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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喜乐会报道
元宵节 是中国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会有好多的传统习

－－ 采购部 刘敏琪

第1关—珠联璧合：队员需要利用桌上的彩色魔珠在底板上拼出

俗，比如赏月、放烟花、吃元宵、拉兔子灯、猜灯谜等等。俗话说

图案，限时内准确无误完成图案者即为通关。

“不出十五都是年”，也就意味着过完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就是过

第2关—你画我猜：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项目了，要求一位分公

完年了。在2019年的春节外电人史无前例的度过了史上最长共14天的
春节假期。托公司的福外电家人们好好的享受了一个悠长假期，为让
家人们摆脱假日综合症的困扰，在节后一周左右由外电各个部门组织
了一系列的精彩活动，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由行政采购部与ERP事
业部联手承办的“外电元宵喜乐会”！
一进门主持人的服饰与主办方精心布置的充满节日喜庆气氛的会场就
给到了大家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与外电吊旗挂在一起火红的灯笼、窗

NEWS

司组员自己出题、绘画，一位上海组员解答。可是有些家人明明有“阳
关道”不走，偏要走“独木桥”，专业专注“坑队友”。下面分享题目，让我
们亲爱的读者感受一下。“精准锁定”、“ 百星不如一月”，尤其是“百星不
如一月”答案一出，惊呆了全场，这简直是中国语言专业考研题啊！

第3关—猜灯谜：分享以下题目，看看我们的读者朋友如果来参
加能否挑战成功。

户上喜庆的装饰贴纸，都映衬出节日喜庆的氛围；最吸引人视线的要数主

1.

持人身着的外电蓝唐装，好似来给大家送福气的送财童子。外电家人们一

用了红、黄、和原木色，另外还有哪二种颜色？

进门就迫不及待的和主持人合影起来，好似明星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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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20周年庆跨年盛典中，签到环节特别使用了红酒瓶塞，其中使

2.

“外电元宵喜乐会”一开场，在主持人带动下家人们分享

和汉族一样，部分少数民族兄弟也过元宵节，它们分别是满
族、朝鲜族、赫哲族、蒙古族等，有一个少数名族他们的习俗

了节日收获，有和家人团聚的、有带着一家老小出门度假

是偷别人家的菜，那么请问这是哪个少数民族？

的、有到处拜年走亲访友的、还有不少
3. 谜面：过节了 （打一成语）

家人走进电影院支持国产好剧《流浪
地球》的，不过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后续组员们还要通过：大珠小

还是主持人收获最大，在一个春

珠落玉盘（夹弹珠）、踢毽子、

节长假内又多长了2斤肉。看来

套圈圈、10秒挑战、射飞镖。成

整个春节假期外电家人们都是物

绩排在第一名的小组还获得了小猪

质、精神双丰收啊！

佩奇饼干、巧克力等奖品。最后全体
外电家人一起享用了热气腾腾的汤圆。

既然物质、精神双丰收，主持人还
给大家分享了关于元宵节猜灯谜起源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
事。相传南宋临安，有个财主，人称笑面虎，是个见钱眼开的
主。见着有钱的人就拼命巴结，遇着穷人就吹胡子瞪眼。有一个

在整个活动中外电家人们好似回到了童年，活动了筋骨，
愉悦了办公氛围，为后续工作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叫王少的秀才，一次去他们家借粮，被势利的财主赶出大门。年轻气

送狗迎猪，新的一年，新开始，新气象。相信外电人依靠强大的外

盛的他回去之后，越想越气，于是在元宵节那天，做了一顶又大又亮

电平台，努力耕耘，2019年一定能收获满满！祝愿大家事事圆满、生

的花灯，来到财主家门前。秀才还在花灯上题着一首诗：头尖身细白

活五彩缤纷、阖家幸福、身体健康，猪年珠圆玉润、诸事顺利、诸事

如银；称称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财主上

大吉！

前一看这首诗，气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这不是在骂我吗?”于是，
喊上家丁来抢花灯。这时，穷秀才却笑嘻嘻地说：“老爷，我可没有骂
你呢，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财主一想，还真是！只能气得干瞪眼，狼
狈地溜走了。这事传开后，越传越远。于是第二年元宵，人们纷纷仿

1. 答案：紫、绿

效，把谜语写在花灯上。不过主持人还没揭晓答案，聪明的外电人就

2. 答案：苗族，流行于贵州省黄平一带苗族的

都猜出了谜底，相信我们聪明的读者们一定也猜出了谜底，那就是

乐会考虑到20周年庆跨年盛典外电小镇环节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家

偷菜节也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节日这
天，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
本家族的，也不能偷同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菜与
她们的婚姻大事有关。所偷的菜仅限白菜，数量
够大家吃一顿即可。

人们忙于招待很多项目都没有体验到，所以精选了几个项目加上元宵

3. 谜底：不计前嫌

“针”。
热身结束后就是激动人心“外电元宵喜乐会”大比拼时刻了！这次喜

特色项目，将外电家人分为6组进行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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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传递情谊
美食是情感的纽带 －－ 财务部 杨春华
— 20周年庆大收官活动回顾
－－ 市场部 牛婷

《小王子》里是这样描述仪式感的：仪式感使得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某个时刻不
同于其他时刻。例如年会仪式感——提醒我们，新的一年到来啦，总结过往，奋力向前，继
续加油！回顾2018，外电迎来了20周岁生日，为期7个月的活动依然历历在目，积极的参

他们的精彩进行了同步分享。

待。作为这一届“百家宴”活动的主办方，财务部早早便开始了前

态度的最佳诠释。外电人不仅在工作上精益求精、追求高品质，在

期的各项筹备工作，菜品的协调、分配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生活中更会享受美好，一桌“全家宴”汇集了中国各大菜系，

之中，对于“百家宴”这一形式以及所呈现的状态，我迫不

也让我见识了外电人在各方面的藏龙卧虎。

百

及待地想一睹为快。
百家宴，起源于北宋时期，是一种独特而古老
福"发展而来，是一种在族人内部举行的祈祷仪

全新升华：从2025，携手共do 到 携手20，共do25，深深印记在每个人心中！让我们一起来

式，其目的是"聚宗亲，商族事，祈丰收，保平

回顾一下吧！

安"，在明清时期尤为盛行，蕴含着丰富的人

那盘牛脸肉，光听菜名就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人的眼
球；广式“黑胡椒烧鸭”，蘸上酸梅酱汁，皮脆肉嫩
味正；喜欢烘焙的家人，更是带来了自制的蛋糕，
健康又美味。上海菜注重的是浓油赤酱，这道糖醋

