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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继续上新

集合行业爆款            

      创新产品&技术 

2023 持续上新！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4E01

一单多件全自动包装系统
系统由圆盘式自动播种墙  +  换筐工作站  +  多路开箱机   +  装箱机器人  +  自适应封箱机构成，可实现接驳仓库拣货出口，实现波次分拣到
包装出货的全过程无人化。 

 （专利号：2022 1 1234851.3）

自主研发 专利产品 ECPAKLOG首秀

生物基封箱封盒热熔胶

Technomelt Supra ECO 系列生物基热熔胶，可应用在各种包装
盒，包装箱的自动话封盒封箱应用中，采用独特的创新生物基原
材料技术，帮助实现负碳排放。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B25

绿色低碳

防滑码垛胶-替代缠绕膜

TECHNOMELT® Supra PS 是一种创新性码垛胶，通过采用创新
防滑胶的方式，替代传统缠绕膜，能显著减少缠绕膜/拉伸薄膜的
用量，而促进物流行业可持续化发展。实现高达90%的薄膜用量
减少、码垛成本降低高达 80%。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B25

降本增效

2023 继续上新



2023 继续上新

空气胶囊

空气将囊作为新型充气缓冲包装，具有以下特点： 
1. 轻量: 包装主体由单一材料制成,无需额外纸箱和胶带对比传
统电商包装,减少40%以上材料使用量。 
2. 可靠: “空气胶囊”的特殊结构可缓冲产品在快递过程中收到的
冲击，并减少雨水对包裹的影响。 
3. 便利: 无需工具即可通过撕拉线开启包裹。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F05

降本增效

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

智慧大数据

透明纸袋

无需要塑料，不过需要保持透明度的情况下，透明纸袋可以代替
塑料袋。尽可能的减少包装对环境的影响：纸张是有机环保材料，
是堆肥和可以回收的。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E69

反水纸托 - 100%纸

纸卡可以跟反水纸对标。尺寸和形状可以定做。适合食物链 （水
果，食材）。适合需要放弃塑料覆膜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包装
对环境的影响：纸张是有机环保材料，是堆肥和可以回收的。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E69

预制食品外带箱

保温、保鲜功能 可回收，绿色环保 定制精美图稿，可印刷色6色。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B37

支持测温功能RFID标签

一款支持测温功能的RFID标签，同时支持ISO/IEC 14443-A和
EPC Global C1G2 V1.2.0两种频段，用户预先配置好获取温度时
间间隔，测试次数，测试温度范围等，标签即可离线存储温度数
据，再通过两种频段的设备，去访问读取芯片数据，即可获得离线
存储的数据值；其广泛应用于冷链运输等行业。

东莞市鸥思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4F06

功能性纸箱

保鲜箱：保鲜剂涂布至纸箱内侧，主要抑制果蔬后成熟，适用于芒
果、香蕉、黄瓜等蔬果纸箱包装
防潮箱：面、里纸特殊处理，芯纸加强处理，适用于电商生鲜肉类、
冷冻品、冷藏品纸箱包装
防水箱：里纸覆膜、镀铝、涂布光油处理，适用于内部装水或冰块，
水分多的食品、水产类纸箱包装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4C15

降本增效



2023 继续上新

绿色低碳

降本增效

充气式快递循环箱

所有包装配件集合于一体，不需要纸箱、填充物及胶带的使用，所
以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快递垃圾。不但如此，还加速了包装时间，提
高了包装质量。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回收方案及解决办法。使用
寿命可以达到300次以上，如此不但降低了使用成本，更让每一分
原材料充分利用，切切实实达到环保目标。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E67

绿色低碳

智扬智能柔性包装设备

自主研发的定制化柔性包装设备，针对性解决电商包装过程中的
一系列问题，打破传统包装形式的创新型环保包装设备，设备在
线实测扫描物品3D尺寸，按需剪裁、校核、自动封箱等一系列自
动化操作的设备。全程0塑料，极大的减少了快递垃圾，节约了物
料，物流，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极大的减少了塑料垃圾，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昆山智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C25

桌面型智能快递打包机

SPL-65B桌面型智能快递打包机专为电商线上发货环节设计，提
供货品扫码、货品称重、自动开袋、自动封口、自动打印面单、自动
粘贴面单等一体 化解决方案。同时，可根据客户需要，自动对接
电商订单和企业ERP 或 WMS 系统，为客户提供货品的塑料袋包
装发货整体解决方案。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4E01

