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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集高峰论坛、互动联谊、采购大会、协会年会为一

体的瓦楞行业大型活动“中国国际瓦楞节”已于11月30日在

武汉圆满落幕。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通过新主题、新内容、新形

式、新服务，充分展示行业新技术，探讨行业热点问题，

促进瓦楞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具有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瓦楞行业特色服务。

在此，我代表中国包联纸委会衷心感谢各位业界同仁参

加此次行业盛会！首届“中国国际瓦楞节”因为有您才显得

更加精彩！

2018年，中国包联纸委会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继续贯彻落实工信部、商务部《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

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包联发布的《中国包装工业

发展规划》文件精神，积极引导行业重组、企业升级，走绿

色包装、智能包装发展之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也将

在总结首届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基础上，继续办好“2018中国

国际瓦楞节”！

我们“2018中国国际瓦楞节”再见！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耀权

由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湖北省包装联合

会、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承办的“2017中国国际

瓦楞节”于11月30日在湖北武汉圆满落幕。

作为承办方之一和东道主，我们感谢所有来湖北武汉参

加此次瓦楞节的领导、专家、参展商和观众们。此次展会是

我们湖北地区首次迎来如此非常具有规模的专业盛会。瓦楞

节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既有设备技术的展览展示，也有

前沿技术的探讨；既有企业管理销售的培训，也有优秀企业

的参观学习等，让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了行业的新状态、新

格局、新阶段，对我们湖北地区的纸包装企业来说，是一次

真正的在家门口与业内同行沟通、学习、交流的好机会。我

们将学习借鉴各同仁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开拓创新，为

推动中国由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发展而贡献一份力量！

再次感谢所有给予中国国际瓦楞节支持的各位新朋老

友！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

业采购大会”已于11月30日在湖北·武汉圆满落

幕。

作为本次盛会承办方之一，我们衷心感谢给

予本次瓦楞节大力支持与配合的所有包装行业协

会，感谢为此次瓦楞节成功举办而付出努力的所

有参与者！

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平面媒

体、网络平台、微信新媒体、会务平台、展览服

务于一体的行业专业媒体，我们谨记行业媒体的

使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配合中国包联及其专

业委员纸委会，在企业升级、推动行业向绿色包

装、智能包装发展之路上进行不遗余力地宣传与

引导。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

业采购大会”也是行业媒体与行业协会联袂为行

业服务的一个有益尝试。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

是对以往行业活动的“传承·融合·创新·超

越”，是一种业界全新活动形式，也为行业媒体

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今后，美印文化将继续借助自身行业媒体优

势，为推动包装行业的健康发展尽一份媒体的责

任。

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琪

致谢词致谢词 Acknowledgements



观众数据分析

本届瓦楞节 3 天展会累计参观人数为 15139 人  观众来自于大陆七大主要区域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海外 4 个地区及国家

的现场观众对“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及美印纸

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效果表示满意95%

观众来源分析

海外地区

观众（大陆）地区分析：

展会观众省市TOP5：

“中国纸包装50强”

企业到场率：98%
中国包联纸委会

406家会员到场率：97.5%

按登记方式

按观众地区

大陆地区：98.34%

展前预登记：30.3%

港澳台：61.3%

湖北省：25.08% 广东省：9.23% 浙江省：8.58% 江苏省：6.97% 山东省：6.72%

华中：37.39%

华东：24.23%

华南：11.81%

华北：8.55%

西南：7.56%

西北：6.73%

东北：3.73%海外：38.7%

海外地区：1.66%

现场登记：69.7%

( 其中现场微信登记：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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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 of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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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分析

按观众企业类别分类统计

纸包装生产企业观众所处职能分类统计

纸包装生产企业：70.21%

纸包装行业供应商：13.95%

经销商：6.98%

其它（科研、高校等）：8.86  %

企业负责：42.27%

采购负责：18.89%

技术负责：16.67%

生产负责：13.51%

其他：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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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电视台同步播报“2017首届中国国际瓦楞节”新闻