文情感及内涵。
2月14日是公司农历新年后开工的第一天，
又恰逢西方情人节，一场“百家争鸣”的饕餮盛
宴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红红火火的开场了。来自不

期2天，但虎头豹尾，安排紧凑，分为7个环节：第一届外电小镇如火如荼；每年最

同地域的同事，每人带来了一道拿手好菜，各式美味、风

群星荟萃的颁奖盛典--收获幸福，播种希望；晚宴--抒发最真挚的祝福；城市时

格迥异，煎炒烹炸、色香味俱全，从头盘到餐后甜品、品种

空旅行拓展活动；时间胶囊，倒计时新年祝福；观景活动，遥望洋山深水港；滴水

丰富多样，让人垂涎欲滴。外电家人精心准备的这一桌“百

湖绕湖一圈骑行活动--滴水湖，也映衬着外电20周年的愿景，携手渡过寒冬，携

家宴”，让大家被外卖敷衍了一年的胃，因此变得温暖。

一场外电家人的温情聚会

义卖等，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在元旦之际，外电迎来了20周年庆之大收官，年会主题也

手冲刺，携手20，共do25 !

圳、天津、青岛、泉州、重庆分公司的同事，也在公司微信群中将

Work hard , Enjoy harder! 这应该也是外电人对于工作及生活

的传统民俗，属于元宵节习俗，由最初的"做春

宴，品味家人相聚的温馨与幸福，外电贵宾们为年会增添甚多的光彩！此次年会为

家

小排绝对得到了其中真谛，色味俱佳，也获得了
大家的一致青睐；看似家常的红烧肉，确是肥而
不腻恰到好处；土豆色拉入口细腻、口感香甜，
应该很对喜欢素食的家人胃口。“夫妻肺片”和

宴

午餐时间，上海总公司的同事齐聚阳光厅，期盼已久的“百家
宴”正式拉开帷幕。张经理代表公司及主办方致辞，祝福外电家人

“毛血旺”也是销路火旺……大家聚在一起，尽情
品尝心仪美食的同时，也感受了家人满满的至臻心意
和辛勤付出。在餐后甜品--养颜美容的雪燕滋润下，“百
家宴”活动也逐渐接近尾声，但我们似乎仍意犹未尽。
外电人“会吃”、“会品”、“会生活”、“更会工
作”，每年的“百家宴”活动也成为了大家彼此间增进情感，加强
合作的重要纽带。外电是一支非常棒的团队，它践行着外电的核心
价值观，也让其中的每一

们新春愉快，期盼 2019 一起携手，并肩作战，更多的积极参与、

份子在正能量的带领下不

外电小镇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在外电老弄堂里重温儿时的快乐，这里有美食点

主动承担、有效执行，始终心怀感恩、不忘责任，铸就一个更优秀

断进步，相信在每一位家

心，关东煮，咖啡，别具匠心的珠珠挂饰，你还可以学习养生，读书，唱歌，写对

更完美的外电团队。大家其乐融融的围在餐桌旁，一边饶有兴致的

人的共同努力下，外电大

联，占卜，幸运转盘！还可以和美国队长，白雪公主，超级玛丽合照哦~

聆听家人讲解自己带来的特色菜肴，一边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美好瞬

晚宴的轻歌曼舞，客服部带来的惊喜10首串烧歌曲，最后一首外电之歌大家一起
合唱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觥筹交错之际，大家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祝福和期望，温

2019年05月21日

听闻公司要举办“百家宴”，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我，好奇又期

与，主动的承担，有效的执行贯穿着始终，读书，睹球，夺分，真公益行，作品比赛，爱心

迎接一场华丽的盛宴，共庆新年笑声哗，外电人热情洋溢；共赴一场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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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显然，眼前的的美食已经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品尝的热情更为
高涨，在音乐的助兴下，一场美食之旅“开动”啦。与此同时，深

家庭一定可以收获更美好
的未来！

馨满满~扩展活动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尝试网红烟花啦，抖音记录美好时刻，寄
语新年愿望，欢迎大家关注SFEP抖音官方平台；在跨年之际，大家纷纷给五年后的
自己写一封信，写下对美好未来的憧憬，The only person you should try to be better
than is the person you were yesterday. 放下过去，勇敢直面未来，我们携手并肩，总
能度过一切难关，迎接新希望。
人生有很多次不期而遇，每一次遇见都是自有安排，遇见洋山深水港--外电致力
于引进国外优质精细化学品，这里也作为一个桥梁枢纽，粘连着你我他，我们在山上
遥望港口风景，这一刻给予我们无限力量与希望！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宏图绘就，千帆竞发，我们
即将迎接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025，征程依然任重道远，欲见
凤之流光，必先越万里溟濛，我们将以蓬勃的朝气、激昂的
锐气、无畏的勇气，继续奋力远航，开拓创新，秉承提升中
国附加值，打造人生高品质的企业愿景！

步
步

生莲

又是一年春光好！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人间四月天里，积攒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慵懒，也
似乎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消散。
春季是健身最好的季节，而“走路 ”是最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
四月上旬，外电国际同往年一样再次来到滨江大道，开展了“Running SFEP”第四季活
动，伴随着海关大钟的声声钟响，sefper踏着年轻的步伐，健步行走在滨江大道上。
沿着浦东滨江大道一路走来，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滚滚而流的黄埔江水、川流不息的车
辆和匆忙上班的人群，也有在天空自由翱翔的海鸥、在浅滩闲庭信步的白鹤，更有此刻满脸轻松

嘴角上扬，融入到春天里的外电人。
此刻的外电人仿佛脚踩莲花，像一条长龙穿梭在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美好画卷中，微笑的脸庞告诉世人，只要怀揣着信念和梦想，就
会走的更稳，更好，更远！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机遇与挑战并存！
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
期待：每一年的成长和收获，每一年的你和我。
Do what you say, say what you do.
耕耘20载，2025同舟笃行，共迎百年筑新篇。
DO means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20 周年庆完美收官，但外电人的热情，坚守，真诚，信念 一如既往，
携手20，共do 25，作为新起点，开启了新征程，未来，一起加油哦！