降本增效

气泡膜包装机

快递件打包机，智能高效，打包过程高安全，防夹、防烫、防误操
作，节省人工，为电商客户量身订做！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4B32

降本增效

给袋式包装机

全自动水平给袋式包装机整机采用PLC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整
机运行程序化、控制系统简洁可靠、封口整齐压纹清晰。适合袋型
规格多，包装容量大，切换袋型简单、快捷。在食品调味品、固体饮
料、农化兽药、预混剂等领域应用广泛。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C05

降本增效

即插即用i-Conveyor IoT输送系统

区别于普通输送机，福玻斯在每一段输送机上分别插入一块IoT
控制芯片，可以完美的兼容不同厂商的不同产品，真正实现设备
间的即插即用。 使用时只需在每段输送机之间插上电源和信号
线即可完成系统的搭建，数据自动上传云端网络，通过PC的设
定，即可完成调试。将原有庞大的系统调试工作，变得更简单，缩
短了新项目落地的调试时间。

福玻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4B11  

降本增效



路演宣讲+企业视频，不间断
呈现，专业人士分析行业、教
您找仓，干货满满。

好仓Talk Show

获取一手仓源信息，1V1 直
面对接仓企关键负责人，商
务接洽最佳窗口。

好 仓 展 示 区

来 4E52，找仓从此不麻烦4E52

来现场对接更多优质云仓、
供应链及仓配一体化服务企业

                             全国优质云仓、供应链
及仓配一体化服务企业现场集结
为电商企业、品牌商、零售商、经销商
高效对接优质仓源

400+

MORE

2023 特别策划主题活动2023 特别策划主题活动

好仓 Talk Show （云仓企业分享）

·2023 ！每家企业都需要 IP 供应链赋能

· “快递 + 快运 + 园区”深度赋能电商云仓企业

· 云技术 云仓储 云管理 为日化美妆赋能高效供应链

· 精准管理在供应链与定制服务中的实操

· 高品质仓配一体化智慧云仓

· 拙而不凡 一仓两线 丨日化美妆定制化全渠道云仓服务

· 在一米宽一万米深的领域里深耕的云仓故事

仓配星伙伴

· 助力仓储供应链企业在电商包装自动化的可持续发展

· 从供应链角度用数据看云仓的生死现状

· 如何布局和选择云仓



2023 继续上新2023 亮点板块

以“包装升级 绿色低碳”为主旨，精彩呈现京东物流“青流包装”以及合作
的品牌商电商原厂直发包装案例

Pick品牌 电商原厂直发包装源泉

京东电商包装供应链合作平台3.0

重塑物流实验场
“柔性、创新、小型移动性”的优秀物流设

备、技术和用户实践应用案列启迪

展位号：4D30 

场景
应用式
交流

展位号：4E15

2023 亮点板块



2023 继续上新2023 亮点板块2023 继续上新2023 亮点板块

展位号

4D15

4D25

4B23

4B09

4E67

4F05

4F07

4E28

4E60

4B17

4E30

4A04

4B15

4C10

企业名称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汇立塑胶（上海）有限公司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菁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达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昱希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聿宬（上海）科贸有限公司（万叠盒）

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主打产品/技术/服务/解决方案

绿色环保循环周转箱、租赁、大物流回收循环

塑料蜂窝板/中空板/塑料托盘/内衬及围板箱，规划咨询

智能化可持续和可循环的加工工艺技术、塑料回收循环

可循环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可循环包装器具的研发和租赁

派轻易环保快递箱

空气胶囊快递包装

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可循环使用聚烯烃发泡板材及包装制品

易锁折叠箱

物流塑料单元化集装器具

吹塑托盘 吹塑围板箱

可循环使用物流包装容器研发租赁、回收再生技术

标准化快递包装盒 信封式回收

塑料折叠周转箱、周转筐，租赁整体物流运输、包装解决方案

中空板周转箱PP蜂窝板、PP中空板及其制品

推 荐 参 观 企 业

循环包装开年大市集

《电子商务物流可循环包装管理规范》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汇聚 to B  to 小 B  to C

