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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理事祝词代表理事祝词

无论是哪种供应商都应对未来高瞻远瞩，为了和客户一
起开创美好的未来，本公司已做好充分准备：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安定稳妥的供货安定稳妥的供货
*采用最新工程技术
*实现高效生产为坚持不懈的研究开发新技术产品而努力。
此外 放下与Photo Imaging关联化学系列专门性特殊此外, 放下与Photo Imaging关联化学系列专门性特殊
性，充分考虑到到组织成员们的各个不同专门领域的实
力。本着敝司“万众一心”的共同目标及以顾客满意为
主的经营理念。一定以最优的技术最好的服务作为回报
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请广大 客以继续以 极地的态度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请广大顾客以继续以积极地的态度
支持和关注敝司！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社訓社訓
“如流水一般，合理自然”如流水 般，合理自然

經營理念經營理念
“客戶滿意才能創造我們的未來!”

▲基于诚实与信任，实践积极与创造 。

▲以自我开发与改革创新， 开创高科技、高品质的产品。

专业 发制造化学药水 防焊油墨▲专业研发制造化学药水及防焊油墨。



公司沿革

1995 Apr. 01 Sechang�Trading�Co.”公司成立

Apr. 18 貿易事業獲得認證

May 15 與 RBP�Chemical�Corp.(USA).簽署代理合約

1998 Apr 20 獲得 有毒及有害化學品 (#3022 9814) 銷售認證)1998 Apr. 20 獲得 有毒及有害化學品 (#3022-9814).銷售認證)

Jul. 01 註冊公司 “SECHANG�International�Co.,�Ltd.”

1999 Jul. 30 與英國 Coates�Electrographics�(U.K.).�建立銷售合約

2003 Aug. 14 搬入新工廠及辦公室

2005 Feb. 25 與 RBP�Chemical�Technology 獨家合作 ，混合生產化學藥水.

Mar. 10 註冊生產新的化學產品

Aug. 20 藥品混合設備 啟用典禮

Nov. 23 註冊新公司名稱 “Sechang�Chemical�Co.,�Ltd.”�對應新的事業體系

2006 Feb. 03 取得 ISO9001�認證 (#AJA06/9905).

Mar. 21 取得 ISO14001�認證 (#AJA06/10118).

Sep. 27 註冊生產 有毒化學藥品許可

2007 Oct. 20 針對乾膜之顯影及去膜設備，研發出新的設備清潔劑，產品名稱為 "E-Clean�DF"�00 Oct 0 針對乾膜之顯影及去膜設備，研發出新的設備清潔劑，產品名稱為

2008 Jun. 03 購入第二工廠 (1,929.6m2)�位於 #3-44�JuAhn-Dong,�Nam-Ku,�Incheon�City

2011 Feb.26 Acid�Cleaner�K1(酸洗液)自主开发

Jun. 13 设立台湾办事处

July 04 Degreaser SC1(脱脂液)自主研发July 04 Degreaser�SC1(脱脂液)自主研发

2012 May.31 Developer�CP1(显像液)自主研发

Sep.17 E-Clean�SR(PSR�装备洗涤液)自主研发

2013 Oct.14 新工厂 开工

2014 Oct.31 新工厂 竣工仪式 及 移轉 开业典礼



认 证 現 況认 证 現 況

2006
Feb. 03 取得 ISO9001�認證 (#AJA06/9905).

2006
Mar. 21 取得 ISO14001�認證 (#AJA06/10118).

2011 Mar. 21 公司附设研究所成立（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 第2011110584号

2012
July 27 获得Clean企业认证#64,028雇佣劳动部 韩国事业安全保障工团

Dec., 12 入选朝阳企业（仁川广域市）

入选风险企业（技术新用保证基金）

2013
June 04 入选风险企业（技术新用保证基金）

Inno-BI入选核心企业 （仁川地方中小企业厅）

Nov.,29 获得VISION�企业认证（仁川广域市 第2013-83号)

