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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的展览会企业集团，在30

多个国家运行500多场展会活动。

汽车制造

电子制造与装配

礼品与家居

零售

医疗、医药与健康

印刷包装

智能制造与物流

金属加工与工业材料

餐饮与娱乐

花卉与园艺

机场基建

地产与旅游



医疗、医药与健康 —— 38个展会

励展博览集团——专业展览及会议主办方

电子制造与装配 —— 12个展会

旅游与地产——4个展会

金属加工与工业材料——4个展会 能源、石油与天然气汽车制造

花卉和园艺 娱乐和潮流文化

礼品与家居——9个展会

印刷包装——7个展会



构建完整
全球包装事业群

深耕行业3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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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行业, 不仅仅是专业的展览主办方
我们是集展览、会议、媒体、赛事、线上营销活动

等专业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包装商贸采购与交流平台会议
PACKCON 黑科技发布会
2023.4.6-8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PACKCON同期

IPIF 国际包装创新大会
2023.8 | 上海

赛事
奖项

PACKCON STAR AWARDS
2023.4.6-8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PACKCON同期

“蓝星计划”可持续发展包装大赛
2023.8 | 上海 | IPIF同期

商贸
配对

“金桥梁”采配对接馆&社群
线上·全年 | 线下·与PACKCON展同期

定制
配对

PACKCON 创新营闭门会
线上或线下·全年

PACKCON 中国包装容器展
2023.4.6-8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FOOD PACK & TECH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技术展
2023.4.6-8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览

营销
获客

PACKCON包装黄页
线上·全年



食品包装容器
加工设备技术展

WEPACK世界包装工业博览会 旗下展会

与 PACKCON中国包装容器展同期举办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技术展

展会是国内少有的专业聚焦于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技术领域的贸易展会，涵盖食品

包装容器的制造、加工、成型、检测等全过程，是一站式展示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

与技术的领先商贸平台。

此次展会作为WEPACK世界包装工业博览会的系列展之一，立足上海，接轨全球。秉

承主办方在包装行业深耕20年所积累的覆盖全包装产业链的近百万条优质买家数据，

及包装行业内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将邀请到20,000余名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

供应商以及品牌终端的研发、技术、采购决策者到场，使参展企业直面海量需求买家

的同时，拓展服务于食品工业类品牌的新客户群体。

精准对接食品包
装和容器的成品制

造企业

开拓想要进入食品
包装制造领域的新

玩家

向食品和餐饮行业
的终端客户展示新
包装、材料和容器

解决方案

收集材料和设备发
展新需求，为未来
开发新品指明方向

升
级

餐饮食品包装供应链展区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技术展

连续 四年 展区呈现

260+ 优质展商

37,800+ 位专业观众

◼ 辐射更广的市场宣传
◼ 立项成展获得集团资源倾斜
◼ 展期活动展现更多趋势和商机
◼ 布局更为成熟和完整的食品包装加工产业

链

（展区）

（展会）



展期：2023年4月6-8日

展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面积：2,000㎡

展商数量：200 家

买家数量：30,000人

六大展品类别

纸杯/桶成型机
纸吸管成型机
纸杯盖成型机
纸袋成型设备(卷筒、单张)
纸刀叉勺成型机
高速纸杯检测设备
立体餐盒成型机
卷筒模切/冲切机
食品纸容器淋膜机
气刀式涂布设备
食品容器卷筒柔印机
食品纸容器打包设备
其他食品纸容器制造设备

可食品接触级胶粘剂
可食品接触级油墨
可食品接触级防油防水剂
可食品接触级蜡
可食品接触级助剂
可食品接触级纸张
可食品接触级高阻隔薄膜
可食品接触级色母粒
其他可食品接触级包装材料

★ 纸浆模塑制浆系统
全自动/半自动纸浆模塑成型设备
在线纸浆模塑检测设备
纸塑覆膜设备
纸塑喷涂设备
纸塑印刷设备
其他纸浆模塑制造设备

正负压多工位塑料热成型机
薄壁注塑机
膜内贴标注塑机
无纺布立体袋成型设备
塑料片材生产线等
其他食品塑料容器制造设备

食品纸容器制造设备 食品纸浆模塑制造设备

食品塑料容器制造设备

食品级可接触包装材料

食品包装容器成品

其他食品容器制造设备

纸质包装
降解塑料包装
植物纤维模塑包装
铝箔包装



百亿规模食品包装容器加工产业集群分布

温州

杭州

包装机械(以食品饮料、制药、化妆品等包装机械为主)、纸制
品包装、塑料包装、包装印刷

海宁
包装材料(以纸塑、聚酯材料和油墨为主)、包装机械(以产品
包装设备为主)、包装印刷(以软包装、纸包装印刷为主)

