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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一庆典       
共享2019纸包装行业年度盛事

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 
由中国包联纸委会、湖北省包联、上海美印文化全新创办的“2017中国国际瓦楞

节”已圆满落幕。此次活动得到了包括中国包装联合会、各省市包装行业协会、供应

商合作伙伴、纸包装企业在内的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与肯定。在首届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以及众多业界人士的支持下，“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美印文化10周年盛典
2009年9月，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2019年美印文化迎来成立10

周年。10年发展，10年求索，10年创新，我们期待与业界朋友、合作伙伴们，欢聚

一堂，把酒言欢。一起见证美印的成长，见证行业的成长，一起展望行业的未来！

更多重磅活动
2019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           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堂揭幕

支持单位 支持媒体联合承办

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从《彩盒世界》杂志到彩盒行业联谊会、培训会以及彩盒微视界微信公众平台，美印

文化已深耕彩盒行业超过8年，向彩盒行业传递最及时的行业资讯与市场风向。为了

适应彩盒包装与纸箱包装相互渗透日益增强的市场新需求，推动中国彩盒加工设备制

造业的快速发展，于“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同期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应运而生。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用户委员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工程委员会

国际电子商务包装商会     

全国各地包装技术协会、联合会

中国纸包装     

纸箱世界      

包装经理人

纸箱微视界      

美印纸包装      

中国包联纸委会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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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瓦楞节 
中国国际彩盒节

50+ 
家包装协会

2
0

1
9

3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2,000+ 
台（套）设备采购需要

35,000+ 
名专业观众

350+ 
家参展商

50+ 
家印刷协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现场盛况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现场盛况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现场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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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楞节展品范围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大会”206家参展商中，超过20%展商现场有签订订单；

超过90%的展商会后1个月内有签订订单

纸板加工设备及零配件

瓦楞纸板生产线 薄刀纵切压痕机 瓦楞纸板输送带 横切机          堆码机 接纸机          制糊系统 瓦楞辊          其它

纸箱加工软件/自动化类

色彩管理系统 盒型设计软件 管理软件ERP 生产管理系统   其它

厂房配套设备类

整厂输送系统 整厂输送系统 废纸回收系统 加湿及恒温设备   污水及环境处理设备 其它

纸箱加工设备及零配件

压痕机 网纹辊 制版机 送纸系统 刀模切割机 喷胶系统 上料机

裱纸机 刮墨仓系统 捆扎 模切机 粘箱机 钉糊机配件 工业皮带

数码印刷机  送纸系统 盒型切割机 印刷开槽模切机 其它

纸板/纸箱加工相关耗材

横/纵切刀 胶垫 粘合剂 砂轮 添加剂 版材 油墨 油墨刮刀

扁丝 捆扎 模版 模切刀 打包带 太阳轮/送纸轮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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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盒节展品范围

印前设备类 

制版机 其它

印刷设备类

凹版印刷机 可变数据赋码平台系统 其它

软件、自动化类

盒型设计软件
ERP、生产管

理软件 
自动控制系统 其它

整厂输送系统

废物处理 污水处理
厂房加湿及恒

温设备
其它

服务类 

印版（制

版）
模具 培训等 二手机 设计公司 其它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模切机 烫金机 压痕机 涂布机 压纹机 喷胶系统 上料机

卷筒纸分切机 激光刀模切割机 热收缩包装机 模切清废机
全 自 动 天 地 盖 生

产线
钉糊机配件 工业皮带

全自动 /半自动皮

壳机
纸盒成型折入机 书型盒组装机 贴角机

全 自 动 胶 盒 沟 底

机

全 自 动 高 周 波 自

动转盘机

高 频 机 （ 高 周 波

机）

胶盒粘盒机 胶盒折盒机
圆 筒 粘 边 机 和 卷

边机
整平切片机 其它

纸张类

牛皮纸 白卡纸 淋膜牛皮纸 牛卡纸 双灰纸板 灰底白板纸 金银卡纸

珠光纸 充皮纸 触感纸 撒粉纸 花纹纸 装帧纸 植绒纸

彩色瓦楞坑纸 其它 

食品纸容器设备 

卷筒模切机 纸杯成型机 纸桶机 纸碗成型机 雪糕外套机 喷胶系统 上料机
立 体 纸 盒 成 型

机

螺 旋 平 行 纸 管

机
淋膜机

高 速 分 条 复 卷

机
冲切机 钉糊机配件 工业皮带 纸杯检测机 纸碟机

杯盖(套）机 贴面（标）机 蛋糕盒成型机
全 自 动 高 周 波

自动转盘机

高 频 机 （ 高 周

波机）

全/半自动蛋托/

果托生产线
卷筒纸袋机

全 自 动 平 张 纸

袋机

纸袋糊底机 手挽机 扁绳机 制筒机 打孔机 无纺布制袋机
无 纺 布 切 片 烫

把一体机
无纺布烫把机

无 纺 布 丝 网 印
刷机

挤 出 淋 膜 复 合
机

超声波花边机 其它

耗材及配件类

光油 数字喷墨耗材 UV固化系统 印刷辊
水 斗 液 （ 润 版

液）
橡皮布 墨辊清洗剂 PS版

树脂版 洗车水 油墨添加剂 调墨刀等 粘合剂 预涂膜 镭射膜 无胶膜

烫金材料 输纸飞达 喷胶系统
等 离 子 处 理 系

统
工业皮带 减速机 气泵 模切耗材等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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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名专业观众

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
堂揭幕

配合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堂揭

幕，组委会特别邀请纸包装行业顶级

大伽汇集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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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7