2014 O t 15 韓國品質經營優秀企業 (首尔經濟t新聞) 韩国品质经营 优秀企业 (首尔经济日报)2014 Oct.15 韓國品質經營優秀企業 (首尔經濟t新聞)�韩国品质经营 优秀企业 (首尔经济日报)

2015

June 04 VENTURE企业 选定 (技术信用保证基金)

Sept. 09 2015 大韩民国 BEST 新商品 选定 (韩国日报)2015 Sept. 09 2015�大韩民国 BEST�新商品 选定 (韩国日报)

Nov. 26 2015�京仁 HIT�商品 选定 (京仁日报)



领 赏 現 況

2011 Mar.�24 Stemco 感谢牌

2013

Jan.10 仁川經濟通商振興院 优秀青年工作者 获得 - LEE�YOUNG�MIN

July. 02 商务部仁川商会 长期服务 最好的工人 表彰 – CHOO JUNG SIK2013 July.�02 商务部仁川商会 长期服务 最好的工人 表彰 CHOO�JUNG�SIK

Dec.20 仁川經濟通商振興院获得表彰

Dec.�11 仁川市 贸易有功企业 获得表彰
2014

仁 贸易 功 获 表彰

Dec.�19 仁川市 获得表彰

2015

Dec.�11 中小企業振兴公团 获得表彰

2015

Dec.�28 仁川市 中小企業人 大奖 奖项 (仁川市长)�

2016

Jan.�13 2016�中小企業经营人大奖 (首尔经济日报)

2016

Mar.�25 韩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功劳牌



制造相关 认.许可 現況

2006 Sep.�27 有毒物 制造业 登錄

July.�30 危险品 仓库 承认 (新工厂)

Oct.�08 废水排放企业登錄 (新工厂)

2014 Nov.�07 有毒物 制造业 登錄 (新工厂)

Nov.�10 空气防止设施 许可 (新工厂)

Nov.�11 危险品 制做业 承认 (新工厂)



言論報道言論報道
日字 言論社 內容

2016.01.28 东亚日报 化工药剂,甚至ink,�20年经验,再次飞跃

2016.01.15 首尔经济新聞 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对象 - 热情的r&d,�药品、油墨市场的形成突出

2015.11.19 京仁日报 净工程减少不良率 降低成本

2015.09.09 韩国日报 2015�最佳新品 - 印刷电路板设备清洁能力出色

2015.01.20 时事 NEWS�TIME 化工产品的专业企业 公司简介 第3次飞跃

2014.10.16 首尔经济新聞 韩国品质经营 优秀企业 - 技术开发,用化学产品的国产化工程,

2014.08.11 京仁日报 危机中的投资 ‘化学技术自主’ 构建

2010.12.20 中央日報 尖端化工药剂,�通过实施喷嘴 Impuls 协同效应最大化

2010.05.27 韩国经济新聞 物美价廉的高品质取胜 - 弹性速度增长

2005.08.24 网络报纸 公司简介 PCB�特殊药品 国内生产

2000.10 Coates 公司
M i 世昌 International Co., Ltd.2000.10 Magazine 世昌 International�Co.,�Ltd.



::经营理念及展望

客戶滿意才能創造我們的未來!

::经营理念及展望

客戶滿意才能創造我們的未來!

准则1：員工凝聚力 VISION�Ⅰ�顾客满意

准则2:   组织强化

VISION�Ⅱ�员工福利

准则3:  专业化

准则 4：生产系统稳定化 VISION�Ⅲ�创造未来价值



::CI规程

基本 CI

::CI规程

基本 CI

应用 CI

外型
意指 “世界昌榮” 也就是世昌 “Sechang”.
顯示出 “混合” 化學與油墨,�也就是我們的主要產品.
強而有力的圖案 混合著太陽 颱風與龍的形象 代表了世昌“S h ”企圖藉由不斷地自我努

SYMBOL
強而有力的圖案， 混合著太陽、颱風與龍的形象,�代表了世昌“Sechang”企圖藉由不斷地自我努
力以開發一片新的藍海。即使是身於嚴酷的紅海般的競爭市場。
顏色
紅色代表活力 ，象徵耀眼的太楊.

