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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已有下列
55 家会员单位入会(按入会先后顺序)

特别赞助会员（16 家）
株式会社 Beauty & Health Innovation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王株式会社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コルマー(Kolmar)株式会社
广州花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無限極（中国）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中山）无纺日化有限公司
岩瀬コスファ(COSFA)株式会社
广州市巧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韩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邦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味の素(Ajinomoto)株式会社
肇庆市凯捷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赞助会员（39 家）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狮化工有限公司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マツモト(Matsumoto)交商
株式会社テクノーブル(Technoble)
株式会社サテイス(Saticine)製薬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山田養蜂場
M&C 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丹姿集团有限公司
日油株式会社
广州汇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市双友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クラレ(Kuraray)株式会社
クラシエホームプロダクツ(Kracie)株式会社
浙江欧诗漫特种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瑞誉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DOC Japan 株式会社
岡畑興産株式会社
富程優家健康産品武漢有限公司
森田薬粧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化学株式会社
クローダジャパン(CRODA JAPAN)株式会社

雅迪香料(广州)有限公司
カネダ(Kaneda)株式会社
ｱｻﾇﾏｺｰﾎﾟﾚｰｼｮﾝ (Asamuma)株式会社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キューピー（Kewpie）株式会社
广州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恵比须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狮王（Lion）株式会社
上海言臻贸易有限公司
千叶製粉株式会社
旭化成ケミカルズ（Chemicals）株式会社
丸红インッテクス（Intex）株式会社
广州居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波林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X :81-78-303-3077

http://www.cosmo-jc.org

1.

2015 年中日化妆品国际交流周圆满落幕

今年的日中国际交流协会的年度交流活动独具特色，和日本第七
届化妆品产业技术展-CITE JAPAN 2015 一起安排在 6 月的第一
周，称之为“中日化妆品国际交流活动周”。
6 月 1 日大会第一天的开幕式一大早会场就聚集了 100 余名的中
日会员及业内相关人士。开幕式上协会理事长杨建中博士以“共
赢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为题，介绍了协会建立 3 年以来在中日
行业内创建的业绩，更加明确了今后协会的发展前程与目标。本
次的演讲以“最新”为关键词，请来了日本动物实验替代法的权
威小岛肇博士，日本 EBC 协会专家伊达朗博士，协会中方专家张
兵武的移动互联网的新见解使得整场听众耳目一新。其中值得一
提的是特别邀请的日本高丝株式会社关于 iPS 細胞的最新研究更
是引来了不同凡响的关注。会场还为会员们准备了展台以便促进
双方进一步的认识与交流。通过之后的问卷调查，我们得知大多
数以上的会员通过这次的活动寻找到了新的启发与商机。
活动第二天带领中方会员参观了日本狮王公司的研究所，花王
公司的博物馆及味之素公司的工厂和研究所。
6 月 3～5 日的 CITE JAPAN2015，协会不但在这次的展会上出展
为会员做了宣传，还安排了引领中方会员访问日方会员的日程。
得到了众多会员的认同与好评。
演讲会会场 6 月 1 日

参观活动-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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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株式会社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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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 JAPAN 2015 6 月 3 日～5 日

2．协会初次合作第 20 届中国美容博览会，期间举办小型交流会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狮化工有限公司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マツモト(Matsumoto)交商
株式会社テクノーブル(Technoble)
株式会社サテイス(Saticine)製薬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山田養蜂場
M&C 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丹姿集团有限公司
日油株式会社
广州汇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市双友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クラレ(Kuraray)株式会社
クラシエホームプロダクツ(Kracie)株式会社
浙江欧诗漫特种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瑞誉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DOC Japan 株式会社
岡畑興産株式会社
富程優家健康産品武漢有限公司
森田薬粧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化学株式会社

第 20 届中国美容博览会（CHINA Beauty EXPO）于 5 月 19-21 在上海
隆重召开。美博会自 1999 年创办以来，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国内
外美容行业无人不晓的大型盛会。本次展会又是创了新高，观展人群
超 31 万人次。
今年本协会作为合作方，协会理事长杨建中博士亲自带领专家团队赴
上海主持了“创新护发技术”的论坛板块。5 月 20 日的主题论谈会结
束后，在浦东淳大万丽酒店举办了中日会员交流晚会。
交流会上由日本科玛苏州副总经理张祖龙先生与 Doc Japan 的研究
员伊藤女士为会员们带来了精彩演讲。当晚还邀请到了协会专家委员
会的专家们。交流晚会始终气氛热烈融洽。
中国美容博览会

交流晚会
こん

クローダジャパン(CRODA JAPAN)株式会社

雅迪香料(广州)有限公司
カネダ(Kaneda)株式会社
アサヌマコーポレーション(Asamuma)株式会社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随着协会在行业内的知名度提高，我们每月都有新的会员加入。至本
キューピー（Kewpie）株式会社
广州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我们的会员规模已突破 50 家。本次加入的 7 家新会員为中国方面以
恵比须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优妮品牌著名的肇慶市凱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波林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狮王（Lion）株式会社
上海言臻贸易有限公司
司、上海言臻貿易有限公司、広州居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日本新会员
千叶製粉株式会社
为千葉製粉株式会社、旭化成株式会社、丸紅株式会社。现在協会会员
旭化成ケミカルズ（Chemicals）株式会社
丸红インッテクス（Intex）株式会社
中国会员 30 家、日本会员 25 家共计 55 家会员。
广州居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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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波林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協会会員规模突破 50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