05

06

04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年度大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召开年度大会，纸委会邀请800+ 家会员（根据纸委会工作计划，2019会员发展目标为

800+ 家）企业参加大会

《中国纸包装优秀企业》现场首发并授牌

《中国纸包装优秀企业》现场首发并授牌，组委会特别邀

请中国各地 500+ 家优秀纸包装企业高管到场

 50+ 家包装协会    50+ 家印刷协会鼎
力支持

5 0 +  家包装协会、 5 0 +  家印刷协会力邀各地

3,000+ 大中型纸包装企业负责人参加行业年度盛

典

50+  名亚洲地区代理商参会

借势中国包联纸委会主任担任亚洲瓦楞纸箱协会

（ACCA）轮值主席，盛情邀请 50+ 名亚洲各地

代理商参会

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理人
俱乐部年度会议

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理人俱乐部召

开年度会议，全国纸包装行业 1,500+ 
名设备、配件、耗材采购负责人参会

2019年主办方将特别提供5,000+ 间酒店向以上专业观众免费赠送，预计比“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提供的酒店房间数量增长59%。

五星酒店助力展商邀请其核心客户

组委会特别提供不少于1,000 间五星酒店，免费

提供给展商邀请的1,000+ 家纸包装企业

预计比“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专业观众人

数增长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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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配 件 / 耗 材

采购负责人

其他联系人

生产负责人

设备采购

负责人

纸箱厂类别

彩盒厂类别

数据库中纸包装企业相关负责人数据比例

宣传推广渠道

35,000 家纸包装厂，其中：

彩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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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平面媒体

《纸箱世界》     《彩盒世界》     《包装经理人》  

《中国纸包装》 《陕西纸包装》  《成都纸包装》 

《湖南纸包装》 《重庆纸包装》  《天津纸包装》

《广东纸包装》 《福建纸包装》  《河南纸包装》

《纸箱世界》 《中国纸包装》报纸 各地纸包装报纸

微信新媒体

纸箱微视界   

美印纸包装  

纸委会官方微信

直邮

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

中国国际彩盒节

《展前快讯》（共6期）

短信/邮件

美印纸包装数据库短信群发

美印纸包装数据库邮件群发

纸箱厂

20,000

15,000

预登记观众覆盖

 一级纸箱厂（原纸、纸板、纸箱生产企业）

 二级纸箱厂（纸板、纸箱生产企业）

 三级纸箱厂（纸箱生产企业）

 折叠纸盒生产企业（药盒、化妆品盒、食品盒、电器纸盒等）

 硬盒生产企业（鞋盒、礼品盒、工艺品、茶叶盒、保健品盒等）

 塑胶盒生产企业（化妆品盒、酒盒、电子产品盒）

 烟标生产企业

 纸袋生产企业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地址 电话：：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8号8栋3层         Email:zbl-zwh@163.com         www.zbl-zwh.com021-61077509

中国纸包装
C H I N A P A P E R  P A C K A G I N G

主办单位：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05月20日出版    第八十八期（总第一百九十三期）（内部资料）

同心同德力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全国造纸与包装产业战略发展研讨会顺利召开 

乐清包装印刷协会“爱心，园梦”助学活动四月下旬举行

21家纸箱包装企业同台竞技，到底哪家最能钱？哪家“弱爆了”？

   （1版）

（3版）

（4版）

（6版）

（7版）

（8版）

三款小而精的印刷包装设备，专为纸箱包装定制而生

原纸暴涨之时，包装企业该如何寻求外援？

除了5大专业活动，“2017中国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还有这些high点！

4月28日，全国造纸与包装产业战略发展研讨会在

杭州召开。全国八大造纸企业和20余家包装重点骨干企

业，以及各地行业组织的领导参加。                                       

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国造纸研究院周在峰主任、中包

联参亊会庄英杰副主席对造纸行业与包装行业的形势分

析，两位行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剖析问题，思路清晰，

对两大行业融合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与会代表分别就当前形势下，如何开展行业自治，

上下游联动提出了建议。对话非常精彩，现场气氛活

跃。大家一致认为：造纸产业的健康发展，为纸包装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纸包装产业的稳健发展，

也推动和促进了造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纸与包装是

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两大产业。相互支撑，相互依

存，谁也少不了谁，是一对难舍难分的亲兄弟、好姐

妹，大家有责任去珍惜。

因此，一是要建立两大产业正常沟通交流平台，并

常态化；二是在经营理念上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强化行

业自律，充分考虑产业链上下游彼此利益，倡议原纸理

性定价，实现双赢；三是倡导产业链紧密合作，相互支

持，共同打造行业地位，努力实现造纸与包装强国梦。                 

中包联参亊会主席、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长

方吾校作了会议总结。他强调，一要以纸兴纸、以包强

包，形成共心共识共为。二要面向未来、同心同德开展

行业自治；三要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推动造纸与包装

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G20峰会场馆和五四

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同心同德力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全国造纸与包装产业战略发展研讨会顺利召开 

《中国瓦楞行业报告（2017-2018）》市场调查通知

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颁发的《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及中国包装联合会颁发的《中

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包联纸委会将通过近一年时间对中国纸箱行业进行市场调查，了解中国纸

箱包装行业的真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中国瓦楞行业报告（2017-2018）》，为中国纸箱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

考。为感谢您的配合，我们将在《中国瓦楞行业报告（2017-2018）》出版发行后赠送您一本，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2017年5月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地址 电话：：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8号8栋3层         Email:zbl-zwh@163.com         www.zbl-zwh.com021-61077509