观众企业类别、职能数据统计

Data Analysis of Audience

扫码回看瓦楞节精彩现场



观众心声

浙江中包派克奇包装有限公司 赵樑杰 总经理

参观 2017 中国国际瓦楞节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因为这届展会不仅是瓦楞纸箱行业的一个盛会，更

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行业目前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让我们在了解行业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知

识。希望这样的盛会越办越好，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平台。

天津市百得纸业有限公司 赵桂元 总经理

在这次展会上，我们看到了行业最新的设备技术，了解了纸价紊乱对行业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与同行

交流了纸价现状的应对之策及未来发展趋势，我们期待继续参加下届展会。希望之后的瓦楞节能越办

越好！

郑州中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黄镇东 人力行政副总

首先非常感谢瓦楞节的主办方邀请我们参观“2017 中国国际瓦楞节”，其次在这次展会上，我们零

距离和参展商交流，了解到很多行业信息，受益匪浅。最后我想说下，在展会现场遇到任何问题找工

作人员就对了，他们热情积极的态度，真的帮到我们很多忙。希望今后的瓦楞节活动越办越好，能给

参会企业提供更多的生产管理培训课程。

广州市德鸿纸类制品有限公司 陈彦松 总经理

很荣幸我们能参加“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中国国际瓦楞节是一场集设备与技术的展览展示，前沿

技术探讨，企业管理销售培训，优秀企业参观学习的大型盛会，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参展商们的技术优

势，也让我们在采购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望“中国国际瓦楞节”能越办越好，成为我们行业的一个

重要交流平台。

无锡市兴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孙龙 总经理

中国国际瓦楞节是第一届能 360°全面了解到行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应用的平台，我很荣幸能受邀

参观。展会在主办方的精心策划下，有条不絮的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展会的同期活动“2017 包

装用纸行情研讨暨上中下游产业链高峰论坛”中，从多个方面谈到了目前纸价的现状、应对之策及未

来的发展趋势等，这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

恩施市星辰包装有限公司 李建国 总经理

首先感谢组委会给我们一个和众多参展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也感谢组委会及工作人员周到的安排，

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次展会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达到了供需双方交流的目的。同时也希望

之后的瓦楞节能越办越好！

辛集市银叶纸品有限公司 杨海 总经理

这次的展会是我参加过最专业最有价值的瓦楞展之一。展会上，我们不仅能直观的看到供应商先进的

设备，还能全面了解行业前沿信息。除此之外，展会更是集专业供应商、趣味表演、高标准服务于一

体，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感谢主办方的热情款待，也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中国国际瓦楞节。

 

云南瑞升纸业有限公司 曹宗华 总经理 

本次瓦楞节上，参展商展示了行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有价值

的采购资源，对我们的企业发展受益匪浅。同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国瓦楞行业报告（2017 基本信

息版）》首发仪式，获得了行业首份系统的调查分析报告，让我们更全面的掌握了行业发展现状及趋

势。这对我们公司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陕西天成纸业有限公司 解国安 董事长 

中国国际瓦楞节是一个公开、透明比较供应商的大型平台，也是一个同行业人士交流信息的平台，我

们也与多家供应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还举办了多场高峰论坛，通过这次展会和论坛让我们对纸包装

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此，我向主办方表示衷心的感谢！期待明年我们能看到更精彩的展会。 

 

 

佛山市金利澳纸业有限公司 林晓华 总经理 

这届瓦楞节的内容有很多创新，由中包联纸委会官方首发的《中国瓦楞行业报告》，帮助我们掌握行

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更推出了多场针对性的高峰论坛，让我们在学习新技术、新知识，了解市场发展

趋势，使企业少走很多弯路，同时，采购大会现场我们也与多家供应商达成了设备采购意向。

Audience's Voice



协会组团情况

41家行业协会参观团 

 2712名高质量买家组团参观

北京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重庆市包装协会

上海包协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山东省包装印刷工业协会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安徽省印刷包装物资商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

协会
甘肃省包装工业协会

中国包联电子工业包装技术

委员会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石家庄市印刷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深圳市印刷学会 深圳市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无锡市包装协会