— 团队奠定基石，服务创造价值，创新指引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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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腾聚合物在医药领域 的 应 用

目前热门的光学膜

－－ 客服部 王菲
－－ 客服部 王菲

涉及功能膜材含：
窗膜、光伏膜、光电膜、车衣膜、分离膜、保护膜、离型膜、水处
理膜、阻燃膜、水汽高阻隔膜、负离子释放膜、无机纳米添加功能膜、电
池膜材等等；

涉及产业领域含：
显示膜材领域、光电膜材领域、新能源膜材领域、工业汽车膜材领
域、半导体封装膜材领域、建筑膜材领域、生命科学领域等等；

减反射膜是以光的波动性和干涉现象为基础的。二个振幅相同，波长
相同的光波叠加，那么光波的振幅增强;如果二个光波原由相同，波程相
差，如果这二个光波叠加，那么互相抵消了。减反射膜就是利用了这个原
理，在镜片的表面镀上减反射膜(AR-coating)，使得膜层前后表面产生的反
射光互相干扰，从而抵消了反射光，达到减反射的效果。

科腾创新聚合物提供了洁净、柔软、

3、滤光片

可灭菌的、强韧的弹性体解决方案

滤光片是塑料或玻璃片再加入特种染料做成的，红色滤光片只能让红

无需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塑化剂，

光通过，如此类推。玻璃片的折射率原本与空气差不多，所有色光都可以

也不使用任何争议物质。

通过，所以是透明的，但是染了染料后，分子结构变化，折射率也发生变

涉及上游原材含：
通用塑料（PE/PP/PVC/PS）、工程塑料(PET/PA/PC/POM)、塑料
弹性体（PU/TPU/TPE）等等。

化，对某些色光的通过就有变化了。比如一束白光通过蓝色滤光片，射出
的是一束蓝光，而绿光、红光极少，大多数被滤光片吸收了。

4、偏光片
偏光片(PolarizingFilm)的全称应该是偏振光片。液晶显示器的成像必

什么是光学薄膜？
光学薄膜指在光学元件或独立基板上，制镀上或涂布一层或多层介
电质膜和金属膜或这两类膜的组合，以改变光波传递特性，包括光的透
射、反射、吸收、散射、偏振及相位改变。故经由适当设计可以调变不同
波段元件表面之穿透率及反射率，亦可以使不同偏振平面的光具有不同的
特性。

光学薄膜生产方式
一般来说，光学薄膜的生产方式主要分为干法和湿法的生产工艺。
所谓的干式就是没有液体出现在整个加工过程中。
湿式涂布一般的做法是把具有各种功能的成分混合成液态涂料，以
不同的加工方式涂布在基材上，然后使液态涂料干燥固化做成产品。

光学薄膜的分类
光学薄膜根据其用途分类、特性与应用可分为：
反射膜、增透膜/减反射膜、滤光片、偏光片/偏光膜、补偿膜/相位差
板、配向膜、扩散膜/片、增亮膜/棱镜片/聚光片、遮光膜/黑白胶等。相关
衍生的种类有光学级保护膜、窗膜等。

1、反射膜
反射膜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金属反射膜，一类是全电介质反射
膜。

须依靠偏振光。偏光片的主要作用就是使不具偏极性的自然光变成产生偏
极化，转变成偏极光，加上液晶分子扭转特性，达到控制光线的通过与
否，从而提高透光率和视角范围，形成防眩等功能。

5、补偿膜/相位差板
补偿膜的补偿原理，是将各种显示模式下(TN/STN/TFT(VA/IPS/OCB))
液晶在各视角产生的相位差做修正,简言之，即是让液晶分子的双折射性质

科腾 H SBC/P P共混材料和PVC的性能对比

G1 6 4 5 / PP 共 混 材 料 用 于 输 液 管

得到对称性的补偿。若要从其功能目的来区分则可略为分单纯改变相位的
相位差膜、色差补偿膜及视角扩大膜。补偿膜能降低液晶显示器暗态时的
漏光量，并且在一定视角内能大幅提高影像之对比、色度与克服部分灰阶
反转问题。

6、配向膜
配向膜是具有直条状刮痕的薄膜，作用是引导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向。
在已蒸上透明导电膜(ITO)的玻璃基版上，用PI涂液和转轮(roller)，在ITO
膜上印出一条一条平行的沟槽，到时候液晶可依此沟槽的方向横躺於沟槽
内，达到使液晶呈同一方向排列之目的。此具有一条一条方向的膜，即為
配向膜。

7、扩散膜
扩散膜为TFT-LCD背光模块中之关键零组件,能够为液晶显示器提供一
个均匀的面光源,一般传统的扩散膜主要是在扩散膜基材中,加入一颗颗的化

用于医用胶管和薄膜的H SBC型号

学颗粒,作为散射粒子,而现有之扩散板其微粒子分散在树脂层间,所以光线
金属反射膜的优点是制备工艺简单，工作的波长范围宽;缺点是光损

大，反射率不可能很高。为了使金属反射膜的反射率进一步提高，可以在
膜的外侧加镀几层一定厚度的电介质层，组成金属电介质反射膜。需要指
出的是，金属电介质射膜增加了某一波长(或者某一波区)的反射率，却破
坏了金属膜中性反射的特点。
全电介质反射膜是建立在多光束干涉基础上的。与增透膜相反，在
光学表面上镀一层折射率高于基体材料的薄膜，就可以增加光学表面的反
射率。最简单的多层反射是由高、低折射率的二种材料交替蒸镀而成的,
每层膜的光学厚度为某一波长的四分一。在这种条件下，参加叠加的各界
面上的反射光矢量，振动方向相同。合成振幅随着薄膜层数的增加而增
加。

2、增透膜 / 减反射膜
减反射膜又称增透膜，它的主要功能是减少或消除透镜、棱镜、平面镜
等学表面的反射光，从而增加这些元件的透光量，减少或消除系统的杂散光。

在经过扩散层时,会不断于2个折射率相异的介质中穿过,故光线就会发生许
多折射、反射与散射的现象,如此便造成了光学扩散的效果。

8、增亮膜/棱镜片/聚光片
增亮膜又叫棱镜片(PrismSheet),常简称BEF，为TFT-LCD背光模块中
之关键零组件，主要是借由光的折射与反射原理，利用棱镜片修正光的方
向，使光线正面集中，并将视角外未被利用的光线可以回收与利用，同时
提升整体辉度与均匀度，达到增亮的效果，又称聚光片。