中国纸包装
C H I N A P A P E R  P A C K A G I N G

主办单位：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06月20日出版    第八十九期（总第一百九十四期）（内部资料）

关于开展2016年度中国包装百强企业及中国纸包装50强企业、中国塑料包装30强企业、中国电商物流包装20强企业评选活动的通知

赴日学习创新管理理念，助力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日本八日行商务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会，15课时特效强心剂，助您勇攀瓦楞行业事业巅峰

   （1版）

（3版）

（5版）

（6版）

（7版）

（8版）

“美印纸箱行业采购平台”5月份采购信息统

你要这样了解油墨

 瓦楞大片征集令：您的实力需要被看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包装联合会（包协、

包装办），中国包联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展示我国包装行业整体实力，树立包装行业的企

业标杆，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国

包装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包联”）决定在全国包装

行业继续开展“中国包装百强企业”及“中国纸包装50

强企业”、“中国塑料包装30强企业”、“中国电商物

流包装20强企业”评选活动。 

为保证评选活动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此次活动本着企业自愿、求真务实、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进行。不收取参评费用。

二、申报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2016年营业收入应达到2亿元人民币以上。

3.申报的所有数据应均为包装行业数据。

4.集团企业应统一申报合并报表，由集团总部提

供，合并报表数据请剔除非包装部分。总部设在海外

（如香港等）的包装集团，请仅提供进入内地企业的合

并报表数据。

5.近两年来企业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受过行政

处罚。产品及其企业本身符合国家的产业、安全、卫

生、环保以及有关社会责任等法律法规规定。

三、考评依据

百强企业评选将以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及企业

竞争力作为考评依据。

评分标准公式：企业营业收入排名×0.5+企业利税

总额排名×0.35+企业竞争力排名×0.15=总分数（倒序

排列）

四、申报方式

“中国包装百强企业”及“中国纸包装50强企

业”、“中国塑料包装30强企业”、“中国电商物流包

装20强企业”评选工作采取各地方包装协会（联合会、

包装办）、各专业委员会推荐（如有特殊情况，企业可

直接申报）。如需申报多个奖项，需分别填报申请表。

各地方包协（包装联合会、包装办）及中国包联各

专业委员会推荐的企业应在申报材料“推荐单位”一栏

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中国包装联合会（一式

两份）。

五、申报办法

申报企业应登录中国包装联合会官网，进入百强

企业评比申报系统（中国包联官网-专项工作-百强评

比），按要求注册-登录-填写申报表，申报表填写完成

检查无误后，下载并打印申报材料，盖章后报送。

六、时间安排

2017年8月20日前，参评企业完成中国包联官网百

强企业申报系统中的网上申报工作。

2017年8月31日前，参评企业将纸质申报材料邮寄

到中国包联。

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专家评审工作。

2017年10月30日前，公示评选结果。

2017年11月，发布2016“中国包装百强企业”

及“中国纸包装50强企业”、“中国塑料包装30强企

业”、“中国电商物流包装20强企业”名单，并颁发证

牌。

七、联系方式

中国包装联合会网络信息部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中服大厦 10 层

1022 室     

联系人 ： 董威

电   话 ： 010-65838787  13611068660

邮   箱 ： cpfdongwei@163.com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2017年6月20日

关于开展2016年度中国包装百强企业
及中国纸包装50强企业、中国塑料包装30强企业、

中国电商物流包装20强企业评选活动的通知

《中国瓦楞行业报告（2017-2018）》市场调查通知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颁发的《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及中国包装联合会颁发的

《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在听取了国内绝大部分业内企业想详细了解中国瓦楞纸箱行业发展现状

及未来趋势方向等问题，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决定集全行业之力，对全国范围内瓦楞纸箱行业发展较为密集

的近200个地区中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进行调查与研究。 

通过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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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瓦

楞纸箱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此次调查时间截止至2017年8月15日，并将于2017年11月28-30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的“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期间震撼发布最终报告。为感谢您对此次调查的全力配合，我们将在《中国瓦楞行业报告

（2017-2018）》出版发行后免费赠送您一本，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2017年6月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地址 电话：：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8号8栋3层         Email:zbl-zwh@163.com         www.zbl-zwh.com021-6107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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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比天气还火热的“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会”圆满落下帷幕！ 

会员风采，质监之窗

全球不断变化的OCC市场，会给中国的瓦楞纸箱制造业带来什么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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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设备采购提示

包装企业如何向管理要效益？——探访合兴实业工厂精细化管理体系

纸包装行业50强共赴武汉，相聚“2017中国瓦楞节”！

导语：7月21日-22日，“中国包联纸委会2017纸包装

行业销售精英（上海）培训会”在维也纳国际酒店成功举

办！名师执讲、高管齐聚，15小时高强度“销售精英培训”

为2017年下半年的企业营销工作注入一股强劲动力！

(“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上海）培训会”如火如荼进行中)

“中国包联纸委会2017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上

海）培训会”由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主

办、上海坤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上海美印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本活动一经发布，便吸引了纸包

装行业各地优秀企业——上海界龙、台州森林、江西众

品鑫、平湖景兴、上海永盛、浙江大胜达、龙利得包

装、慈溪福山、浙江上峰、达成包装等企业近百位高管

前来报名参与。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培训再现企业组团

奇观——江苏利民集团以周冬冬和姜德文总经理为首的

9人大团；宝艺新材料营销总监蒋建芳率7人大团参加培

训……更有企业二次报名参会——河南中智包装的陈经

理表示：1月份的“销售精英培训”获得公司销售总监等

人的高度认可，本次特派遣4位销售精英前来参加7月份

的培训。

培训会伊始，中国包联纸委会副秘书长、上海美印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黄明东先生致辞，他强调，