各类电商物流可循环包装、回收体系
应 策 刚 需



同期联展IPFM植物纤维模塑产业展

150+企业汇集 纸浆模塑保护包装、精品产品包装

天津
长荣

国内研发

纸浆模塑瓶

首秀

2023 同期联动

站GET零塑产品包装零塑产品

迪乐
科技集团

2023 同期联动



2023 同期联动2023 同期联动

植物纤维模塑百大商业应用创新馆
通用公模包装首秀展示
0-1 轻松降本GET替塑好物

百大商业应用创新馆



同期论坛

13:30 - 14:00

14:00 - 14:05

09:50 - 10:10

14:30 - 14:55

14:55 - 15:20

15:20 - 15:45

15:45 - 16:10

16:10 - 16:35

16:35 - 17:00

3月8日 13:00-17:00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建邺) 4号馆论坛区

论坛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后疫情时代电商包装的发展趋势和机会
Smithers信息咨询
陆尉斌 Felix Lu 亚太区项目总监

携手共创⸺可迟勋电商物流包装创新方案
埃克森美孚化工 
艾超  聚乙烯应用开发工程师

从产品循环到绿色物流的一体化服务转型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陈雯婷 Lavia  技术质量

创新包装解决方案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博禄私人有限公司
辛龙 Tim  大亚太区应用市场经理包装业务部

生态化、创新化新零售模式及新包装的赋能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石雨辰 Chloe  大中华区纸包装 市场战略经理

电子产品的去塑包装解决方案
昕诺飞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徐欣 Johnney  包装技术经理

Q & A 互动环节 

中国电子商务包装发展论坛

2023电商包装『奥塑』课

电商塑料包装不能完全不用，又需要谨慎使用；
面临这种对于塑料包装使用上的冲突与挑战，我们要如何应对？

降本 环保 可以两全其美！

同期论坛

13:30 - 14:00

14:00 - 14:05

09:50 - 10:10

14:30 - 14:55

14:55 - 15:20

15:20 - 15:45

15:45 - 16:10

16:10 - 16:35

16:35 - 17:00

3月8日 13:00-17:00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建邺) 4号馆论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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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电商包装的发展趋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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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尉斌 Felix Lu 亚太区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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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包装发展论坛

2023电商包装『奥塑』课

电商塑料包装不能完全不用，又需要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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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 环保 可以两全其美！



3月9日 09:00-12:30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建邺) 4号馆论坛区

09:30 - 09:55

09:55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11:00 - 11:20

11:20 - 11:40

11:40 - 12:00

12:00 - 12:30

会议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青绿计划助力绿色可持续消费
京东零售
刘咏仪  京东零售青绿计划负责人

碧然德减塑包装 为环保“净”力
碧然德 
孙岱倩  中国区高级总监-电商负责人

金佰利2030可持续发展承诺与本土实践
金佰利（中国）
冯靖  传播总监

宝洁绿色可持续发展
宝洁中国
杨万敏  供应链包装创新总监

循环包装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灰度环保
柴爱娜  创始人&董事长

设定科学碳目标 升级碳管理战略
芬碳
杨小山  芬碳项目总监
                京东物流科学碳目标专家顾问

座谈&优秀合作伙伴颁奖典礼
京东物流 / 品牌代表 / 高校代表

第五届京东物流“青流计划”绿色包装论坛

历久弥新 真知灼见
滚滚长江东逝水

· 绿色包装与可持续消费
· 碳目标与碳管理   原厂直发包装减碳团体标准
· 代表性品牌商电商绿色供应链创新实践

（具体议程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3月9日 09:00-12:30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建邺) 4号馆论坛区

