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免喷涂技术高峰论坛

——色彩，材质，创新表面装饰工艺

2014 功能薄膜加工及应用研讨会

2014 创新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研讨会

2014 创新复合材料应用研讨会

- 四会携手，无缝对接上下游企业
- 300+ 行业精英，盛况空前
- CMF 创新思维及案例探讨
- 小型展示区呈现行业创新解决方案
- 会前客户约见，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优质沟通渠道
- 多样的会议体验
- 同期盛典：“荣格塑料行业技术创新奖”颁奖典礼

会议亮点

www.ringierevents.cn www.industrysourcing.cn

 扫一扫
更多资讯

        自 2005 年起，荣格公司创办“免喷涂技术高峰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2013 年荣格举办了“第
八届免喷涂技术高峰论坛”，再次掀起了业界针对免喷涂技术发展的探讨热潮。论坛聚集了联想集团、
惠普科技、宏讯电子、泛亚汽车、罗技科技、和硕设计、神基科技、小米通讯等众多业内顶尖企业，
并得到积极参与及讨论。
       2014 年的免喷涂行业正迈入另一个发展阶段，各种工艺的转型与提升也是所有制造企业面临的
困境与挑战。在笔记本，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可装饰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企业的出路将会在哪里呢？
通过 CMF，如何迎合消费者喜好？通过不同装饰工艺，如何凸显产品的差异性？届时，我们将围绕
这个主题展开一系列的探讨与研究，希望可以为企业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同期盛会

2014 年 8 月 20-21 日          中国  上海



第四部分：讨论
企业遭遇的技术瓶颈及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CMF 技术市场分析与趋势

CMF 趋势及应用展望
家电及汽车产业的流行色彩趋势发布

第二部分：外形设计与免喷涂工艺

IT，3C，汽车领域的潮流趋势及挑战
产品设计与表面装饰技术
创新材料助力 3C 行业创新设计

第三部分：表面装饰工艺探讨

免喷涂工艺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免喷涂工艺在 3C 领域的应用

会议议程

TOM 模外装饰技术
模内装饰注塑加工工艺
表面装饰工艺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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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免喷涂技术高峰论坛
2014 年 8 月 20-21 日          上海

10+ 类力邀企业

1. 家电
2. 电子、通信、计算机
3. 汽车及零配件
4. 薄膜
5. 片材

6. 油墨
7. 印刷
8. 模具
9. 注塑设备
10. 成型设备

www.ringierevents.cn www.industrysourcing.cn

部分确认演讲嘉宾：

张宏 女士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设计主管
演讲议题：家电 2015 CMF 趋势及应用

陈彦成 先生  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演讲议题：模外装饰技术应用于塑料件设计与加工
          薄膜加工应用于免喷涂技术



2014 免喷涂技术高峰论坛
2014 年 8 月 20-21 日          上海

www.ringierevents.cn www.industrysourcing.cn

49%

28%

12%

8% 3%

消费电子、汽车行业等终端用户 

OEM制造 

原材料供应商(油墨,薄膜等）

模具制造商 

其他 

企业类型 往届参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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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职务 

部分往届参会企业
埃迪司汽车饰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阿克苏诺贝尔涂料（嘉兴）有限公司
安能利塑胶（厦门）有限公司
宝龙油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贝迪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博朗（上海）有限公司
创维集团
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
岱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帝国油墨制造株式会社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丰岛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卡秀堡辉涂料有限公司
广州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创意设计中心
海信集团
布施真空株式会社
上海正伟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爱元福机械设备厂
珠海格力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惠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李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柳州市方鑫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
龙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龙华薄膜有限公司
南亚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马克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群达模具（国际）有限公司
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日写（上海）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设计研究所
三洋中国制造厂有限公司
山东旭日汽车饰件集团有限公司
山水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东田转印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
上海寿精版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文澜源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深圳华瑞三和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南通万德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西艾意汽车零部件 ( 上海 ) 有限公司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赫比（上海）家用电器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华伟表面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集成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加利电子 ( 无锡 ) 有限公司
嘉达电子科技 ( 江苏 ) 有限公司
江苏文光集团公司
江西昌河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捷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精工油墨（杭州）有限公司
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柳州裕信方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惠尔浦家电制品有限公司
宏讯电子工业（杭州）有限公司
一能中国有限公司
颖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翀车灯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制冷家电集团
和硕设计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库尔兹（远东）有限公司

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是领先的 B2B 工业资讯提供者，通过专业杂志、荣格工业资源网站（www.industrysourcing.cn）和会议活动、公共关系营销、iPad/
iPhone 和 Android 平台的智能手机等渠道，为中国、亚洲、中东及非洲工业界提供最广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报道、技术转让、实用解决方案及采购信息，
以帮助这些快速成长的工业行业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改善利润率。荣格拥有一流编辑内容，共出版了 31 本工贸刊物，为中国、亚洲、中东、非洲及全球
的机械和原料买卖双方提供最佳的贸易沟通平台。
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是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荣格集团强大的媒体资源，荣格展览每年针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举办 20 余个工业领域
的专业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涵盖塑料、食品、个人护理品、医药、无纺、环保、涂料、汽车、金属、模具、包装、复合材料、营养食品等行业。其中，
塑料技术系列论坛、涂料系列技术论坛、个人护理品技术研讨会、功能性食品技术论坛等会议已成功举办数届，并在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和评价。
2014 年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不仅保留这些拥有良好口碑的技术研讨会，还新增了微创技术，功能薄膜，3D 打印等针对革新技术及热点市场的系列论坛，
从而不断满足客户对新兴领域的求知探索。

公司简介

早期优惠价格 （2014 年7月18日前报名）: RMB 3,200 

                        

标准价格：
RMB 3,500

会议经理 邵敏 女士
mandyshao@ringiertrade.com
86-21-62895533 * 208

更多资讯，请咨询

媒体支持

陈彦成 先生  豐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演讲议题：模外装饰技术应用于塑料件设计与加工
          薄膜加工应用于免喷涂技术

优惠方案：

1. 同一公司四人组团，可免一人会费 

2. 两人同行，免费住宿：同一公司两位同时组团报

名，可免费享两晚舒适双人房（近会场）

两天会费包括：主会场及相应会场的参会席位
                            五星级酒店午餐、茶歇、鸡尾酒会；
                            全套会议资料，但不包括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