作为中国包联纸委会为委员提供的服务之一——“2017

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会”旨在帮助纸包装企业培养

销售人才，助力销售团队能力提升。

随后，“中国包联纸员会”专家团专家、上海坤盟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咨询师曹翠双先生

上台，开始了其精彩的培训课程！如何掌握销售的职业

特点、培养正确认知、有效开展销售工作？如何拥有优

良的销售特质、最大化提升销售能力？如何从普通销售

员工成长为优秀销售主管？如何进行有效的销售管理？

如何制定、执行销售规划及目标……曹翠双老师将丰富

系统的销售理论知识结合自身13年纸板纸箱行业的销售

管理从业经历、生动有趣的小故事、简明的图表进行阐

释和解析，形象深刻，深入人心！ 

（曹老师激情讲课中）

实战 实用 实效

曹老师的培训备受学员好评

江苏利民集团9人团代表

镇江分公司总经理：周冬冬（先生）

我集团的董事长是营销出身，同时纸板产品又有以

销定产的特点，因此，我集团特别重视员工的销售能力

培养！这次培训，我集团镇江、盐城、扬州、宿迁的4家

分厂皆派遣总经理及销售副总参加！在之前，我有参加

过销售培训，但它们是不分行业的笼统销售培训，因为

没有“行业专属性”，所以运用到实践中去还是有一定

的困难！这是我第一次听曹老师的讲课，他有十余年的

行业工作经验，本次的培训内容切切实实就是我们所遇

到的销售难题，所以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十分具有“可操

作性”，能让我们尽快地“学以致用”。对于我来讲，

除了销售培训，我还希望中国包联纸委会后期也能组织

关于采购、内部管理等相关的课程培训。

（江苏利民集团9名学员与曹老师合影）

宝艺新材料7人团代表

营销总监：蒋建芳（女士）

我公司是跨领域向“礼品包装、纸板、纸箱”行业

发展的，公司高层对于纸包装行业及销售知识的培训都

十分重视。在“2017中国国际瓦楞展”上，我听了曹老

师关于“应收账款”的讲课，深有触动。这次正值曹老

师主讲“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我便毫不迟疑的

与另外6位同事一齐报名参加。宝艺新材料的发展迅速

在业界有目共睹。今年，公司将步入3周年，但是在去

年，我们就已经上市了新三板（宝艺股份，股票代码：

836625）。就目前来说，我非常关注如何在保证产品高

质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提升价格。在未来，我期待

中国包联纸委会能够推出更多的有益培训，如：行业发

展风向标解析、企业生产管理等。

（宝艺新材料7名学员与曹老师合影）

河南中智包装4人团代表

业务经理：陈鹏飞（先生）

这是我们公司第二次派人参加曹老师关于“纸包装

行业销售精英培训”的课程。他所描述的问题非常契合

实际，有些就是我实实在在经历过却苦于找不到应对策

略的问题。纸包装行业一向不太重视培训，但是对于我

们很多人来说，虽然我们已经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了

好多年，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相应的理论知识系统培训和

指导的。这次的培训对我而言非常的具有价值，曹老师

的讲课不仅具有针对性，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也非常具有

实操性。如果有机会，我还会考虑再次参加此类型的高

质量培训课程的。

一场比天气还火热的“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会”
圆满落下帷幕！

（下转第二版）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地址 电话：：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8号8栋3层         Email:zbl-zwh@163.com         www.zbl-zwh.com021-61077509

中国纸包装
C H I N A P A P E R  P A C K A G I N G

主办单位：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08月20日出版    第九十一期（总第一百九十六期）（内部资料）

2017年6月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经济运行简报

王跃中参加纸箱彩盒行业培训活动,出席部分地方包协秘书长座谈会和纸委会办公议  

纸包装行业销售精英培训会，15课时特效强心剂——助您勇攀瓦楞行业事业巅峰

   （1版）

（2版）

（3版）

（4版）

（5版）

（7版）

平压平模切设备采购提示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直通车

联合包装网诚邀行业精英加入！——寻求合伙人&销售总经理&销售总监

一、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景气指数

2017年6月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景气指数为

94.67，较5月回升1.43个点。进入2017年，指数由蓝

色渐冷区间步入稳定区间运行（见图1）。

图 1   2016-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

景气指数走势

二、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2017年1～6月，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723.35亿元，同比增

长14.41%（见图2）。

图 2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月度主营业务收入

及同比

三、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情况

1月-6月, 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累计实现利润95.97亿元，同比增长14.08%。 

1月-6月, 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累计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率为5.57%，同比增长-0.02%。

1月-6月，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累计亏损面

为11.92%，同比增长-2.22%。亏损企业亏损额3.99亿

元，同比增长-4.90%。产成品库存65.89亿元，同比增

长4.50%。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

标情况见表1。

表1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情况

（%）

指标名称
2017 年

2016 年
1-5 月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12.96 14.41 4.94

利润总额增速 15.22 14.08 1.11

利润率 5.66 5.57 5.72

企业亏损面 12.51 11.92 11.36

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速 -2.32 -4.9 -11.98

产成品库存增速 4.61 4.5 3.19

四、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情况

6月份，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完成出口交货值9.7亿元，同比增长6.06%。较5月份回