09:30 - 09:55

09:55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40

10:40 - 11:00

11:00 - 11:20

11:20 - 11:40

11:40 - 12:00

12:00 - 12:30

会议签到

主办方欢迎致辞 

青绿计划助力绿色可持续消费
京东零售
刘咏仪  京东零售青绿计划负责人

碧然德减塑包装 为环保“净”力
碧然德 
孙岱倩  中国区高级总监-电商负责人

金佰利2030可持续发展承诺与本土实践
金佰利（中国）
冯靖  传播总监

宝洁绿色可持续发展
宝洁中国
杨万敏  供应链包装创新总监

循环包装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灰度环保
柴爱娜  创始人&董事长

设定科学碳目标 升级碳管理战略
芬碳
杨小山  芬碳项目总监
                京东物流科学碳目标专家顾问

座谈&优秀合作伙伴颁奖典礼
京东物流 / 品牌代表 / 高校代表

第五届京东物流“青流计划”绿色包装论坛

历久弥新 真知灼见
滚滚长江东逝水

· 绿色包装与可持续消费
· 碳目标与碳管理   原厂直发包装减碳团体标准
· 代表性品牌商电商绿色供应链创新实践

（具体议程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D36-1

4F08

4D20

5G36

4D36-2

4F12

4E43

4F06

4E35

4A01

4E22

4E69

4E45

4B11

4B32

4E26

4F10

4B25

4C15

4A03

4F05

4C05

4D15

4D25

4D01

4B08

4E15

4C25

4B23

4B09

4E64

4E67

4B08

4F05

4B26

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雪郎生物基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安姆科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三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德标签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库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鸥思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铁生辉制罐有限公司

东莞市薪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福玻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乙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绿道）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巨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锦花）

杭州天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汇立塑胶（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新达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京东物流

昆山智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依森纸制品有限公司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培迪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敖维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F03

4A02

4E62

4A05

4F07

4E47

4E24

5C57

4E28

4D30-1

4F16

4E60

4C40

4B21

4E20

4B17

4E01

4E65

4F15

4D30-2

4E50

4F02

4C01

4D30-3

4E30

4A04

4F14

4D05

4F01

4B15

4C10

5C30

5D23

5D40

5D11

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阁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发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菁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派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达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每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建技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磊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市酷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云仕包装）

台州市昱希塑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高飞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灰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箱姑娘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晓辉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星猿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聿宬（上海）科贸有限公司（万叠盒）

跃狐创意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袋袋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开来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铭慧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友拓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D36-1

4F08

4D20

5G36

4D36-2

4F12

4E43

4F06

4E35

4A01

4E22

4E69

4E45

4B11

4B32

4E26

4F10

4B25

4C15

4A03

4F05

4C05

4D15

4D25

4D01

4B08

4E15

4C25

4B23

4B09

4E64

4E67

4B08

4F05

4B26

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雪郎生物基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安姆科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三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德标签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库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鸥思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铁生辉制罐有限公司

东莞市薪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菲韵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福玻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乙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绿道）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巨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锦花）

杭州天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灰度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汇立塑胶（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新达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京东物流

昆山智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乐嘉文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依森纸制品有限公司

派轻易（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培迪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艾卡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敖维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4F03

4A02

4E62

4A05

4F07

4E47

4E24

5C57

4E28

4D30-1

4F16

4E60

4C40

4B21

4E20

4B17

4E01

4E65

4F15

4D30-2

4E50

4F02

4C01

4D30-3

4E30

4A04

4F14

4D05

4F01

4B15

4C10

5C30

5D23

5D40

5D11

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阁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发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菁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派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达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每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建技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磊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市酷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云仕包装）

台州市昱希塑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平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高飞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灰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箱姑娘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晓辉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星猿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聿宬（上海）科贸有限公司（万叠盒）

跃狐创意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袋袋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开来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铭慧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友拓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D01

5G08

5C20

5B10

5B16

5B20

5A-A15

5C05

5C48

5B35

5C70

5D19

5B58

5B70

5A19

5D05

5C15

5B72

5B68

5B05

5B55

5B62

5A22

5A06-1

5D36

5C10

5D29

5B25

5C25

5A14

5C01

5C41

5D30

5G36

5B21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昌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艺卫生用品（苏州）有限公司

大连松源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必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冠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阜南县顺昌塑业有限公司

广东威雅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聚森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君发无纺布制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康发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易乐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秸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康鼎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天之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碧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意奇高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范特希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瑞和盛纸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和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宏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开封金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昆山伊乐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兴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临沂宝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芙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祺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C55

5B37

5D35

5B41

5D35

5B35

5C60-1

5C60-2

5A-A15

5A02

5A13

5C68-2

5A08

5C43

5A11

5A-A21

5A16

5B60

5C68-1

5G18 

5B01

5D18

5A09

5A24

5A03

5A04

5C27

5D15

5A07

5D38

5A05-2

5A05-1

5B45

5A18

5B48

厦门恒瑞胜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澳强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励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盒美）

