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料行业
创 新 奖

会后报告
2018 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

3 月 7 日，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www.ringierevents.cn/innovation/plastics

点击观看
颁奖典礼视频

主办方： 主办媒体：

69 家报名企业                  76 件参选产品
9 位专业评审                    5,000 多份网络投票
35 项获奖产品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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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
历 程

备受业界关注的“2018 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颁奖典礼已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在上海宝华万豪

酒店成功落幕。经过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校的的资深评委团的独立评审决议，并参考报名产品的在线

投票结果，最终有 35 个创新产品脱颖而出。颁奖典礼当晚，百余位获奖企业代表、协会领导、荣格塑

料峰会参会观众、行业媒体等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分享、见证创新产品及技术给塑料行业带来的深

刻变化。

2018 年对荣格意义重大。今年不仅是荣

格塑料创新奖评选进入第十三个年头，而

且也是荣格进入塑料行业的 20 周年。作

为一个评选创新技术的奖项，荣格技术创

新奖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获得这

个奖项意味着您的产品已得到业界的广泛

认可，意味着你将成为行业的风向标，其

他企业都会以此来衡量自己。同时也传递

着信任、对高品质的认可。

荣格工业传媒总裁 马国熙先生
为创新奖致辞中说到：塑料行业

-荣格技术创新奖

荣格工业传媒

20 年
不忘初心

荣格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质量内容

的承诺，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信息

能帮助你们更好地发展业务，从而

帮助公司更好地成长、壮大。荣格

是值得信赖的工业媒体，和过去最

大的区别是我们以更多的渠道来提

供这些优质内容，满足用户的需求。

荣格工业传媒总裁 马国熙先
生为 20 周年致辞中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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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企业在颁奖典礼后纷纷进行报道



www.ringierevents.cn/innovation/coatings
赢得行业专家、终端使用者的认可

2018 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
3月 7日，上海

3

广泛的媒体关注

《人民日报》、《汽车零部件》杂志社、新华社、《国际塑料商情》都对颁奖
典礼进行了报道。《国际塑料商情》杂志还在 3 月号刊登获奖名单与获奖产品
的详细报导。

《国际塑料商情》人民网

荣格工业传媒网新华社



www.ringierevents.cn/innovation/coatings
赢得行业专家、终端使用者的认可

2018 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
3月 7日，上海

4

侯培民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信息部副部长

郑垲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建一
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

改性塑料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李坚
中国轻工机械协会  

副秘书长

钱耀恩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汪建萍
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何亚东
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博导

王文广
深圳市高分子行业协会  

秘书长

陈更新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  专家

评选三大亮点
1. 扩大了评委团的阵容，从中国塑料大省的重点大学和重要协会邀请了九位知名专家组成评委团；
2. 客户在提交资料时更加注重第三方证明材料，如专利证明及实验数据；
3. 在评选方式上更为开放，除了专家评审团的意见，同时还参考了来自在线环节的用户投票，最终
近万个网络投票的结果也被考虑在内。

专业评审团

线上投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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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精彩回顾

荣格工业传媒 总裁，马国熙 先生 致欢迎词

“塑料原材料及添加剂”类获奖企业代表合影 “挤吹技术 , 模具及配件 , 计量与检测”类获奖企业代表合影

“辅助设备，自动化，回收设备及配件，其他”类获奖企业代表合影“注塑技术，主机零部件”类获奖企业代表合影

“年度创新团队”—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

评委—侯培民 先生点评 评委—陈更新 先生点评

所有获奖企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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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精彩回顾

2018 年对荣格意义重大。今年不仅是荣格塑料创新奖评选进入第十三个

年头，而且也是荣格进入塑料行业的 20 周年。

2018 塑料行业创新奖现场还邀请了与荣格合作 20 周年的企业，从荣格

创立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和我们保持业务合作。

现场授予“忠诚合作伙伴奖”

1

2

3

4

1&2：20 周年合作伙伴合影

3： 德 马 格 塑 料 机 械（ 宁 波） 有 限 公 司 CEO 

Stephan Greif 先生赠送给荣格“友谊之船”

4：忠诚合作伙伴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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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获奖企业

塑料原材料
及添加剂

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

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

上海日之升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正合色彩资源有限公司

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和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Works LLC

浙江佳华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塑技术

赫斯基注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恩格尔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集团

宁波长飞亚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

挤、吹技术

南京科亚化工成套装备有限公司

科倍隆（南京）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金纬片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主机零部件
宁波海迈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章贝铬齿轮箱集团

模具与配件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精诚时代集团

东莞市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辅助设备
佛山市顺德区捷勒塑料设备有限公司

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自动化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悍威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力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江苏维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计量与检测 伊诺艾克斯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回收设备及配件 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年度创新团队奖 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

2018

塑
料
创
新
奖
获
奖
企
业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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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新技术或新产品吗？

您希望您的新产品 / 技术得到业界权威专家的认可和肯定吗？

您希望您的新技术 / 产品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同行的关注吗？

报名参加荣格技术创新奖！您想要的都能得到！

关于参赛事宜，请联系：
班红芳 小姐（Ms. Lily Ban）

电话：+86-21-6289 5533 ext.175

电邮：lilyban@ringiertrade.com

王荣 小姐（Ms. Amy Wang）

电邮：amywang@ringiertrade.com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
多行业及创新奖资讯

荣格塑料工业

2019 塑料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