镇江市包装技术协会 威海市印刷协会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湛江市印刷行业协会 浙江省温岭市印刷行业协会 中山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常州市包装行业协会 玉林市印刷包装协会 泸州酒类包装研究协会

广州市花都区包装印刷业商

会
温州苍南纸箱包装行业协会 丹阳市印刷行业协会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余姚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

（排名不分前后）

▲中国包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跃中等领导一行

▲北京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上海包协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协会

 Situation of Association Delegation



协会组团掠影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安徽省印刷包装物资商会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中山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甘肃省包装工业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泸州酒类包装研究协会

▲石家庄市印刷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玉林市印刷包装协会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威海市印刷协会

 Glimpse of Association Delegation



协会心声

重庆市包装协会  秘书长  邹 琼

我们50余家企业，120余人参加了由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湖

北省包装联合会、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袂承办的“2017中国国际瓦

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重

庆团员们一致认为本次活动主题、内容

及形式不错。例如展会会议安排达到了

贯穿瓦楞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同仁们

交流与合作；更有多位团员们抓住时机

与现场纸包装后工序打包、钉箱等设备

厂商议价订购了设备。短短四天三晚，

大家收获了信息，也加深了同行间的友

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朱智伟

热烈祝贺“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成

功举办。再次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各

承办单位组织本次展会，给大家展示了

包装行业现阶段的最新业界资讯和工业

技术成果。

在我们共同展望包装行业美好未来的同

时，行业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今

年凸显的纸价问题。在“2017包装用

纸行情研讨暨上中下游产业链高峰论

坛”上，各个专家多方面谈到了目前纸

价的现状、应对之策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等，这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

我协会共有50余家企业单位前来观

展，会员单位均表示在展会上学习到很

多新的知识，收益颇丰。在此，我谨代

表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向主办方表示衷

心的感谢！期待明年我们能看到更精彩

的瓦楞节。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王鹏业

我们和中国包联纸委会、美印文化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展会上由

行业权威机构、知名专家，就行业生

产、经营、管理、营销等多个板块进行

了分析介绍、干货十足的多场高峰论坛

让我们的会员收益颇丰。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杨志刚  

作为首届武汉瓦楞节，取得了巨大成

功，可喜可贺！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今

后将继续予以大力支持！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徐军红

在瓦楞节期间我们协会会员企业了解了

最新的业界信息和技术成果，交流了行

业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参观了一些同

行业的优秀企业，收获具大。我谨代表

江西包协向主办方表示衷心的感谢！希

望明年能看到一个更精彩的瓦楞节。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徐凯

对我们会员企业而言，“2017中国国际瓦

楞节”是一个重要的交流学习平台，参会

企业单位围绕着如何提供行业生产力，优

化产品质量及提高业务灵活性展开话题。

企业单位纷纷表示获得了行业各个环节的

发展趋势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宝贵信息。同

时，我们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展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林

迪华

新疆包装技术协会衷心感谢中国包装联合

会！感谢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国

际瓦楞节的各承办单位！这次新疆30余

家参展企业大开眼界，学到了新的技术和

理念，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收获

颇丰，不虚此行。我协会将积极组织参与

下届中国国际瓦楞节，并预祝展会越办越

大！越办越好！

南京包装行业协会  秘书长 田社荣

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各承办单位，

因为这次展会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

习机会，也为我们近60余家企业单位未来

的发展战略等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我

们也将积极参与下届中国国际瓦楞节，希

望展会以后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梁宏   

此次参观受到会员单位一致好评，纷纷表

示学习到了很多行业前沿技术，了解了行

业最新设备。同时在主办方井然有序的组

织下，同期活动丰富精彩，特别是《中国

瓦楞行业报告》的首发，让我们了解了很

多的行业大数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数

据参考。期待明年展会的继续合作。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林淑玲  

作为行业首届大型年度盛会“2017中国

国际瓦楞节”，展商们的设备与技术的展

示，第一份《中国瓦楞行业报告》的发

布，行业热点话题的探讨，主办方为我们

协会会员提供的五星服务，让我们有了一

个难忘的瓦楞节之旅，期待明年瓦楞节再

见！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副秘书长  厉邦建  

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各承办单位，

因为这次展会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

习机会，也为我们近30家企业单位未来的

发展战略等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我们

也将积极参与下届中国国际瓦楞节，希望

展会以后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Voice From Secretary of the Association