升10.35个百分点（见图3）。1月-6月，完成出口交货

值48.24亿元，同比增长4.06%。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

造行业连续三年月度出口交货值对比见图4。

图 3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

月度出口交货值及同比

图 4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

连续三年月度出口交货值对比

五、出口情况

2017年6月份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出口额4.03

亿美元，同比增长14.3%（见图5）。2017年1月-6

月，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21.00亿

美元，同比增长16.07%。（见图6）。

图 5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月度出口额及同比

图 6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

连续三年月度出口额对比

六、进口情况

2017年6月份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完成进口额

1378.89万美元，同比增长-8.02%（见图7）。2017

年1月-6月，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累计完成进口额

7,391.25万美元，同比增长0.30%（见图8）。

图 7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月度进口额及同比

图 8  2017 年全国纸和纸板制容器行业

连续三年月度进口额对比

2017年6月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经济运行简报

来源：中国包装联合会

重庆市包装协会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8号世纪英皇南塔22-10                      电话：023-63514005                         网址：http://www.cqbzxh.com

主办单位：重庆市包装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11月20日出版    第一期（总第一期）（内部资料）

重庆纸包装
CHONGQING   PAPER   PACKAGING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的通知

瓦线、印刷设备采购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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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压平模切机设备采购提示

美印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美印-中国纸包装行业
协会”媒体联盟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
瓦楞节”的通知

为提升协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加强各地包装企业与协会的凝聚力，以便更

好地发挥协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职能作用，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先

进技术与创新管理等前沿资讯等，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旗下的《纸箱

世界》、《彩盒世界》特与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等全国20余家知名

的包装行业协会（名单附后）携手，于2018年合作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

美印文化将协助合作协会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报纸内容将涵盖协会新

闻、协会工作会议、协会活动通知、协会会员推介、协会人物专访、行业新闻、

行业先进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和管理理念，以及纸包装行业优秀供应商品牌墙

等。

媒体联盟重点22家协会名单
协会名称 合作刊物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中国纸包装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上海纸包装

重庆市包装协会 重庆纸包装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纸包装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湖南纸包装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山东纸包装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陕西纸包装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东北纸包装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福建纸包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广东纸包装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湖北纸包装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江西纸包装

新疆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纸包装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纸包装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贵州纸包装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成都纸包装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纸包装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温州纸包装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宁波纸包装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台州纸包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麓苑路38-8号B401               电话：020-83592255              网址：www.gdpack.cn                    E-mail：gd_pack@126.com

主办单位：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11月20日出版    第一期（总第一期）（内部资料）

广东纸包装
GUANGDONG   PAPER   PACKAGING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的通知

瓦线、印刷设备采购提示

   （1版）

（2版）

（3版）

（4版）

平压平模切机设备采购提示

美印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美印-中国纸包装行业
协会”媒体联盟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
瓦楞节”的通知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包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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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11 月

28-30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为了帮助我省纸包装会员企业了解行业最新产品、技术及发展趋势，共同探讨行

业纸价暴涨、环保趋严、成本管理等热点话题及相应解决方案，洞悉“一带一路”战

略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将组织我省纸包装企业前往“2017中国

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进行参观学习。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规模十分大，展示面积达

22,000㎡，届时将有 250多家供应商亲临现场。产品集中展示瓦楞纸板生产线、印刷开

槽机、数码印刷、印刷联动线、模切机、粘箱机、打包机、钉箱机、环保设备、其它设

备、配件及耗材等。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展会期间节目纷呈。如：行

业年度采购双十一盛典、中国包联纸委会委员年度大会、产业评优评先、中国纸包装 50

强颁奖盛典、《中国瓦楞行业报告》首发、千人开幕晚宴、创新纸包装展示、主题高峰

论坛、中国包联纸委会专家现场咨询会、设备采购培训会、配件及耗材采购培训会、瓦

楞大片视听中心、纸包装企业参观、瓦楞时装秀等。 

根据“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组委会安排，凡通过广

东省包装技术协会组团参观的纸包装企业皆可免费享受 2 晚武汉四星级以上酒店住宿

及领取《中国瓦楞行业报告》等多重高品质参会服务！ 

请各企业尽快确定参观人员，填写报名表，并于 11月 10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

件反馈。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 

 
附表一：报名回执表 

    

为提升协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加强各地包装企业与协会的凝聚力，以便更

好地发挥协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职能作用，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先

进技术与创新管理等前沿资讯等，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旗下的《纸箱

世界》、《彩盒世界》特与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等全国20余家知名

的包装行业协会（名单附后）携手，于2018年合作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

美印文化将协助合作协会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报纸内容将涵盖协会新

闻、协会工作会议、协会活动通知、协会会员推介、协会人物专访、行业新闻、

行业先进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和管理理念，以及纸包装行业优秀供应商品牌墙

等。

媒体联盟重点22家协会名单

协会名称 合作刊物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中国纸包装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上海纸包装

重庆市包装协会 重庆纸包装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纸包装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湖南纸包装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山东纸包装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陕西纸包装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东北纸包装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福建纸包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广东纸包装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湖北纸包装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江西纸包装

新疆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纸包装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纸包装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贵州纸包装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成都纸包装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纸包装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温州纸包装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宁波纸包装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台州纸包装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工业园区兴科南路3号          电话：028-86633598          网址：www.bz028.com        E-mail：cbx86633598@qq.com

主办单位：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11月20日出版    第一期（总第一期）（内部资料）

成都纸包装
CHENGDU   PAPER   PACKAGING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的通知

瓦线、印刷设备采购提示

   （1版）

（2版）

（3版）

（4版）

平压平模切机设备采购提示

美印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美印-中国纸包装行业
协会”媒体联盟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
瓦楞节”的通知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文件 
成包协（2017）18号 

                                                                              
 

关于组团参观“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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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11月 28-30

