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化 工 行 业 分 会
（2017）化贸促字第 11 号

关于组团赴越南参加“第十二届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
暨第十四届中国（越南）化工展览会”的通知

一、 展览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
地点：越南胡志明市西贡国际展览中心（SECC）
二、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越南国家化工总公司
越南国家广告博览公司
协 办 单 位：越南国家化工研究院

越南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植保局

越南植保总公司
支 持 单 位：越南国家工业部

越南国家化肥协会
越南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越南国家商贸部

越南国家卫生部

越南涂料和油墨协会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媒体支持单位：越南国家电视台

胡志明市电视台

越南工业日报

越南商贸日报

越南经济日报

西贡解放日报 越南化学工业杂志

欢迎访问展会网站： www.chemvina.com

三、 展览内容:
化工原料、精细化工品、化工中间体、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农药、肥
料、饲料及食品添加剂、染料、涂料、颜料、油墨、水处理化学品、医药原料药
及中间体、表面活性剂、日用化学品、橡胶和塑料用化学品、造纸化学品、洗涤
剂、胶粘剂、助剂、聚合物、树脂、溶剂、石蜡、电子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化
工机械、橡塑机械装置、各类电池产品、农机产品。
四、 展览会概况:
从首届展览会至今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已连续成功举办 13 届，在越南化工
领域引起巨大反响。展览会现已成为越南乃至全东南亚地区最具国际性、专业性
及贸易性的化工盛会，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优秀买家及采购商。该展会已经成为越
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化工行业规模最大、最 具影响的盛会。
我会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到 10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第十
一届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暨第十三届中国（越南）化工展览会。此届展会邀请越
南工业部副部长，越南植保局局长，越南涂料和油墨协会副会长，中国驻越南胡
志明总领事出席并剪彩。第十一届中国化工展览会汇聚本届展会共 93 家企业参
展，净展览面积 1071 平米。参展企业分别来自中国、越南、台湾、拉丁美洲等
国家和地区。本家参展企业数量和净展览面积分别比 2015 年增长了 32%和 52%。
展览内容涉及农药、化肥、 染料、涂料、颜料、基础化工、磷化工、水处理剂、
化工中间体、饲料及食品添加剂、化工机械等多个领域。四天的展会共接待了来
自越南化工行业的专业观众 3000 余名。此次展会现场气氛热烈，参展企业除事
先约见约谈老客户及意向客户外，还通过展会结识了不少新的客户。不少参展企
业表示，展会专业程度高、观众专业并且目标性强。
越南近几年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投资，尤其是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越南转移，带动了化工原材料贸易的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越南化工
经销商目前也转向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范围扩大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化工产
品需求量不断增加。现场每家企业都能够接待为数不少的越南客户，很多在现场

即谈成交易，令人鼓舞。很多参展企业在现场即表达了下届继续参展的愿望。
为期四天的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现场，中国区观众反应热烈，其中农药、肥料、
基础化工、水处理剂、涂料、染料、化工原料、化工机械等领域尤为突出。

为促进中越两国化工企业交流，为中国企业更好的了解越南化工市场需求，
展会期间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商务拜访活动。在越南植保局、越南国家商贸部大力
支持下，化工贸促会分别组织了农药、肥料、染料及涂料行业的商务拜访活动。

参观越南第二农药厂 Hai Factory

参观肥料贸易公司 Vinacam

中国参展企业通过此次与与当地企业面对面交流洽谈，更深入地了解越南当
地市场的贸易形势及市场发展趋势。

五、 参展费用:
摊位费：人民币 22000 元/9 平米

六、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洋
电

话：010-64276847、15810630335

传

真：010-64219324、64217428

电子邮件：liuyang@ccpitchem.org.cn
地

址：北京和平里七区 16 号楼 10001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 1：越南化工市场背景
2、参展报名表（代合同）