山东临沂餐加碗汇包装制品厂

汕头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三马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中冠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纯芝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恩和礼品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乐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力鸿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麦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保康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福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固特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纬中空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齐聚包装有限公司

台州市中蓝纸塑业有限公司

潍坊联发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艾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冠尚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祥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六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磐信实业有限公司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D01

5G08

5C20

5B10

5B16

5B20

5A-A15

5C05

5C48

5B35

5C70

5D19

5B58

5B70

5A19

5D05

5C15

5B72

5B68

5B05

5B55

5B62

5A22

5A06-1

5D36

5C10

5D29

5B25

5C25

5A14

5C01

5C41

5D30

5G36

5B21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昌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艺卫生用品（苏州）有限公司

大连松源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必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冠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阜南县顺昌塑业有限公司

广东威雅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聚森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君发无纺布制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康发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易乐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秸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康鼎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天之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碧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意奇高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范特希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瑞和盛纸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和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宏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开封金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昆山伊乐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兴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临沂宝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芙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祺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C55

5B37

5D35

5B41

5D35

5B35

5C60-1

5C60-2

5A-A15

5A02

5A13

5C68-2

5A08

5C43

5A11

5A-A21

5A16

5B60

5C68-1

5G18 

5B01

5D18

5A09

5A24

5A03

5A04

5C27

5D15

5A07

5D38

5A05-2

5A05-1

5B45

5A18

5B48

厦门恒瑞胜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澳强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励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盒美）

山东临沂餐加碗汇包装制品厂

汕头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三马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中冠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纯芝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恩和礼品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乐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力鸿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麦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保康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福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固特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纬中空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齐聚包装有限公司

台州市中蓝纸塑业有限公司

潍坊联发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艾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冠尚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祥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六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磐信实业有限公司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C65

5C42

5A12

5C72

5B57

5A17

5C39

5A21

5A15

5A20

5B56

5D27

5A-A05

5C45

5D10

5C43

5G01

5B32

5A06-2

5D25

5A-A06

5B43

5A10

5B27

5A23

5E35

5G35

5A-A45

5G50

5G45

5A-A14

5A-A09

5G45

5F62

5G11

温州市博骁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优畅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苏嘉达岭装饰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华丽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新乐市虹宝包装有限公司

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雄县美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雄县泰新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日升包装有限公司

英托品康（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必洁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食诺工贸有限公司（恒灿）

浙江高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好希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灵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润昇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森然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同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秀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远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TAW Holdings Limited

安平县海顺五金网类制品厂

北京循绿源植物纤维模塑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迈骏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市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赛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聪润(山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迪乐集团

东莞市基富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A-A39

5A-A17

5A-A20

5D60

5A-A12

5F21

5G52

5A-A04

5E05

5G75

5A-A10

5G27

5A-A02

5F65

5E45

5A-A16

5A-A27

5F55

5E10

5G05

5F10

5E25

5F77

5E20

5E22

5A-A45

5G81

5B15

5E22

5F70

5A25

5G32

5A01

5G30

5G70

东莞市绿然环保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西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木森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英特耐森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智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佛山美石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楠亚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南亚）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洋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双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致远纸塑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旻洁纸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汇林包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思贝乐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福斯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海德利机器有限公司

广西侨旺纸膜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广州振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通利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西红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益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稻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谷芮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麦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腾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C65

5C42

5A12

5C72

5B57

5A17

5C39

5A21

5A15

5A20

5B56

5D27

5A-A05

5C45

5D10

5C43

5G01

5B32

5A06-2

5D25

5A-A06

5B43

5A10

5B27

5A23

5E35

5G35

5A-A45

5G50

5G45

5A-A14

5A-A09

5G45

5F62

5G11

温州市博骁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优畅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苏嘉达岭装饰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华丽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新乐市虹宝包装有限公司

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雄县美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雄县泰新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日升包装有限公司

英托品康（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必洁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食诺工贸有限公司（恒灿）

浙江高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好希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灵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润昇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森然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同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秀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远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TAW Holdings Limited

安平县海顺五金网类制品厂

北京循绿源植物纤维模塑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迈骏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市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赛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聪润(山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迪乐集团