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活动是对以往业界活动（联谊会、培训会、展会

等）的传承、融合及创新！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十余场同期活动精彩纷呈，如：

行业年度采购双十一盛典、中国包联纸委会委员年度大会、产业评优评先、中国纸包装

50强颁奖盛典、《中国瓦楞行业报告》首发、千人开幕晚宴、创新纸包装展示、主题高

峰论坛、中国包联纸委会专家现场咨询会、设备采购培训会、配件及耗材采购培训会、

瓦楞大片视听中心、纸包装企业参观、瓦楞时装秀等备受关注！多样化新主题、新内容、

新形式、新服务将缤纷呈现，致力于打造贯穿瓦楞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交流与合作

盛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展示面积达 22,000 ㎡，届时将有

250+家供应商代表集中展示瓦楞纸板生产线、印刷开槽机、数码印刷、印刷联动线、模切

机、粘箱机、打包机、钉箱机、环保设备、其它设备、配件及耗材等。同时，15,000＋名

专业观众、100＋家品牌终端用户代表将汇聚一堂，共同缔造瓦楞行业“双十一”盛典！ 
 
为了帮助纸包装会员企业了解行业最新产品、技术及发展趋势，共同探讨行业纸价暴涨、

环保趋严、成本管理等热点话题及相应解决方案，洞悉“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产业发

展机遇，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拟组织我市纸包装企业前往“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

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进行参观学习。 

根据“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美印纸箱彩盒行业采购大会”组委会安排，凡通过我

协会组团参观的纸包装企业皆可免费享受 3晚武汉四星级以上酒店住宿及领取《中国瓦

楞行业报告》等多重高品质参会服务！ 

请各企业尽快确定参观人员，填写报名表，并于 11月 10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反馈到协会

邮箱 cbx86633598@qq.com。 

 

联 系 人：张贤漆(电话) 13008116243  杨秀清(电话)13628038882 

联系邮箱：cbx86633598@qq.com 

 

2017年 9月 27日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为提升协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加强各地包装企业与协会的凝聚力，以便更

好地发挥协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职能作用，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先

进技术与创新管理等前沿资讯等，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旗下的《纸箱

世界》、《彩盒世界》特与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等全国20余家知名

的包装行业协会（名单附后）携手，于2018年合作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

美印文化将协助合作协会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报纸内容将涵盖协会新

闻、协会工作会议、协会活动通知、协会会员推介、协会人物专访、行业新闻、

行业先进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和管理理念，以及纸包装行业优秀供应商品牌墙

等。

媒体联盟重点22家协会名单

协会名称 合作刊物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中国纸包装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上海纸包装

重庆市包装协会 重庆纸包装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纸包装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湖南纸包装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山东纸包装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陕西纸包装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东北纸包装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福建纸包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广东纸包装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湖北纸包装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江西纸包装

新疆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纸包装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纸包装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贵州纸包装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成都纸包装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纸包装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温州纸包装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宁波纸包装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台州纸包装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横路3号                           电话：027-83826755                               网址：www.hubeipack.com

主办单位：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承办单位：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纸箱世界》    2017年11月20日出版    第一期（总第一期）（内部资料）

湖北纸包装
HUBEI   PAPER   PACKAGING

“美印-中国纸包装行业协会”媒体联盟

瓦线、印刷设备采购提示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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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压平模切机设备采购提示

美印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美印-中国纸包装行业
协会”媒体联盟

为提升协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加强各地包装企业与协会的凝聚力，以便更

好地发挥协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职能作用，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先

进技术与创新管理等前沿资讯等，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旗下的《纸箱

世界》、《彩盒世界》特与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等全国20余家知名

的包装行业协会（名单附后）携手，于2018年合作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

美印文化将协助合作协会出版《省市纸包装》报纸，报纸内容将涵盖协会新

闻、协会工作会议、协会活动通知、协会会员推介、协会人物专访、行业新闻、

行业先进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和管理理念，以及纸包装行业优秀供应商品牌墙

等。

媒体联盟重点22家协会名单
协会名称 合作刊物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中国纸包装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上海纸包装

重庆市包装协会 重庆纸包装

天津市包装技术协会 天津纸包装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湖南纸包装

山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山东纸包装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陕西纸包装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东北纸包装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福建纸包装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广东纸包装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湖北纸包装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江西纸包装

新疆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纸包装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纸包装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贵州纸包装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成都纸包装

南京市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纸包装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温州纸包装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宁波纸包装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台州纸包装



中国国际瓦楞节
CHINA
FOLDING CARTON 
FESTIVAL中国国际彩盒节

众多知名供应商已与中国包联纸委会、美印文化达成战略合作，加入“中国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并将陆续入驻“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品牌展商

1-瓦线设备及配套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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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名供应商已与中国包联纸委会、美印文化达成战略合作，加入“中国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并将陆续入驻“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品牌展商

2-纸箱印刷设备及配套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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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名供应商已与中国包联纸委会、美印文化达成战略合作，加入“中国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并将陆续入驻“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品牌展商

3-印后设备及配套

4-其他设备及配套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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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名供应商已与中国包联纸委会、美印文化达成战略合作，加入“中国纸包装行业供应商品牌战略计划”，

并将陆续入驻“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品牌展商

5-其他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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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一览

......