9、遮光膜/黑白胶
黑白遮光胶/遮光膜主要应用于背光源上，起固定、遮光作用(遮掉边光
和灯位的光)，也叫遮光片、黑白膜，简称黑白胶(可说是种双面胶带)。

*可采用挤出吹膜或者流延膜的工艺得到三层膜结构
*材料组成可以实现产品的简单回收

针对此类产品，我司可提供日本东曹的开口剂，主要是以纳米粒子与

*结构上可以再增加阻隔/保护层以提高产品性能

微米凝结物质组成，折射率同任意一种塑料薄膜都很相似，有效防止对光
学性能的影响，具有相当窄的粒径分布，提供给薄膜优异的透明性。

— 提升中国附加值，打造人生高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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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影响透明薄膜的外观。对要求印刷品质较高的薄膜来说，晶点是
造成印刷“白点”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大面积的薄膜印刷，晶点所造成的“白点”废次品，是薄膜
工业生产工艺上一项较大比例额的损耗。因此，使用高科技第三代加
工助剂PEA-3S/3HSE控制晶点的生产，消除晶点的成因，是提高薄

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建材、塑料板材、家具、玻璃
和镜子、以及很多金属成品和半成品。
保护膜结构

一、什么是“晶点”

粘性共混物(5-10微米)
PE/PP 芯层（40-50微米）

晶点实际上是“过度聚合物”。即：“晶点”部位聚合物的分子量，

PE/PP + 开口剂（5-10微米）

高于周围同种聚合物的分子量。由于分子量高，因此，晶点部位聚合
物具有较高的熔点。在熔化时，熔体具有较高的粘度。晶点部位聚合

典型保护膜包含三层结构（A+B+C）,总厚50-70微米。

物在吹成薄膜时，不能与周围的同种聚合物互相均匀分散/混合，并

A层-粘性层，一般5-10微米厚
B层-芯层（PE/PP）,40-50微米厚
C层-外层（PP,HDPE,LDPE,LLDPE,或LDPE/HDPE混合），

或“球状”过度聚合物的凝固体习惯上被称为“晶点”。

5-10微米厚，该层也可含有防粘连剂。外层中HDPE（或PP）和防粘

二、晶点生产的原因

连剂的使用会对膜卷的开卷帮助。

聚合物之所以产生晶点

共混物性能
共挤粘性共混物物理性能
性能
MFR @ 190o C/2.16 kg
MFR @ 230o C/2.16 kg

(1) 聚合物中有残留的催化剂。

密度, g/cc
硬度, 邵A

G’ @ 23o C, Pa

(2) 聚合物熔体粘滞于生产设备（包括聚合设备及吹膜设备）

玻璃化温度-DMA o C
LDPE/科腾粘性层1
180o 剥离强度N/25mm
标准不锈钢
贴合 20min. @ 25o C
贴合 7天 @ 25o C
PMMA板2
贴合 20min. @ 25o C
贴合 20min. @ 75o C
贴合 7天 @ 75o C
聚碳酸酯板 3
贴合 20min. @ 25o C
贴合 20min. @ 75o C
贴合 7天 @ 25o C

钢铁表面，在高温下，残残留的催化剂对聚合物继续进行催化聚合作
用，因此形成过度聚合物。
(3) 聚合物中含有氧，也会使聚合物熔点产生晶点。（加入一

晶点来自两个方面：
(1) 由聚合物工艺所造成的晶点。不同的聚合设备及工艺，对
晶点的生成有不同的影响。例如：一些名厂原料，因生产技术高，聚

MD6727 MD6741 MD6718 MD6649 MD6729 MD6666
-4.5
16.0
17.0
17.0
21.0
10
----20.0
0.92
0.91
0.90
0.92
0.92
0.94
50
49
36
37
37
37
-10.4 x 105 5.4 x 105 8.3 x 105 8.5 x 105 9.9 x 105
-29
-30
-27
-9
-7
11

PF9512
5.5
-0.91
34
-10

MD6748
4.8
-0.94
31
11.8 x 105
15

MD6700
6.5
-0.94
30
10.0 x 105
21

0.5
0.6

2.2
2.7

1.8
2.6

3.2
4.3

5.0
5.5

6.7
8.2

6.1
5.5

8.5
8.3

8.6
10.3

1.1
2.8
4

1.7
4.1
4.4

2.7
5.2
4.9

3.8
5.1
5.9

4.8
6.2
6.2

6.9
9.0
8.4

4.9
6.9
9.8

8.3
10.7
9.8

8.8
11.8
10.3

1.4
3.4
4.6

2.2
4.8
6.5

2.5
6.5
7.2

3.8
6.7
7.5

5.1
6.4
7.3

6.3
8.8
11.6

6.8
8.8
10.6

8.4
10.0
10.6

7.0
11.8
13.8

1: 薄膜厚度：51微米 LDPE背层/ 25微米胶粘层
2: 阿科玛 PlexiglasTM V052-100 (Plexiglas 为法国阿科玛集团拥有商标)
3: 沙特工业基础公司 LexanTM LS2-111 (Lexan 为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拥有商标)

定数量的抗氧剂，有防止氧对晶点的产生作用。）

普立万＆科腾共混物贴合在PMMA片材上随时间增加表现出了优

Kraton D聚合物（SIS及SBS牌号）配方容易且具有低粘度，因此既可用于高固含量的溶剂胶，也能用于热熔胶。当前，环境友好的
热熔胶用途已成为苯乙烯嵌段共聚物用量最大的胶粘剂应用（包装胶带、标签、纸尿布、喷胶等）。
氧化性、耐紫外线性、耐天候老化性、较高的使用温度以及更好的加工稳定性等优点。如今，Kraton G聚合物已经被广泛用于生产柔
软、强韧的握把及手柄用共混物、纸尿布中的弹性部件、通讯及医疗用油膏、透明聚丙烯的增韧、热塑性工程塑料的抗冲击改性、密封
剂、化妆品，以及许多其它创新应用领域。

