斯(厦门)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

通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金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星际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方特卫浴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雅斯达电气有限公司 新乡东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合兴集团模具中心 广东顺德优铸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财永（私人）有限公司

致丞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凯乐电器厂

厦门旭名方塑胶有限公司 安徽雄亚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美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大慧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强萱塑胶有限公司 合兴集团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宇豪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

东莞市晨龙制版有限公司 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龙士达塑业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博炬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通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米拉克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海拉(厦门)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靖凯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翊迅工贸有限公司 益升华（厦门）精密件有限公司

厦门大千振宇集团 通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百得(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安鑫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能路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宏升兴工贸有限公司

富龙光学（吴江）有限公司 厦门宏临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研发总部/工业设计研
究院工艺研究所

厦门宏临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翡联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瑞之路眼镜有限公司 睿鸿光电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科碧恩-普拉克（Corbion-Purac） 安费诺电子装配（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长塑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波达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博精密塑胶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恩格尔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凯美欧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龙海诚泰眼镜有限公司 福建集友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创佳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欧電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 厦门胜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Frigel Asia Pacific Co.,Ltd. 慈溪市奥特星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雄振汽配有限公司 焦作市泽浩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仕搏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艾盈申贸易有限公司/广州荣湖塑料制品厂 郑州博凯利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首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中心 广东恒彩塑胶颜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锐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博智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炫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零件制造事业部

上海珂明注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亿昌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雅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钦典（厦门）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深圳瑞德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毅兴行塑胶原料有限公司 揭东鸿涛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万通(苏州)定量阀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金帛化纤有限公司

诚益光学（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欣意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绵阳沃思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诚基电机有限公司塑磁二厂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丰铁塑机（广州）有限公司

泉州海泰化工有限公司 厦门丰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捷龙机器有限公司 上海飞林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厦门夏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卡塞尔机械（杭州）有限公司

厦门天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恺霖卫浴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无锡海天机械有限公司 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注塑厂

厦门理工学院 天津德迈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康茂塑模有限公司 瑞安市赛朗特鞋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旺利来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谦衡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雅信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爱机械（台湾）有限公司 厦门展鸿图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恒道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欧信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耀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长飞亚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肇庆千毅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众智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摩恩卫浴

无锡莱特宁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徕卡节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信恒化纤销售有限公司 海城新广源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明达实业厦门有限公司 冉桥塑料厂

德国吉维克加热冷却技术公司 厦门豪特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 大北欧通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福州西诚电子有限公司 恩格尔注塑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广东柳道热流道系统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泉州远光鞋厂

苏州亚克玛热流道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晶本工贸有限公司

台湾冠捷电子科技厦门公司 路达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熙保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新开元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诚逸昕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大钧精密有限公司

宜兴兴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瑞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捷豪塑机有限公司 无锡健坤科技有限公司

托罗（中国）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禄盛达塑料有限公司

保定市博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弼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精密塑料制品分公司 深圳市塑讯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三亚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丰城市废膜加工厂

厦门福联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玉晶光电（厦门）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信易电热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力高模业有限公司 厦门松竹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通达（厦门）科技公司 台州市黄岩威瑞特模具有限公司

厦门宸晖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泉东塑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