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堂揭幕典礼

“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
国国际彩盒节”千人开幕晚宴

《中国优秀纸包装企业 》现场发布
及企业授牌

纸包装行业高峰主题论坛

《中国瓦楞行业报告（运营成本数据
版）》现场发布

中国包联纸委会专家现场咨询会

美印文化成立10周年盛典

纸包装行业设备采购培训会

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理人
俱乐部年度会议

纸包装行业配件及耗材采购培训会

亚洲瓦楞纸箱联合协会（ACCA）
年度高峰论坛

纸包装行业互动交流联谊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精彩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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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瓦楞行业报告（运营成本数据版）》发
布
“2017年中国国际瓦楞节”首发的《中国瓦楞行业报告（基本

信息版）》，获得行业一致好评，2019年中包联纸委会继续走

访调研纸包装企业，编撰《中国瓦楞行业报告（运营成本数据

版）》，为会员乃至整个行业的成本管控提供借鉴及参考。

《中国优秀纸包装企业 》现场发布授牌
在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用

户委员会大力支持下，上海美印文化历时一年编撰的《中国优

秀纸包装企业》一书，汇聚华东、华南、华北、中西部300+ 

中国优秀纸包装企业，将于“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

中国国际彩盒节”现场发布，并颁发奖牌。届时将有300+ 中

国优秀纸包装企业负责人悉数到场。

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
人堂揭幕典礼
中 国 包 联 纸 委 会 携 手 美 印 文

化，自2018年设立中国纸包装

行业名人堂，旨在表彰有着卓

越成就的纸包装人，树立优秀

企业家典范，传承纸包装行业

工匠精神。中国纸包装行业名

人堂的愿景是打造纸包装人的

最高荣誉殿堂，树立行业典范，

引领行业发展。“2019中国国际

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将重磅推出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

堂揭幕典礼。

亚洲瓦楞纸箱联合协会（ACCA）年度高
峰论坛
亚洲瓦楞纸箱协会（ACCA）致力于促进瓦楞纸箱行业的

信息交流、国际合作、市场国际化标准以及与国际瓦楞纸

箱组织保持紧密联系，是亚洲最具规模的瓦楞纸箱协会组

织。“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期

间，来自亚洲瓦楞纸箱协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等领军企业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亚洲瓦楞纸箱行业

发展现状与方向，及行业未来热点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
理人俱乐部年度大会

由中国包联纸委会携手美印文

化共同建立，针对中国纸包

装企业采购负责人，集资讯

分享、专业培训、提高采

购技能与采购效率、降低

采购成本于一体的线上线

下一体化平台，旨在提升

行业竞争力、推动行业快

速发展。“2019中国国际

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

彩盒节”同期举办中国纸包

装行业采购经理人俱乐部年度

大会。

纸包装行业高峰主题论坛
利用包括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

员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用户委员会等官方协会资源，

以及美印文化专家团队资源，遴选行业关注热门话题、进

行前瞻性的高端对话。

纸包装行业设备采购培训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专家进行多场次设备、

配件及耗材培训。提高纸包装企业在设备采购、管理方面

水平。

美印文化10周年盛典
2009年9月，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2019

年美印文化迎来成立10周年。10年发展，10年求索，10年创

新，我们期待与业界朋友、合作伙伴们，欢聚一堂，把酒言

欢。一起见证美印的成长，见证行业的成长，一起展望行业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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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协会名单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
部分协会组团掠影

行业协会分布图

“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得到了全国50+ 包装协

会、50+ 印刷协会的大力支持。

50+ 家包装协会   
50+ 家印刷协会   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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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包协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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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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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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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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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协会参加“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后的心声，并纷纷表示将继续组团参加“2019中国国际瓦楞节”“2019中国国际彩盒节”

作为“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承办方之一和

东道主，我们感谢所有来湖北武汉参加展会

的领导、专家、参展商和观众们。“2017中

国国际瓦楞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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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7,我们学习借

鉴各同仁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开拓创

新，让我们在各同仁共同努力和携手奋进下

再次相聚2019！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盛岩松

50+ 包装协会 50+ 印刷协会  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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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包协会

员企业们非常期待2019的瓦楞节/彩盒节，

同时也会积极组团参观。

重庆市包装协会 秘书长 邹 琼

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各承办单位组织本次展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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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协会共有

50余家企业单位将前来观展，会员单位均

表示希望在展会上学习到更多新的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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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瓦楞节的到

来！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朱智伟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纸包装行业的大

型年度盛会，不管是展商们设备与技术的展

示，还是行业各方热点话题的探讨，企业的

参观、学习、交流，以及对会员企业周到细

致的服务，它的首秀凝聚了主办方的心血和

各方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2017中国国际

瓦楞节”让人耳目一新，也让我们对2019

年的瓦楞节有了更高的期待！让我们凝心聚

力，共创辉煌！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文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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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下届“中国国

际瓦楞节”的举办！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王鹏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取得巨大成功，可喜

可贺！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今后将继续予以

“中国国际瓦楞节”大力支持！我们将积极

配合主办方，组团参观2019年的瓦楞节！

吉林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杨志刚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让我们协会会员企

业了解了最新的业界信息和技术成果，交流

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参观同行业的优秀企

业。我谨代表江西包协预祝2019年瓦楞节顺

利召开！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徐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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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踊跃参加！在此，我谨代表陕西省包装

技术协会预祝2019年瓦楞节顺利召开！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徐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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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楞节的邀请！“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是

让新疆30余家参展企业大开眼界，学到新的

技术和理念，明确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的重

要平台，我协会将积极组织参与2019年瓦楞

节！希望瓦楞节越办越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 林
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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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协会心声

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各承办单位，因

为“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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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将积极组团参观下届中国国际瓦

楞节，希望展会以后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南京包装行业协会 秘书长 田社荣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能让会员单位学习

到很多行业前沿技术，了解行业最新设备，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数据参考。我们希望能