SIS（苯乙烯一异戊二烯一苯乙烯）：

SBS（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

SEBS（苯乙烯-乙烯/丁烯-苯乙烯共聚物）：

具有优异的波纹密封性和高温保持力，其独
特的微观分相结构决定了它在用做粘合剂时
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配制成的压敏胶和热熔
胶广泛应用于医疗、电绝缘、包装、保护掩
蔽、标志、粘接固定等领域，特别是其生产
热熔压敏胶(HMPSA)，具有不含溶剂、无公
害、能耗小、设备简单、粘接范围广的特
点。

结构和性能独特，溶液和熔体粘度较低，适
宜制造溶剂型、热熔型、压敏型胶粘剂和密
封剂，并可制成对人体无害、环境友好型胶
粘剂；SBS胶粘剂固化快速、初粘性好，耐
水、耐低温性优良，粘合强度较高，能够粘
接橡胶、木材、皮革、织物、纸品、混凝
土、陶瓷、玻璃、塑料、金属等多种材料，
特别是对聚烯烃的直接粘接有较好的效果。

或者是SEPS（苯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共
聚物）的氢化中间嵌段，它们用于抗紫外
线、耐高温及需要稳定性加工的领域。
Kraton G 聚合物是一些生产成品的首选原料，
如用于把手的柔软、强韧的化合物；弹性尿
布；电信、医疗领域的油脂凝胶、热塑性工
程塑料等。

溶
剂
选
择



FG1901(接枝马来酸酐之氢化苯乙
烯与丁二烯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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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0%，有效官能接枝比率高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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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候性，耐热性，热稳定性，抗拉强度



高；具有优异的相容性，低温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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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含的晶点多。

MD6666

(2) 由吹膜工艺所造成的晶点。例如：好的吹膜设备所吹制的

MD6741

薄膜，晶点少。差的吹膜设备所吹制的薄膜，晶点多。

MD6748

FG的作用就是界面助剂；在回收料再利
用和生产废料重加工的过程中，Kraton

180o 剥离强度 ( N/25mm)
牌号

之 SEBS 弹性体，高分子量，苯乙烯含

⭢҉䞞

在PMMA片材上的剥离强度稳定性

MD6727

ATP 赵兴栋

在全球市场中，科腾已经成为苯乙烯嵌段共聚物（SBCs）的代名词，SBC是一类能显著提高多种产品价值的聚合物产品系列。事

在高温下的粘性增长比例相对较低。

点少。但一些品质较差的原料，因生产技术及设备问题，造成原料本

－－

实上科腾引领了几乎所有已被客户商业化应用的SBC应用的开发过程，令创新者如虎添翼。

异的粘性稳定性。

合物中残留的催化剂含量低，设备结构好，因此，原料本身所含的晶

2019年05月21日

Kraton G聚合物，即中间链段被氢化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也开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它们柔软而富有弹性，同时具有更好的耐

保护膜可用于：

膜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工艺环节。

在熔体吹成薄膜后，先于周围的同种聚合物凝固。因此形成“箭头状”

科腾聚合物应用介绍

－－ 客服部 王菲
普立万＆科腾共剂技术为表面保护膜提供了胶黏剂聚合物最新进展。
由普立万＆科腾共剂技术制成的保护膜为很多行业的制成品和终端应
用产品提供了优异的表面保护。
采用共剂方式生产洁净保护膜的工艺具有成本低、保护性好以及柔软
性高等优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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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万＆科腾聚合物在保护膜中的应用

－－ 客服部 王菲
晶点是聚烯烃薄膜加工工业普遍存在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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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8.0

8.2

7.4

8.4

75o C

8.6

9.2

10.0

10.0

10.0

23o C

10.0

12.9

13.0

13.2

12.8

75o C

13.6

13.7

14.1

14.0

14.1

FG的加入能够为该产业提供解决方案，


ᔲ䗋✧

1: 3层流延PP背层保护膜：40微社PP背层/ 10微米胶粘屋
2: 测试基材：光学级 PMMA 片材，高光表面

保护膜剥离强度可通过混合不同普立万＆科腾共混物来调整。

产品优势：
*卓越的保护能力
*较强的适应性能以及可调节的剥离强度
*薄膜洁净

—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

从而生产出合格的再生产品。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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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硅微粉是天然结晶石英产品，具有纯度高 ( SIO2 含量 99.4%
以上) ，粒径分布均匀，高白度，高亮度，低含水率等特性，可增加漆膜

－－ CTL 洪琼

Pigment Dispersions
本系列产品经先进工艺研磨而成，颜色纯正、色彩鲜艳、性能稳

应用领域：甲油胶、UV木器漆、UV塑胶漆、UV工业漆、3D打

根据粒径大小分为3种规格：

印、UV油墨等等。

MIN 6

MIN 7

2019年05月21日

09

木质素磺酸盐在肥料中的应用

定，颜料含量高。同时拥有优异的分散性，耐候性，耐酸碱性。

硬度，补强，部分替代进口钛白粉，降低成本等作用。

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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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色浆
－－ CTL 邓开维

物理特征

第20期

－－ ERP 王远
木质素磺酸盐是一种环保型助剂，其在肥料中的应用优势如下：

3. 植物生长素

1. 分散剂

木质素磺酸盐可以抑制植物生长素的分解，从而起到植物生长素

木质素天生是疏水的，为了从木浆（纤维素）中提取木质素，我

的作用，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和开花。

们采用磺化工艺使木质素亲水。一旦在活性部位磺化（添加-SO3-），
木质素就拥有了全水溶性，并具有表面活性剂性质。结合其高化学和
热稳定性，我们的高磺化度生产的木质素磺酸盐拥有良好的分散性，
是一种环保型分散剂，在土壤中可完全降解。

MIN 8

2. 螯合剂
SiO2含量（%）

99.40

99.66

99.67

平均粒（µm）

1.6

1.45

3.14

吸油量（D-1483）

28

白度

90

铁、锌、锰等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在许多作物中普遍存在。ARBO®
农用木质素磺酸盐允许有许多络合位置，如羰基、羧基和磺酸，使低

