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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通过进一步开放合作，开放市场，未来十年，中国制造将从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积极构建和完善产业发展格局，加大基建投入、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工业制造水平，加快向全

球高端价值链迈进。新的经济格局将进一步拉升涂料行业的增长势头。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2024年国内涂料行业市场预

测》显示，未来3-5年国内涂料市场将保持7%的总体增速，2022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0亿元，下游产业的持续增长，给涂料原料

及设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由此，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美国粉末涂料涂装协会、英国化学贸易协会、韩国涂料油墨行业协会、泰国涂料业生产者协会、

PCI杂志等全球十多家涂料行业组织将于2021年7月26-28日在中国·广州联合举办“2021国际（广州）涂料工业展览会暨涂料原料选

料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大会内容共分为三部分，即：涂料工业展览、选料大会、涂料技术会议及活动。大会总展览面积

45000m2，特约行业专家、嘉宾及从业者将超过3000人，专业观众及采购商5万人次。大会以搭建“国际涂料原料及设备专业展选

平台”为宗旨，整合全球最具价值和活力的行业资源，为涂料行业开辟新的营销路径和业务增长极。

       真诚欢迎涂料业界各位专家同仁参加此次盛会！

涂料工业展览会

参展范围

涂料/油墨/胶黏剂生产原料：

各种成膜物质（树脂、乳液、固化剂）、助剂、添加剂、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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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胶黏剂。

涂料生产、检测及包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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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EB固化技术：

光引发剂、助剂、聚合物、UV涂料/油墨、干膜、UV光源、高速电子

束设备、固化设备、涂装设备及检测设备和仪器

粉末涂料：

粉末涂料原料及添加剂、助剂、粉末涂料生产设备

及生产线、各类粉末涂料成品。

工业环保及厂房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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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设备等

各类涂料成品

远程参展-云参展及云推介展区。

主题展览：2021国际（广州）涂料工业展览会

2021华南国际工业环保及技术展

2021华南国际VOCs防治科技展

线上展览：“拿个样” APP同步线上展

同期举办：第十四届广州国际表面处理、电镀、涂装展览会

Hall 1

Hall 1

Hall 4

表面处理/电镀

涂装/粉末涂料/工业涂料

涂料原料/功能涂料

入口

地铁

Hall 3

Hall 2 加工设备/仪器/检测

涂料原料

Hall 2 环保/防护/VOC S

Hall 2 涂料原料

防治

专题展览：2021亚太国际涂料原料及生产设备展

2021亚太国际工业涂料、粉末涂料与涂装展

2021亚太国际UV/EB固化产品及技术展

2021亚太国际工业涂料、粉末涂料与涂装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2021第四届国际（广州）工业环保及治理技术展览会

2021华南国际挥发性有机物（VOCs）防治技术展览会



同期会议及论坛

1、2021国际涂料原料（含设备）选料大会（以下简称“选料大会”）

        2021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是组委会重点打造的中国涂料行业独一无二的“专业秀场”，大会将邀请 300 家国内外先进涂料

厂商代表及资深涂料从业者作为大会采购评审，对最终入围的企业进行评选并颁发由评审席联合认定的大会获奖证书，并于会后进

行业务对接。大会由行业媒体全程直播，双线互动，是原材料和设备商不可错过的机会！

2、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暨2021广东涂料产业发展大会

3、2021亚太国际粉末涂料涂装应用高峰论坛

4、2021高性能水性涂料配方优化设计与应用论坛

现场直播间（联手中外专业媒体，进行互动/现场直播、品牌宣传）

涂料培训班。行业技术大咖授课，涵盖各种涂料生产和原料创新科技，

掌握涂料未来发展新趋势。

小规模涂料研发生产工程师沙龙活动

远程参展-云参展、云推介、云逛展活动

华南涂料生产基地考察活动

（活动详细资料组委会备索）

配套活动

配套活动

5、2021中-欧涂料涂装技术交流会

6、2021华南建筑及木器涂料绿色创新大会

7、2021中国（广州）汽车表面工程暨防腐蚀技术研讨会

    （会议活动详细资料组委会备索）

7月26日

活动及会议议程安排(拟)

7月27日

展会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演讲主题（拟）

涂料产业结构调整若干问题解析（国家发改委产业司）

国际市场分析

2021涂料行业重要原料价格走势及上下游分析

2021各类涂料助剂与原材料市场发展及行业进展

2021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树脂专场

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

涂料培训班大咖授课

涂料研发生产工程师沙龙活动

上午

下午

晚上

 

2021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助剂添加剂专场

2021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颜填料专场

2021高性能水性涂料配方优化设计与应用论坛

2021中-欧涂料涂装技术交流会

上午

下午

2021国际涂料原料选料大会-设备专场

2021华南建筑及木器涂料绿色创新大会

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

上午 华南涂料生产基地考察活动

7月28日

2021亚太国际粉末涂料涂装应用高峰论坛

2021中国（广州）汽车表面工程暨防腐蚀技术研讨会
全天



海内外100多家专业媒体（超过40家海外专业媒体）

全球近30家行业组织支持/协办

参加国内超过30场线下行业活动及会议

展会专属自媒体平台实时更新展会动态（官网、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超过50个涂料行业微信群互动宣传

展前新闻发布会及全国重点涂料产业基地推广

重要涂料生产企业一对一邀请接待

展前华南地区公众媒体全覆盖（新闻直推）

市场推广与专业采购商邀约

每年吸引超过3000家规模化涂料厂商赴会参观采购(排名不分先后)

... ...



参会/参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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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空间汇聚超过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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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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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000+ 

  50+ 

  20+ 

  3天  

  3天  

深入合作媒体

报名及收费

标准展位：（国内）RMB13800元/展位        （国际）USD2500/展位       展位规格：3m x 3m

配置：三面围板（转角位为两面）、中英文楣板、咨询桌一张、折叠椅2把、地毯全铺、照明灯、废纸篓

特装展位：36m2起租 （国内）RMB1500元/㎡    （国际）USD260/㎡           特装展位只提供空地，展商需自行搭建

其他有关大会赞助、会刊广告、现场广告投放方案，请咨询大会组委会



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涂料展会信息

联系组委会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石杰楼 131 8918 3037

邮箱: 1564611158@qq.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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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Paint&Coatings Industry》杂志

协作单位：国家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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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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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涂料委员会       

：美国粉末涂料涂装协会海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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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化学贸易协会

                 印度小规模油漆协会

          泰国涂料业生产者协会       

                 韩国涂料油墨行业协会

  线上展览：“拿个样” APP同步线上展

  中涂联合国际会展（广州）有限公司

电话Tel: 86-20-29193506  29193589    

传真Fax: 86-20-29193591

邮箱E-mail: coatexpo@126.com  

官网Website: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谢炜明  13189178702

邮箱: coatexpo01@126.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黄剑勇 13528421882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肖凯敏 131 8919 0391

邮箱: 2265394948@qq.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肖凯敏 131 8919 0391

邮箱: ex360kf05@126.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张文锋  136 6059 7527

邮箱: coatexpo@126.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联系人: 张德 131 8917 2561

邮箱: 2265394948@qq.com

官网: www.coatexpo.cn

电话: 86-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 86-20-29193591

展位预定：王兵13823400580  陈华容13631395788 

官网: www.coatex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