 

展商数据分析

展商及展品数量分析

展商满意度情况

本次瓦楞节及采购大会共有展商 展示面积 现场展示设备

206 家 20186 m2 178 台.套

产品类别 展商数量 占展商总数量比例 展品数量（台.套）

瓦线及配套类设备 32 15.5% 29

印刷类设备 56 27.2% 43

模切类设备 12 5.8% 9

钉箱、粘箱、糊盒类设备 32 15.5% 28

环保类设备 9 4.4% 11

设备配件及耗材类 45 21.8% 22（不含耗材）

其它类 53 25.7% 36

合计 / / 178

其中：

备注：

1 因部分展商产品类别为多种，故按产品类别分类的展商数量之和大于参展商数量 206 家。

2 根据主场运输公司数据统计，本次瓦楞节有 55 家展商共携带 178 台套设备（包含整机、单机及诸如瓦楞辊、网纹辊等设备重要部

   件，不含刀具等配件及耗材）参展。观众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位观众在这些展商展台参观、交流的时间是其他展商的 3 倍以上。

3 本次瓦楞节上，75% 展示的展品现场成交或产生了较高的成交意向。

非常满意：58%

展商总体满意度 展商见到新客户比例 展商现场达成合作比例

达成合作意向：49%

现场达成订单：38%见到新客户的比例100%

100%
58%

25%

17%

满意：25%

未达成合作意向及订单：13%一般：17%

不满意：0%

Data Analysis of Exhibitor

49%
38%

13%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瓦楞节首日, 广州科盛隆携手其成功重组后的日本新幸，隆

重举办了一场以“小能耗，高科技，大未来”为主题的科盛隆广

州新幸工厂发布会活动，现场共吸引了数百名业内人士参加。科

盛隆总经理徐兆玉首先致辞，他对所有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由衷的感谢。徐总在发言中提到，新幸的产品低能耗、低噪

音、高品质、高自动化程度、高效率、生产速度快、成型效果堪

称完美，各项指标技术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广州科盛隆公

司自1995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最前沿的印刷机械生产加工技

展商访谈

博凯机械（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本次瓦楞节上新颖“魔盒”搭建非常抢眼，据博凯机械（上

海）有限公司市场部Mary女士介绍：“魔盒”内所播放的是

BHS公司精选的一段段视频，内容涉及BHS公司全新的产品、

技术、社会责任感，以及公司300年的发展史。

Mary女士表示，我们之所以选择参展本次瓦楞节，是看中

了武汉这一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位置，BHS公司的瓦线与整厂

物流在华中及周边地区的拓展也非常顺利。而本次瓦楞节上通过

“魔盒”来展示BHS形象及产品，效果也常不错，吸引了不少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纸箱企业负责人或采购人，使得更多的国内

客户了解到了BHS全方位领先的瓦线及相关技术，对于BHS下

一步的市场开拓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希望这些新产品能够尽

早进入国内市场，供应给国内的纸箱企业，助力纸箱企业向工业

4.0，以及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大踏步迈进。

旭恒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是外商独资专业生产全自动/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烫金

机、糊盒机、瓦楞纸周边辅助设备、钉箱机等印刷包装后工序产

业机械的企业。2011年1月正式加入博斯特集团后，旭恒整体技

术创新及服务管理水平有了质的飞跃。针对中国印后包装市场，

为客户提供更现代化的设备以及从零配件、设备升级改造、到各

个层面的培训等更广泛更全面的服务，从而使客户有更多产品的

选择，并获得更全面的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同级中

的至优”，“to be the Best in class！”这个理念将随旭恒的

产品传遍全世界的纸品包装行业。

本次瓦楞节上展示的PE-1620SL-extra平压平模切机，是

一款适合做高精度、表面要求非常高的彩裱瓦愣产品的设备，受

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青睐，旭恒精工机械营销总监陆伟先生在瓦

楞节的第二天就向组委会表示，瓦楞节效果很好，现场二天的订

单及意向客户已超10家！明年我们将继续参加2018中国国际瓦

楞节!