木质素为高分子有机物，以有机质去检测的话ARBO®农用木质

聚元素易于接近。与EDTA不同，ARBO系列既能携带有用的阳离子，

素磺酸盐有机质含量达90%以上，并且其在土壤中经过1-2年时间可降

又能提供结合分散性，还能耐各种不同的pH值，同时与EDTA相比最

解为短链的类腐植酸物质，可被植物吸收。

大优势是可在土壤中降解。

95

4. 有机肥料

木质素磺酸盐在生物防治溶液中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与许多生物

94

防治活性成分一样，通过喷雾干燥形成粉末。它不会引起植物毒性，

折射率（%）

1.55

比重

2.65

2.63

2.52

PH值

6.9-7.2

6.5-7

6.5-7

硬度（Mohs）

7

7

7

叶面喷施不会黄变或烧叶。木质素是一种有机高分子，化学性质接近
腐植物质，对土壤质量有积极影响。土壤是农民最宝贵的资产，因此
图1 木质素磺酸铵盐螯合的简单途径

图2 木质素磺酸盐与EDTA：对水果产量的影响

创新配方必须保护和增强土壤，ARBO®木质素磺酸盐产品相信会是您
的更好选择。

抗氧化剂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应用领域：建筑漆，路标漆：与TiO2混合使用，可增加油漆耐磨

－－ 日化线 张明杰

性，并消泡，有效地控制色泽。
工业用保护防锈漆: MIN系列具有耐酸、耐热、及防锈的功能，化
学安全性佳。

天然来源的油和脂肪主要含有单不饱和烯烃化合物和多不饱和化

LIPOKEL 产品是独特的膦酸盐可溶于油性和脂肪相。它们是金属

合物，如油酸或亚油酸。在氧化条件下，不饱和化合物容易降解为饱

离子(Ca2+、Fe3+、Cu2+...)的螯合剂和缓蚀剂，特别设计用于处理由于

和化合物；结果就是对脂肪物质的下列关键参数进行影响和修改：

重金属离子的存在而导致质量恶化的工业脂肪物质或油性产品的储存

矽酮橡胶：MIN系列是具良好半补强作用的添加剂，能与各类钛

和利用。

•颜

白粉类填充剂混合且不影响其硫化。

电线电缆：耐热性，化学惰性和成本效益是使MIN系列产品于此

色

•气

味

•粘

性

•糙

率

氧化过程可以由许多外部因素催化形成，例如：

工业之重要因素。

接著填缝剂：可应用在polyester，epoxy，urethanes等材质中当

•光

填充剂使用，或拌与松香酚醛树脂。

度

•温

度

•湿

度

•金

属

离

子

关于最后一点，众所周知，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金属过渡离

塑胶：用于热塑型塑胶，可提高其耐热性，稳定性及降低成本。

子对氧化过程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过氧化物中间体的引发、传播和

若用于热固型塑胶，可提供最佳稳定性，低膨胀率。更可与多种树脂

分解的动力，示意如下：

混合(如polyester，epoxy)。以及高温绝缘材料。

环氧树脂铸造成型:

®

圈的铸造。

活性磷脂酸%
12

LIPOKEL®12G

丙二醇

工业/日化

12

LIPOKEL®PG 50

1,2-戊二醇

日化

18

LIPOKEL®MPD 50

2-甲基丙二醇

日化

18

应用领域：
由于其独特的结构，LIPOKEL®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如工业/天
然油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的保存，化妆品配方或有机活性物质的稳

脂肪/油：LIPOKEL ® 提供保护，防止油相中非常敏感的组分酸
化；成为不愉快气味形成的抑制剂。与EDTA相比，与丙烯酸聚合物具
有更好的相容性。

(n+1)+

酸。因此，天然油，香料或脂肪物质中金属离子的存在导致物质本身

欢迎来电垂询！

工业

ROOH + Me(n+1)+→ ROO*+H+ + Men+

-

其产物是醇、烃，并且主要是具有低碳链长度的羰基化合物和羧

我们还可提供NC色浆，用于木器漆行业以及CAB色浆色片，具体

应用领域

ROOH + Me → RO* +OH + Me
n+

高其物理強度在电子工业上，拥有高负载能力，可用在IC板及点火线

溶剂
混合脂

定。以下是LIPOLEL®系列产品应用在化妆品领域的一些实例：

RH + Me(n+1)+ →R*+ H+ + Men+

MIN系列提供耐久性且不起化学变化，更提

产品名称
LIPOKEL®12

的性质发生严重变化（酸化）。为了抑制金属离子在天然脂肪物质中

香料：LIPOKEL®使香料味持久和减少变色现象。
活性脂肪酸LIPOKEL®：提供了更好的亲脂性成分稳定性，减少和
减缓了褪色问题。

的催化活性，必须络合和稳定金属离子的一种氧化态。产品系列：

—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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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消光粉在UV油墨中的应用
仿金属蚀刻油墨俗称“UV磨砂油墨”，它可利用丝网印刷在具有镜面光
泽的材料上印出磨砂效果，使包装印刷的质量和档次显著提高，被烟标、
酒标、化妆品、保健品等包装彩印企业广泛采用。随着包装印刷业的迅猛
发展，这种普通的仿金属蚀刻油墨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产品包装的要
求，人们对高光磨砂
产品的需求已经相对
饱和，随着人们审美
观念的不断变化，哑
光、磨砂等低光泽度
的包装效果越来越受
欢迎。

一、UV固化油墨的哑光、磨砂机理

UV油墨与溶剂型油墨相似，无机填充料在UV油墨中也经常使用，它
除了具有补强、防沉降、调节流变性等传统功能外，还具有光学方面的功
能。因为这些填料基本上是透光的，并有较高的折光率，可使入射光线在
墨层内各个方向上频繁发生折射、反射，增加有效光程，提高引发剂接受
光照射的机会。UV油墨中常见的无机填料主要包括碳酸钙、硫酸钡、氢氧
化铝、二氧化硅、滑石粉、高岭土等。在UV固化油墨中使用最多的消光剂
是无机超细合成的二氧化硅消光粉，其次是有机高分子聚合物和微粉蜡
等。
当前使用的哑光磨砂油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采用紫外线干燥的哑
光磨砂油墨，油墨内含有UV光敏树脂成分；另一类是采用自然干燥形式
（油墨内无UV光敏树脂）的非光固化型哑光磨砂油墨，其溶剂和清洗剂等
均和普通丝印油墨相似，不足的是其印刷品的视觉效果比UV光固型油墨要
差一些。利用传统溶剂型油墨印制时，其干燥速度缓慢，易产生起脏、乳
化严重、油墨附着力不理想、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所以，人们对UV哑光磨
砂油墨还是情有独钟，但在使用中常常会出现砂感不好、表面凹凸感不强
烈等问题。