纸包装、镀铝环保包装、金属和塑胶包装

宁波 工程塑料原料、塑料包装机械、塑料包装与模具

江阴 软包装材料、纸制品包装、彩色印刷装潢包装、塑料薄膜和
印刷制袋、包装机械

桐城
塑料包装基材、制版印刷、包装制袋、塑料吹膜、复合膜包装、
无纺布包装

泉州
包装印刷(以食品、鞋服、装饰装潢、果蔬和防疫物资包装为
主)、纸塑复合软包装、纸制品、印铁制罐

武汉 食品包装、纸包装、印刷包装机械

雄县塑料包装城、雄县塑料包装产业集群检测中心
塑料包装、纸包装、人造革包装、印刷包装机械保定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产业链 买家构成

27万专业买家数据加持食品包装容器加工产业链

食品接触包装材料
纸、塑料、金属、玻璃等

食品包装容器制造设备
包装成型设备、植物纤维包装

制造设备、模具化工、

纸塑调浆系统等

包装成品
纸质包装、降解塑料包装、

植物纤维模塑包装、

铝箔包装等

品牌终端
食品、饮料、餐饮外卖

食品包装容器类企业 食品、餐饮品牌&供应链企业+



买家数据库概况 买家采购力分析

作为精准营销活动的基石，依托PACKCON专业买家数据库体量已超800,000条，

并根据观众行业属性、地域分布、职位等具体信息进行人群画像描绘，确保人群投

放更精确。

买家职能分析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板块专业买家画像

食品包装容器加工设备板块的专业买家数据共计约 270,000条：



头部、隐形冠军企业齐聚展会（历届参展集锦）



头部、隐形冠军企业齐聚展会（历届参展集锦）



头部、隐形冠军企业齐聚展会（历届参展集锦）



超3万名食品包装容器专业买家莅临展会，一站式采购

食品接触包装材料/原料

安徽宏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久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大亚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华伟配线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泽创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冠中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博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辉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亦联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辉达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鹤山市知墨印刷粘合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意奇高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华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开源环保材料（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麦可门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昌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嘉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昕美易达粘合剂有限公司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六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信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叁叁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索理思（上海）化工有限公司

煦弘高分子复合材料
（上海）有限公司

英创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浙江播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鼎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诺尔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辉凯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汇维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容器制造设备

广东依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环强机械有限公司

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平阳县邦杰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贝斯特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大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明国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瑞泽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法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誉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海航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宏硕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路加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明亮纸盘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磊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志信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众望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飞达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国豪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欧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新发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新立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东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容器成品企业

安徽丰原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开来包装有限公司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多普生物基
创新环保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贝科技纸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时尚美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杨工艺饰物制品有限公司

高铠（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丰华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瑞制罐有限公司

广州华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新顶点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群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纸呱呱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克拉弗特实业有限公司

湖州旺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源印刷包装科技
(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有品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国为新技术有限公司

金华福兔包装有限公司

晋江盛隆机械有限公司

晋江市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金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军兴溢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富亮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遇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伟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沪捷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捷为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麦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浦籁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荣诚纸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燊翮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中正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星彩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彩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佳诚纸制容器有限公司

苏州齐聚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吾壹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

太仓兴鑫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礼平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牧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为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优畅包装有限公司

香河合益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格睿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新康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健纸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枫裕纸业有限公司

厦门企发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益倍利）

浙江九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跨恒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名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 … …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华蒙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庞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森灵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思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新区庆伦实业有限公司

食品和餐饮品牌和供应链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EPSICO

Yazegi group for soft drink LTD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安徽名珍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祁乡园红茶有限公司

安徽省界首市大运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宿州正禾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扬子真爱你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杨氏保健茶科技有限公司

白象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都酿酒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

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岑溪市中林食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奥特曼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仙溪森囍
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港乐食品有限公司

承德京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凑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大连幽兰茗创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由你喝饮品有限公司

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

大娘水饺餐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象

东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东峰食品公司

东莞雀巢有限公司咖啡厂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新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发觉茶

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丰和酒楼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安市利多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合口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莱士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

阜阳种子选手白酒销售公司

个人买家 - Ioannis Maniatis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金苹果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九工坊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香乐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新盟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花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爵仕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珠江莲蓉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陶陶居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桂珠酒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索菲亚可可食品有限公司

汉堡王（上海）餐饮有限公司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浩海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安吉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洽洽味乐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恒大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恒大饮品有限公司

红阳食品

湖南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槐树峰
茶叶有限公司

湖州云本茶叶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

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深圳）有限公司

火星薯（上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卓艺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加拿食品企业（潮州）有限公司

健铭食品

江苏开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嘂茶

绝味食品

咖啡于酒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科右前旗恒佳果业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

宝安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北海市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兴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隆记食品厂

东莞市瑞翔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仰南食品厂

广西龙州野珍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双钱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金禾食品科技公司

广州千夫饮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嘿人部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永达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彰盛味业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和美泰富食品有限公司