深圳市东京文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

一批专业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及技术研发人员，长期专注于彩盒整

体解决方案的研发，且注重与国际领先技术企业的合作，目前公

司主要产品包括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全自动平压平烫金机、全

自动糊折盒机、全自动裱纸机和全自动贴窗机等系列，并通过了

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CE认证。

本次瓦楞节上，文洪机械总经理毛峻及其团队向前来参观的

纸包装企业介绍了他们即将推出的一个全新全球彩盒智能生产方

案，即： 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高度覆盖客户全线需求，涵

盖投产咨询、设置配备、金融帮扶、人才培训、市场推广、品牌

咨询、日常维护升级、置业保障七大彩盒构建核心关键点，以整

合的力量一站制造智能彩盒生产工厂！

该方案自旨在帮助客户更全面了解全球市场和客户需求，节

约生产成本，提高产能高效，解决中小型客户企业在资金、人才

培训、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创新，及市场推广，设备维护升

级、设备回收等方面的难题，帮助客户轻松构建一个自动化智能

彩盒生产工厂，助力客户企业全面升级生产制造和运营能力！

Exhibitor Interview

扫码获取更多BHS企业资讯

扫码获取更多文洪机械企业资讯

扫码获取更多旭恒精工企业资讯

扫码获取更多科盛隆企业资讯



展商访谈

术开发，一直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的印刷机行业品牌，所以此次科

盛隆和日本新幸的强强联手一定会将我国印刷机制造领域的水平

一下提高到与世界平级。

中国包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跃中在致辞中谈到，

科盛隆是成立二十多年的中国印刷机制造标杆企业，与日本新幸

的合作就是一种缘分，更是科盛隆品牌进入世界龙头的翅膀。日

本新幸机械拥有世界领先的纸箱印刷机械制造核心技术，在欧美

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一定的市场份额。此

次重组将充分实现广州科盛隆和日本新幸机械在技术与市场方面

的双重互补与融合，全面推动两家公司的深层次发展，为纸箱行

业的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技术和服务。

前来参观的纸包装企业纷纷表示对“小能耗、高科技”的印

刷机寄予厚望，其中不乏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客户。

日本霓达株式会社
日本NITTA株式会社始于1885年，世界知名工业皮带制造

商，从成功生产出日本第一条国产传动用皮带开始，潜心研发、

生产传动·输送用皮带132年，凭借出类拔萃的产品品质、不断

创新的产品类型、专业细致的技术服务蜚声海内外。目前已成为

众多世界知名厂商的首选皮带合作伙伴。

2010年，NITTA日本总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区域总

部——霓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之后陆续成立广州

分公司、湖南办事处，以“销售—生产”一体化的经营模式，竭

诚为顾客提供最佳工业皮带解决方案。

目前，霓达供应保力皮带、齿接带、无接缝皮带、轻质输

送带4大类平皮带，在国内纺织、印刷、包装、电子、金融、卫

生等众多领域的应用实绩都非常出色。霓达精密传动（常州）有

限公司袁孝海部长表示：作为中国包联纸委会常务委员单位，我

们全力支持中国国际瓦楞节，同时首届瓦楞节也没让我们失望，

为期三天的瓦楞节期间，我们结识了大量的新客户，大家对我们

的系列传送带非常关注，我们也将继续为瓦楞纸板生产线、糊盒

机、糊箱联动线、装订工程等度身定做更多更好的产品。

反映出小华机械的产品的确首屈一指。

的确，站得高，方能看得远。王小华不仅将质量放在非常重

要的位置，对于产品功能和技术工艺方面同样有着深远的考虑。

当下的瓦线发展非常迅猛，顺应时代的要求，小华机械也在不断

对其产品功能和技术做进一步的完善，例如在新时代背景下，利

用废水制胶，从而帮助企业减轻环保的困扰，以及利用智能化、

自动化技术的加入，帮助客户缓解对人力成本使用的压力。当