继续参加2019年瓦楞节，也希望瓦楞节越来

越好！

青岛市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梁宏

作为行业大型年度盛会“2017中国国际瓦楞

节”，展商们的设备与技术的展示，行业热

点话题的探讨，让我们会员单位学习很多，

了解很多，期待“中国国际瓦楞节”顺利举

办！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秘书长 林淑玲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是纸箱厂采购优质设

备，提高管理水平，扩宽业务领域的理想平

台。希望下届“中国国际瓦楞节”也能让客

户收获满满，不断壮大。

天津包协纸委会 秘书长 赵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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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次我们能看到更精彩的展会。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 会长 周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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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包装技术协会 副秘书长 孙 涵

我能参加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感到十分荣

幸。对于协会及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感到

很欣慰。多年来，我们不仅看到了瓦楞市场

走向成熟，还见证了瓦楞经济跨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我们深信“2019中国国际瓦楞

节”会越办越好！

常州市包装行业协会 会长 王学康

在如今印刷包装市场形势严峻的环境下，无

论瓦楞行业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我都坚

信，我们会携手并进，共创“中国国际瓦

楞”行业的美好未来！

威海市印刷协会  会长  谷源升

这是属于所有瓦楞人盛大的节日！在这个重

要的时刻，我衷心祝愿瓦楞市场经济继往开

来，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繁荣瓦楞！祝

“中国国际瓦楞节”越办越好。

温州苍南县纸箱包装行业协会 会长 余作飞

2017年“中国国际瓦楞节”是一次瓦楞行业

的盛会，“传承业界经典，融合资源优势，

专业联袂创新，实业演绎超越”是此次瓦楞

节的口号，也是我们瓦楞行业一致努力为之

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国际瓦楞节”越

来越好！

泸州酒类包装研究协会 秘书长 杨幼平

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瓦楞节的各承办单位，

“2017中国国际瓦楞节”提供给我们很好的

学习机会，也将为我们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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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中国国际瓦楞节”越办越大，越办越

好。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副秘书长 厉邦建



中国国际瓦楞节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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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vs 2017 展会数据 注 对比

                                                 时间

    内容
2019 2017

主题
中国国际瓦楞节  
中国国际彩盒节 

美印文化10周年盛典
中国国际瓦楞节 

展示面积（平方米） 30,000+ 20,186

展商数量（家） 350+ 206

专业观众（名） 35,000+ 15,139

包装行业协会（家） 50+包装协会 50+印刷协会 41家包装协会

设备采购需要（台/套） 2,000+ 1,125

预登记观众覆盖
20,000家纸箱厂 
15,000家彩盒厂

15,000家纸箱厂

邀约方式

组委会邀请中国纸包装行业顶级大咖参加同期举办的首届行业名
人堂揭幕式

组委会邀请500+家优秀企业高管参加同期举办的《中国优秀纸包
装企业》授牌式

中国包联纸委会邀请800+家会员参加同期举办的纸委会年会
中国包联纸委会邀请300家会员参加同期
举办的纸委会年会

组委会邀请1500+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理人俱乐部成员参加年
度采购大会

借势中国包联纸委会主任担任亚洲瓦楞纸箱协会（ACCA)轮值主
席，邀请50+名亚洲各地代理商参会

展商邀请其重点/潜在客户参观

市场推广渠道
 

平面媒体：
《纸箱世界》    《彩盒世界》     《包装经理人》 《中国纸包装》 
《陕西纸包装》 《成都纸包装》 《湖南纸包装》 《重庆纸包装》 
《天津纸包装》 《广东纸包装》 《福建纸包装》 《河南纸包装》

平面媒体：
《纸箱世界》 《中国纸包装》
《彩盒世界》 《包装经理人》

微信新媒体：
纸箱微视界  美印纸包装   纸委会官方微信   

微信新媒体：
纸箱微视界  彩盒微视界 纸委会官方微信

直邮：《展前快讯》 直邮：《展前快讯》

群发：短信  邮件 群发：短信  邮件

赠送酒店房间量（间） 5,000+ 3,150

同期重要活动

 美印文化成立10周年盛典

首届中国纸包装行业名人堂揭幕典礼

《中国优秀纸包装企业》首发及优秀企业授牌

中国纸包装行业采购经理人俱乐部年度会议

亚洲瓦楞纸箱联合协会（ACCA）年度高峰论坛

中国包联纸委会年度会员大会 中国包联纸委会年度会员大会

注：2019年为组委会预估数据，2017年为实际数据。



8月28日-30日   中国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国际瓦楞节 / 中国国际彩盒节
美印文化10周年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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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费用

光地展位（≥36m2) 价格

标摊展位（18 m2/个) 价格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

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吴云波（先生）

手机：13501759360

电话：021-61077561传真：021-61077526

邮箱：frankwu@msuccessgroup.com

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许灵峰（先生）

手机：18516095023

电话：021-61077562

传真：021-61077526

邮箱：xulingfeng@msuccessgroup.com

上海美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高海峰（先生）

手机：13918738628

电话：021-61077510

传真：021-61077526

邮箱：hifigao@msuccessgroup.com

联系我们

 1250RMB/m2   

说明：本次展会主办方将针对光地展商特别赠送展出设备进出展馆的吊装费用。 

 

 26,500RMB/个 

说明：标摊价格中含价值5,000元的标摊改建方案，包括挑高3.5米个性化门楣、多幅

宣传海报制作、多套接待&洽谈家具组合等（方案更详细配置请咨询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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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址：www. corrugated-festival.com

中国国际瓦楞节

CHINA
FOLDING CARTON 
FESTIVAL中国国际彩盒节

关注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