… …

…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超3万名食品包装容器专业买家莅临展会，一站式采购



食品再生塑料高值化应用研讨会
励展博览集团、IQTC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20余场包装尖峰论坛，万人精英齐聚“华山论剑”

冷链保鲜包装创新论坛
《包装工程》编辑部、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励展博览集团

2022纸浆模塑创新应用技术论坛
励展博览集团、领航模塑技术顾问(大连)有限公司

“双易”指南外卖细则暨第二届青山计划绿色包装名录征集发布会
美团外卖、中国包装联合会、励展博览集团

食品接触材料可持续发展创新论坛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 励展博览集团

中国现制饮品和预包装食品发展论坛
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上海市东方世纪消费品发展促进中心、 励展博览集团

快消品线下私董会 - 包装创新专题

中国包装品牌创新高峰会议之“餐饮外卖包装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规划委员会、励展博览集团

“包装绿色发展”主题论坛
中国包装联合会、上海包装技术协会、励展博览集团

… …



100+省级、市级协会买家团助阵展会

包装行业协会：每年 60+包装印刷协会，组团 3500+专业买家

华东地区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常州市包装行业协会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乐清市包装印刷行业协会
临沂市包装印刷行业协会
嘉兴市印刷行业协会
湖州市印刷行业协会
南通市包装行业商会
慈溪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包装行业协会
南京印刷行业协会
丹阳市印刷行业协会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无锡市包装协会
南通市印刷行业协会
余姚包装印刷行业协会
常熟市印刷行业协会
瑞安市包装印刷行业协会
… …

华南地区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
海南省印刷行业协会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深圳市包装行业协会
深圳市印刷行业协会
深圳市印刷行业学会
东莞市印刷业协会
广州包装印刷行业协会
中山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湛江市印刷行业协会
肇庆市印刷复制行业协会
韶关市印刷复制业协会
江门市印刷业商会
茂名印刷协会
惠州市印刷协会
汕头市出版印刷发行行业协会
云浮市印刷复制行业协会
佛山市南海区印刷包装业协会
… …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委员会



上海冷冻食品行业协会
上海南北货食品行业协会
上海餐饮业商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咖啡分委会
上海市糖制食品协会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
上海市仓储与配送行业协会
上海糖烟酒茶商业行业协会
浙江省餐饮行业协会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瑞安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绍兴市餐饮业和烹饪协会
宁波市餐饮业与烹饪协会
无锡饭店餐饮业商会
无锡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常州市钟楼区餐饮协会
常州市新北区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 …

华东地区
广东省食品学会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
广东省保健协会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子商务商会
广东省宠物行业协会
广东省团餐配送行业协会
深圳市烹饪协会
东莞市东城连锁餐饮协会
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
佛山市顺德区饮食协会
深圳市餐饮商会
东莞市咖啡行业协会
惠州市食品行业协会
中山市茶叶商会
东莞市餐饮行业协会
广州市百货业商会
… …

华南地区

100+市级及以上协会买家团助阵展会

食品、饮料、餐饮行业品牌终端行业协会：每年 40+包装印刷协会，组团 2000+专业买家



一次参展，迅速解锁世界级媒体协会资源

长期合作 全球200+包装协会机构/院校 GPMA媒体联盟 触达全球150+包装印刷媒体

世界包装组织

世界级

包装协会

印度尼西亚

包装技术协会

日本

包装行业协会

巴西

包装协会联盟

欧洲

包装理工学院

沙特阿拉伯

包装行业协会

印度

包装协会

澳大利亚

包装工业协会

土耳其

亚洲包装协会

亚洲

包装材料研究协会

英国
包装行业技术刊物

西班牙

包装技术期刊

英国

现代包装杂志

印度

包装行业信息平台

印度

包装行业信息平台

墨西哥

纸张行业刊物

法国

数字标签及包装行业平台

英国

包装行业刊物

苏格兰

纸张行业新闻平台

印度

塑料包装行业刊物

英国

纸张行业刊物

马来西亚

··· ··· ··· ···



全球包装印刷
代理商推介会

顺应国内多家优质供应商拓展海外业务的诉求，推介会搭建起了海外买家&代

理商与国内供应商高效对接的商贸平台，共吸引了391位海外买家和142位

代理商在线参与。

各直播平台在线浏览人数(推介会借助zoom平台成功举办，

并通过LinkedIn、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平台

同步直播)

出国难？FPT教您足不出户，海外订单接到手软！



凭借20万+ 全球包装行业数据库，展会每年通

过 线 上 展 会 、 在 线 导 览 团 、 线 上 商 务 配 对

（TAP）、展商访谈间、海外线上研讨会、现

场导购专员、展商直播7大海外线上活动帮助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 余名海外买家

及代理商实现高效对接。

出国难？FPT教您足不出户，海外订单接到手软！

行业线上会议 & 海外买家线上采购配对会



Thanks for your time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