然，他也提到说，对于不少企业在高速宽幅瓦线的投入，小华机

械也在提供额外的工艺上的帮助，助力客户真正实现高速瓦线的

稳定与高速生产。

本次瓦楞节上，小华机械以120平米的展台惊艳亮相，其展

示的智能化自动化制糊设备更是引爆全场！

广州小华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小华是一家瓦楞纸品包装业的技术服务和优质产品供应

商，主导产品为全自动制胶机、热压板、触压棒和气动刮刀。

相较于同类型的产品，很多客户在谈到小华的设备时候，第

一感觉还是贵，在总经理王小华看来，这是由小华机械自身对产

品的定位所形成的，一直以来，小华机械始终将核心放在产品的

质量和技术工艺方面，他提到说有很多客户十多年前买东西小华

的设备与产品，至今仍然运转良好，质量非常过硬，这也从侧面

上海飓尔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飓尔于2003年开始涉足包装机械领域，其全自动粘箱机和

上料机为行业内首创并拥有专利。飓尔最初以外贸出口为主，

并逐步开发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上料机，边开发、边制造、边使

用、边改进，如今通过不懈努力，已将上料机发展为二大类

型五大系列数十种型号规格的优良成熟设备。可以为不同的厂

家、不同的设备、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规格量体裁衣式的配制

不同上料机，深受用户的欢迎。飓尔的上料机可适合不同厂家

生产的印刷机、模切机、糊箱机、钉箱机，已配套的设备中就

有许多著名纸箱设备生产企业的产品。

在此次瓦楞节现场，飓尔王经理表示，飓尔全自动上料

机具有高效稳定，省工省力的优势，目前飓尔仍在不断研发新

设备，由于研发团队皆为原电气集团高级工程师，所以研发能

力强，历年来飓尔秉持国家提倡的制造业创新升级的精神，不

断推出国内最新的创新机型，推动行业内的生产自动化，产品

技术新、质量好，远销美国、德国、乌克兰、越南、泰国、印

尼、印度、菲律宾、尼日利亚、土耳其、埃及、沙特、巴基斯

坦、俄罗斯、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外市场。

高效、省工、省力的飓尔全自动上料机、粘箱机在瓦楞节

上赢得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Exhibitor Interview

扫码获取更多日本霓达企业资讯

扫码获取更多小华企业资讯

扫码获取更多飓尔企业资讯



精彩活动回顾

2017包装用纸行情研讨暨上中下游产业链高峰论坛

参与人数：逾200人

面对疯涨的纸价对行业造成了

暴力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深陷其

中无法正常运营下去而破产或倒闭

等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国包联纸委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耀权、纸

张方面的资讯公司RISI、中国包联

纸委会专家团成员何健，以及原纸

贸易商、纸箱厂和终端用户，从多

个方面来谈谈目前纸价的现状、应

对之策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

2017数字印刷在瓦楞包装的应用技术高峰论坛

参与人数：逾200人

瓦楞纸包装市场是一个总价值约为30亿美元的市场，并保持两倍速度增长。商业印刷

企业正是看到了这种潜力，逐步向包装市场转型。传统的加工商也积极评估数字印刷技术，

从而为客户增加价值，降低成本，提高可持续性。本次论坛是对数字印刷在瓦楞包装行业应

用的深度扩展。

2017“当瓦楞纸箱遇上电商”高峰论坛

参与人数：逾150人
电商产业的快速兴起带动了国内包装产业的发展，瓦楞包装作为电商产

品外包装的主要形式，需求量与日俱增，在纸包装市场已占据较大份额。然

而，电商迅猛发展为瓦楞包装产业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

“2017当瓦楞纸箱遇上电商”高峰论坛将聚焦于电商包装产业链，上中下游

的企业将集聚一堂，共同探讨电商包装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与创新之

路。

《中国瓦楞行业报告

（2017基本信息版）》首发仪式

参与人数：逾850人
历时一年，百城调研——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采访与问卷统计等形式，调查中国纸包装行业160多个重点