东莞市基富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A-A39

5A-A17

5A-A20

5D60

5A-A12

5F21

5G52

5A-A04

5E05

5G75

5A-A10

5G27

5A-A02

5F65

5E45

5A-A16

5A-A27

5F55

5E10

5G05

5F10

5E25

5F77

5E20

5E22

5A-A45

5G81

5B15

5E22

5F70

5A25

5G32

5A01

5G30

5G70

东莞市绿然环保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西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木森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英特耐森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智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佛山美石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楠亚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南亚）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洋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双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致远纸塑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斯特机械设备（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瀚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旻洁纸塑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汇林包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思贝乐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福斯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海德利机器有限公司

广西侨旺纸膜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广州振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通利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西红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益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稻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谷芮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麦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双环纤维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腾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展商名单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F25

5F69

5C35

5F15

5E12

5C35

5G55

5A-A11

5D55

5F30

5G60

5G28

5A-A45

5A-A37

5F68

5A-A03

5G40

5F60

5G10

5G85

5G20

5E01

5G17

5G79

5F05

5F58

5E30

5G76

5G68

5F45

5G15

5F35

5F75

5D46

5A-A35

吉特利环保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济南哈特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澄阳旭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晟环保餐具有限公司

江苏旭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派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衡壤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汇工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天益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凯普达材料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康馨（海门）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深凯模具有限公司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立华彩印（昆山）有限公司

宁波市嘉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鸿铭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青橄榄环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清远科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明市云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

山东辰骐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方源众和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绿缘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斗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辛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欣戈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旭日东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凹凸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豹驰印刷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E55

5G16

5A-A18

5G18

5I07

5F40

5A-A07

5F01

5D21

5A-A08

5E50

5A-A43

5A-A40

5G65

5G37

5E15 

5G39

5D45

5G34

5G80

5F20

5G86

5E40

5F50

5G25

5E11

5E30

上海泛宇真空泵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信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杰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莱斯压缩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

苏州艾思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翰阳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誉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凯迪思-导热油加热板

滕州市志扬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长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天台鼎天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三星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芜湖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禾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辉凯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罗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诸城市宏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缘）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名单收录截至2023年2月25日）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F25

5F69

5C35

5F15

5E12

5C35

5G55

5A-A11

5D55

5F30

5G60

5G28

5A-A45

5A-A37

5F68

5A-A03

5G40

5F60

5G10

5G85

5G20

5E01

5G17

5G79

5F05

5F58

5E30

5G76

5G68

5F45

5G15

5F35

5F75

5D46

5A-A35

吉特利环保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济南哈特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澄阳旭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晟环保餐具有限公司

江苏旭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派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衡壤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汇工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天益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凯普达材料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康馨（海门）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深凯模具有限公司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立华彩印（昆山）有限公司

宁波市嘉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鸿铭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青橄榄环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清远科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明市云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

山东辰骐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方源众和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绿缘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斗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辛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欣戈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旭日东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凹凸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豹驰印刷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 企业名称

5E55

5G16

5A-A18

5G18

5I07

5F40

5A-A07

5F01

5D21

5A-A08

5E50

5A-A43

5A-A40

5G65

5G37

5E15 

5G39

5D45

5G34

5G80

5F20

5G86

5E40

5F50

5G25

5E11

5E30

上海泛宇真空泵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信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益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杰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莱斯压缩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

苏州艾思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翰阳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誉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凯迪思-导热油加热板

滕州市志扬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长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天台鼎天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三星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芜湖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禾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辉凯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罗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诸城市宏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缘）

300+展商 开年首展

（名单收录截至202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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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和周边商业

南京南站→地铁1号线安德门站→转乘10号线元通站4号口出
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南京站→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转乘2号线元通站4号口
出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禄口机场→地铁S1号线南京南站→转乘S3号线油坊桥站→转乘2号线元通站4号口出
步行8分钟到达3B登录厅（近3号门）进口。

地铁2号线或10号线至元通站，4号口出即可以到达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地铁

导航至南京国际博览中心11号门或3号门。
南京南站-展馆 打车约20分钟
南京站-展馆 打车约30分钟
禄口机场-展馆 打车约40分钟

打车

导航至南京国际博览中心12号出入口停车场，按指引进入3B登录厅。

自驾

周边购物及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