二、UV油墨中消光剂应具备的特点：

1. 易于分散；
2. 消光性好，低添加量就可以产生强的消光效果；
3. 对涂膜的透明性影响性小；
4. 对涂膜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性能影响小；
5. 在油墨中悬浮性能好，能长时间储存，不会产生沉淀和分层；
6. 对油墨流变性能影响小；
7. 化学惰性高。

目前，微米级二氧化硅消光粉在油墨中使用最多。它化学纯度高，不
溶于水，化学惰性高，其折射率为1.46，与各种油墨用树脂的折射率1.4～
1.5接近。微米级二氧化硅消光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微米级沉淀法生产的
二氧化硅，其原级粒子呈链状堆积，它是目前国内外使用最多的一种；另
一种是微米级凝胶法生产的二氧化硅，其原级粒子呈三维空间网状结构，
孔容一般大于1.5mL/g。
日本东曹SILICA株式会社创立于1959年，作为全球
仅有的能同时提供沉淀法（Nipsil）和凝胶法（Nipgel）
两种二氧化硅消光粉生产工艺的公司，其消光粉产品已
经成熟地应用于家具涂料、UV竹木地板涂料、卷材涂
料、塑胶涂料、UV机壳涂料、皮革表处剂、油墨等行
业领域。
1. Nipsil（沉淀法）
水分
%

PH 4%
Susp

表观比重
g/ml

比表面积
m2 /g

吸油量
cc/100g

粒径 μm

E-200A

3.5

6.5

0.16

140

230

2.8

——

E-220A

3.5

6.5

0.13

150

230

1.5

——

K-500

4.9

6.5

0.1

222

300

2

——

型号

表面改性

E-170

3

7

0.2

120

250

3.4

活性剂

E-1009

3

6.5

0.17

130

230

3

活性剂

E-1011

4

6.5

0.12

150

230

1.5

活性剂

2. Nipgel（凝胶法）
型号

水分

PH 4%
Susp

表观比重
g/m

比表面积
2
m /g

吸油量
cc/100g

粒径 μm

表面改性

AZ-200

3

7

0.15

300

330

2.4

——

AZ-204

3

7

0.12

300

355

1.7

——

AZ-360

3

7

0.2

210

260

3.5

有机蜡

AZ-400

3

7

0.17

300

315

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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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下梢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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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产品、高品质服务

－－ 重庆分公司 程申

－－ 天津分公司 齐玥

－－ 青岛分公司 刘晓宏

三、二氧化硅消光粉在UV哑光磨砂油墨中对哑光磨砂效果的影响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分

哑光磨砂效果不强的主要原因有：
（１）哑光磨砂油墨中消光粉的选择不当；
（２）填料加入量不当；
（３）刮刀选择不当；
（４）丝网目数选择欠妥。
从哑光磨砂油墨形成机理上分析，砂感不强的原因还是无机消光粉填
料（超细二氧化硅、硅微粉、滑石粉）方面造成的原因较多，因为UV固化
油墨不同于传统溶剂型油墨，溶剂型油墨含有较多挥发性溶剂以调整粘度
等性能，成膜干燥时由于大量溶剂的挥发，墨膜体积势必大幅度收缩（膜
厚可以损失60％之多），而膜中存在的无机粒子容易暴露在干膜表面，既
达到消光效果，又增强砂感。而UV固化油墨中基本不含有挥发性组分，成
膜固化原理完全不同于溶剂型油墨，它在数秒内就可以完成干燥固化，不
存在大量溶剂挥发的过程，墨膜体积也不会有较大缩小，导致无机填料粒
子难以暴露在墨膜表面，凹凸表面难于形成，所以砂感不强。为了改善UV
磨砂油墨的收缩性能，
不得已的做法是在油墨
配方中添加适量的低毒
溶剂，增加油墨固化时
的膜体积收缩率，迫使
无机消光粉暴露于固化
墨膜表面。磨砂哑光的
形成原理示意图如下图
所示。

“哏儿都”天津位于九河汇聚后的海河

公司隶属于外电国际集团，成立于2007

另一方面，可以从UV固化工艺上加以控制，UV固化油墨和一般热固
化油墨相同，印刷后都有一个由液态转变为固态的成膜过程，但光固化油
墨又有自身的特点：
（１）光固油墨中起稀释作用的不是一般的溶剂而是活性溶剂，它是
不易挥发的活性单体，在成膜过程中参与光聚合反应，成膜后成为墨膜的
一部分。为此，对添加有二氧化硅消光粉的UV油墨，可以采用分步辐照的
方法来获得磨砂、哑光效果。
（２）UV印墨层中树脂体系的内部情况较为复杂，树脂层的固化速率
取决于该层的自由基浓度，而自由基的产生速率与该层的辐照强度及引发
剂浓度成顺变关系。在入射光强度和引发剂浓度不变的情况下，墨层的表
面层硬度要比底层硬度低，原因是上表面的树脂裸露在空气中，导致空气
中的氧气对树脂的光固化产生阻聚作用。氧分子与其他物质不同，一般物
质的基态（即稳定态）是单线态，氧的稳定态却是三线态，有两个自旋方
向相同的未成对电子，因此，可认为氧分子是双自由基。虽然氧本身是比
较稳定的，没有足够能量引发树脂聚合，但它会与聚合反应争夺自由基，
反应生成更加稳定的过氧化物，而产生的过氧化自由基非常稳定，所以，
没有引发聚合反应的能力导致上层聚合速率下降。而底层由于隔绝了氧的
抑制作用，聚合反应速度快，因此，下表面的固化度高。根据上述分析机
理，可采用如下具体办法改善哑光磨砂效果：先对湿墨层用较长波长的光
源辐照，利用其对膜层较有利的穿透效果，使下层油墨基本固化，上表面
层虽然光能相对较强但受氧阻聚的干扰，上表层固化较差，在墨层内形成
下密上疏的结构，产生一种迫使填料上浮的作用力，再加上无机填料（硅
微粉）与有机交联网络的不完全相容性，无机粒子就会被迫向固化状况较
差的表层迁移，聚集到墨层表面上去。此时再用波长较短、能量较高的光
源辐照墨层，使油墨表面层彻底固化，这样便可得到明显的哑光、磨砂效果。
除上述内容之外，UV油墨配方中对树脂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因为树脂
对消光和磨砂效果也有影响，有经验显示：当二氧化硅用作消光剂添加到
不含树脂的乙氧基化多官能单体中时，墨膜固化后，可表现出良好的磨砂
效果，但添加了环氧丙烯酸酯后，哑光、磨砂效果消失。这可能与树脂的
固化体积收缩率有关，也可能与环氧丙烯酸酯的固化速率快、抗氧阻聚性
能强有关，表面固化完全后，虽然易形成高光泽度墨膜，但不易形成哑
光、磨砂效果。而聚氨酯丙烯酸酯和聚酯丙烯酸酯的固化率相对而言要低
些，又容易受空气中氧的阻聚干扰，墨膜层内固化较好，表面固化却不够
理想，易受到墨膜内少量挥发性成分的扰动导致表面平整度下降，光泽度
降低，增强砂感效应。
另外二氧化硅消光粉同样适用于溶剂型油墨和水性油墨中，可以在不
同体系中的油墨中提供油墨哑光、磨砂的效果，根据需求的效果不同，选
择合适的平均粒径、孔隙率和密度大小的二氧化硅消光粉可达到增强涂层
哑光磨砂的特殊效果。