地区，了解中国瓦楞纸箱包装行业真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中国瓦楞行业报告

（2017-2018行业信息版）》，为中国瓦楞纸箱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Wonderful Event Review



精彩活动回顾

纸箱设备、配件及耗材等采购培训会

参与人数：逾150人
针对纸箱厂目前在纸箱印刷及加工设备采购、纸箱设备配件及耗材采购等方面普遍遇

到的一系列问题，此次中国包联纸委会专家团将重磅出击，特开设“纸箱印刷及加工设备采

购培训会”、“纸箱设备配件及耗材采购培训会”等多场不同主题和内容的培训会，助大家

彻底解决企业发展、以及设备、配件和耗材等采购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瓦楞纸箱柔性版水墨印刷工艺规范化培训会

参与人数：逾150人

由于瓦楞纸板特殊的瓦楞型结构及纸板的制作厚度误差与弯翘，导致传统胶印、凹印

等印刷方式无法用于对瓦楞纸板的直接印刷。针对此情况，由中国包联纸委会专家团成员杜

建春领衔的包括印版制作、油墨、网纹辊、相关耗材、承印材料等多位专家现场举办“瓦楞

纸箱柔性版水墨印刷工艺规范化培训会”，帮助纸箱厂在瓦楞纸箱柔性版水墨印刷高速生产

中的印刷品质能稳定地达到客户要求。

纸箱企业经营管理培训会

参与人数：逾100人
不管我们以何种乐观的视角看待如今的中国纸箱包装企业，我们都不得不承

认，相较于欧美、日本等同行，中国的纸箱企业经营管理水准已到了亟需提升和

改进的阶段。中国包联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专家团专家、上海珅盟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咨询师曹翠双先生应邀出席，将结合自身17年企业管理及管

理咨询实战经历、13年纸板纸箱行业从业经历为我们揭开纸箱企业数据化管理、

应收款管理与风险控制的秘诀。

中国包联纸委会是中国包装联合会旗下纸制品包装专业委员会，自成立

以来在各个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工作。今年在展会现场召开了工作会议，携手

推动中国包装大发展。纸委会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继续贯彻落实工

信部、商务部《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包联

发布的《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文件精神，积极引导行业并购重组、企业

技术升级、走绿色包装、智能包装发展之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积

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号召，开展行业间的学习交流，为“一带一路”号

召，开展行业间的交流，学习海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拓展会员视野，

为会员提供生产、管理及专业咨询，行业未来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包联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

参与人数：逾150人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开幕晚宴

中国包联纸委会年会晚宴

“京山轻机”之夜

参与人数：逾1000人

Wonderful Event Review



现场精彩掠影

现场观众掠影

现场部分展位掠影

▲现场大厅观众

▲展会现场人气爆棚 ▲展会现场人气爆棚 ▲展会现场人气爆棚

▲广州科盛隆展位 ▲开拓科技展位

▲旭恒精工展位

▲联合包装网展位▲京山轻机展位

▲励展集团展位

▲观众报到处 ▲现场观众场登记处

Glimpse of Wonderful Scene



现场精彩掠影

精彩演艺掠影

▲深圳万德展位

▲信川机械展位 ▲广州台用展位

▲唐山佳捷展位

▲精彩歌曲秀

▲热辣舞蹈秀

▲科发&协鑫&佳艺展位

▲鑫镭鹏展位

▲永创智能展位

▲广州哲顺展位

▲异域风情热舞秀

▲吉祥物“楞楞”登场

▲上海蓝路展位

▲异域风情热舞秀

▲展会精彩一刻合影留念

Glimpse of Wonderful Scene



中国国际瓦楞节

美印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计划

2019期待与您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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