越南化工市场背景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
1. 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市，是越南的 3 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全亚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亦是越
南的经济中心、全国最大的港口和交通枢纽；
2.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工业基地。主要有纺织、化学、造船、机械制造等工厂企业，工业
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30%以上；
3.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是越南南方交通运输枢纽，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二、化肥：越南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特别是化学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越南的粮食和经济
作物生产对化肥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尤其是氮肥、磷肥、钾肥，以及 DAP、NPK、SA 等化肥。
越南化肥主要从中国、印尼、俄罗斯和中东进口，其中中国已占到 34％的市场份额。
三、越南染化料：需求基本依赖进口。越南染化料工业的发展与纺织印染业很不配套，染化料
工厂基本没有，在印染公司参观发现使用的染料基本是韩国、日本、中国及国际品牌的产品。
越南是我国染料工业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几年我国染料对越南出口不断增长。在直接出口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对越南的出口数量稳定在第 11 名。2012 年向越南出口量 8700 多吨，同
比增加 15.3%。2013 年 1-10 月染料出口量已经达到 8600 多吨，贸易额 3000 多万美元，同比
增长分别为 16.8%和 28%，预计全年出口超过万吨，是亚洲地区染料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越南纺织印染工业的不断发展，染化料及相关配套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还会不断增长。
四、越媒称越南化肥需求仍有缺口
《越南经济时报》报道，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称，2014 年，越南全国化肥需求量约 1100
万吨，同比增加 70 万吨。其中，尿素需求量约 220 万吨，生物氮肥(SA)90 万吨，钾肥（kali）
96 万吨，磷酸二铵（DAP）90 万吨，复合肥（NPK）400 万吨，磷肥 180 万吨。
报道称，为提高越南化肥的竞争力，越南化肥协会提出建议。一、重组越南化肥分销市场。二、
越南化肥企业加大出口力度。如加大对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出口。三、建议中越边境各省市
的职能部门加大对自华进口化肥的管理力度。近几年来，中越两国都保持了强劲平稳的经济增
长速度，市场需求增加，进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宏观经济趋于好转，双边贸易的潜力仍然很
大，尚待大力挖掘和发展，重新认识和了解对方。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对方市场的开拓力度，成
了当前双方开展经贸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越南方面看，越南二十多年的革新开放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贸易政策呈现出开放灵活、
透明度高的特点，且贸易、投资、工程招标、税收等法律制度正不断健全。越南政府在加快经
济发展，尤其是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为中越两国的贸易往
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参展报名表（代合同）
展会名称

中国（越南）化工展览会

展会时间

2017 年 11 月 29-12 月 2 日

展出内容

化工原料、精细化工品等

单位名称

中文：

展会地点

编号:

越南 胡志明

英文：
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职务

邮政编码

传真
手机

电话
Email
申请展位

经理

展位编号：

展位类型

〇标摊

〇光地

展位面积：

开口

〇单开

〇双开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务

护照号码

参展人员

参展费用

展位费：

参展费用合计
参展约定：

小写：

大写：

1、我会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签订此表。
2、参展企业需在我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前付讫展位费用的定金或全款。逾期未按规定付讫款项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参展，
我会保留处理展位的权力。
3、为确保各项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需按照我会的通知及时准确地提供所有与参展相关的信息及资料。参展企
业未能按期提交资料或提交有误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责任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4、参展企业需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不得提早撤展、展览期间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览举办国的相关法律，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参展企业因违法、侵权行为而引起
的法律纠纷与我会无关。
6、参展人员因签证原因（拒签或未能及时取得签证）未能按时参展的，我会将本着尽量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
处理，但业已发生而不能退回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7、如因战争、政治动荡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企业无法正常参展的，我会将努力协调设法为参展企业减少损失，
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发生和支付的费用后全额退回。
8、参展企业填写本报名表后，若单方面取消参展，则依据展览会主办方对取消参展的相关条款和规定，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
9、以上约定作为我会与参展企业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或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10、请将参展费用汇入以下账户：账户名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和平里北街支行
账号： 0200004209014479227

参展企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电 话：010-64285314
传 真：010-64219324
E-mail：machen@ccpitchem.org.cn
联系人: 马晨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 7 区 16 楼（100013）

(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