之滨，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

年9月，坐落于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

首都北京通往东北、华东区域的交通咽喉，

办公室位于东西快速路和山东路交叉口，

素有“河海要冲”之美誉。曾荟萃各朝遗老

地处市南区繁华地段，周边地铁、公交
便利，办公环境优雅。

遗少并被列强割据的天津，既带有西方殖

青岛分公司主要负责山东、河南及

民时代的烙印又饱含传统的中华民风。这

周边省市区域，与德国瓦克、日本东曹、

里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置身

美国科腾等二十多个世界顶级特殊化学

美丽津城您可以骑行或尝试“马车”代步徜

品供应商合作，涉及涂料、塑料、胶黏

徉“五大道”体验“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异域

剂、橡胶树脂、电池新能源、日化、油

风情；漫步鼓楼古文化街探寻各种传统手工艺品和百年老字号猎奇；

墨等多个行业领域。产品种类近四百种，产品应用范围广泛，针对性

品尝最地道的津门小吃感受津城浓郁的民间特色，闲游中国乃至东南

强，性价比高，货源稳定充足。同时在烟台、青岛地区设立仓库，为

亚最大的意大利文化集中地---意式风情街，观赏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

所在地区的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有效的提高了发货效率。

风格的建筑，似置身于意国街头体味慵懒的异域风味情调。亦或沿海

根据市场和行业的不同，青岛分公司现主要几个销售模块集中在

河漫步至永乐桥，登全球唯一栖身桥上的摩天轮---天津之眼，饱览“哏

涂料、塑料、胶黏剂、橡胶、电池行业。主推产品有：瓦克N20,东曹

儿都”全貌...

消光粉，美国科腾，美国氰特光稳定剂，日本大赛璐CMC2200，丁苯

傍晚，泛舟海河之上穿阅海河名桥，观览两岸灯火，品位津门靓景。

乳胶SBR AL-1002/3001A、SN-307R等。稳固成熟市场和产品的同时，

这城这景这文化底蕴，美不胜收，迷醉不赔！

为满足客户更多的需求，公司市场部也在不断的引进新产品，开拓新

2002年，外电国际天津分公司就诞生在这美誉中西的城市—天津！

的市场，青岛分公司在新产品的推广上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作为外电国际集团区域负责之一的天津分公司，销售覆盖华北、
东北大区，市场客户产品遍布涂料、胶黏剂、电池等各大行业，为更
好服务于所有合作伙伴，我们建立了微信群，以便第一时间解决客户
提出的问题或疑问，跟随客户解决各种随时出现的问题，构建双赢平
台。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开拓，我们坚持巩固现有市场服务好客户，
发现培育新市场，开拓挖掘潜在市场，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努
力赢得广大新老客户的认可，为广大合作伙伴今后业务的共同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付出创造付出，一切利他”是我们一直坚持和倡导的服务理念，青
岛分公司也一直秉持“客户至上，服务为本”。客户各行各业，对于产品
的需求及售后服务也是不同。发货后我们的售后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跟
进货物情况，到货后一一与客户落实确认，发票的开具也在第一时间
邮寄。每一个客户，系统中都会有详细的客户信息登记以及特殊客户
会建立客户需求档案，对于客户每次发货的要求都会一一记录，争取
每一单货物的顺利出库直到客户手中。同时客户的回访工作也会详细
天津分公司在每一位家人的辛勤付出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面

登记，及时提醒客户采购备货。这么多年老客户的稳定，新客户的加

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我们始终秉承着提升中国附加值，打造人生

入，也让分公司每一位同事更加干劲十足。诚信服务、追求卓越是我

高品质的外电企业愿景，不懈奋斗，相互激励，相互帮助，共同进

们的驰聘之风；站在客户的立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我们的处事之

步。在紧张工作之余，我们还组织各种文化活动，让我们在繁忙的工

本；驾驭品质、成为客户永远的好伙伴是我们的发展之标。

作中仍然能保持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携手并肩前行，努力营造更加
美好前景。

20周年庆刚刚落下帷幕，新的里程，相信在公司总部的带领下，
青岛分公司将会更加优化成为配套+技术+信息+库存+物流及附加值服

我们热爱脚下这片土地，热爱我们共同构筑的外电国际平台，也
期盼分享我们的吉地美景美食,因而诚挚的邀请各位伙伴们的到来，与

务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平台供应商，在未来的进口精细化工国内推广领
域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期待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我们一起感受这座具有独特韵味的城市。

天津分公司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博爱道君临大厦1721室

青岛分公司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甲，阳光泰鼎大厦1405室

Tel: 022-86729227

Tel: 0532-89091733

Fax: 022-23193239

— Work hard，Enjoy harder —

Fax: 0532-8909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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