外型
代表 “勇往直前”.
顏色
和諧的黑與灰意味著我們產品中混合有著化學藥水及油墨產品 ，而他們皆為”化學”。

LOGO



::組織圖::組織圖



主要经营项目

Chemical  Div. Ink Div. Engineering Div.



:: 主要经营项目::�主要经营项目

Chemical 事业部 Ink 事业部

PCB�制造用 化學藥品 影像制作,铜表面处理, 前期处理工序，集成工序,镀金工
序,
剥离 序 序 产 洗涤产

PCB�制造用 INK

剥离工序, HAL/Fusing 工序用产品 , 洗涤产品。

LPISM(PSR)inks, FPC用 inks, LDI SolderMask & 抗腐
蚀剂, etching及 镀金 register�Peelable inks, 制版印刷
用 i k 传导性 i k RFID产品

制 用

TouchScreen, Semi-con, CSP

用 inks, 传导性 inks, RFID产品

显像液,去膜液，表面处理剂, 洗涤剂产品等

精密机器及 零件生产工序 表面处理剂,洗涤剂等。精密机器及 零件生产工序 表面处 剂,洗涤剂等。



::海外技術 協力社::海外技術 協力社



PCB用之化學藥品

Dual Strip(BAT), Ultra Strip(BAT), ADF-35, ADF-55, ADF-281, DX-strip BAT, 内层
DX-45, ADC-40, DR-503 CX, DX-40, DX-40L, Fine Line 40, Devadd 414显影
特殊底片清潔劑,�無味底片清潔劑Film Cleaner影像製程

PCB用之化學藥品

Antifoam BB, Antifoam DES, AF-1104, FoamFREE ONE, Antifoam LC 消泡产品
Flexstrip软板
ADF-14 BAT, ADF-30, ADF-12 BAT双用
Microstrip ONE, ADF-25C, Microstrip 2000, ADF-10 BAT, ADF-50, ADF-202外层

p( ), p( ), , , , p ,内层

去膜

Magnabond CO-300, Layerbond 2000/Layerbond Replenisher, PrebondOxide黑化
Accuclean NF, Circutek ME-515, ME-515L, ME-08C, Sur Clean 92, Micro Etch
Chembond 300, Layer Clean CR, NC Acid Cleaner, Ultraclean NF内层清洁铜面
AT-2000, AT-3000防氧化

剥离去膜
Cu Brite PC-525, Solderplate SGR, Cu Brite CF-110, Cu Brite PC-520电镀铜
Circutek PC 701, Circutek EC 1050化学铜
Posiclean C, Posiclean B, Posiclean M, Circutek AC-300金属化处理
Magnum GE-600, Magnum K-401 Oxidizer, Magnum N-501 Oxidizer, MagnumDesmear/Etchback镀铜制造

Citrisump Sump Doctor Sump Pro Tidy Sump Tidyline EQ 100 E Clean DF & SR设备清洁剂
Rinse Aide 90, Quench Aide 96后处理
Flo Rite 150, Flo Rite 300, Flo Rite LVHAL FluxHAL/Fusing
NPS 10 & NPS 20, Magnum NPS-220 & 240Two Step
NPS 3000, NPS 3002, Select Strip Plus, M-StrpSingle StepTin/Solder 剥离去膜

Developer Control Station, Resist Stripper Control Station, Dosatron Pumps相关设备
Metal Treat 5000废水处理
DPC-20, EV Screen Cleaner, Screensol ER-250,丝钢清洁
Magnastrip500, Magnastrip 600HF, Solder Mask RemoverPSR 防焊去膜
Citrisump, Sump Doctor, Sump Pro, Tidy Sump, Tidyline EQ-100, E-Clean DF & SR设备清洁剂

其他

Oxit, Roll Tin Flux, Tincote 333其他
Developer Control Station, Resist Stripper Control Station, Dosatron Pumps相关设备



PCB用之油墨產品
主要INK 产品类别

符合無鹵標準,�可用於 LDI�.�HASL,�Ni/Au,�Immersion�Tin,�OSP,等.
超細解析度 (30mic.�Solder�Dam�achievable).�Screen�Printing,Spray/Roller/Curtain/Dip�Coating
多種顏色 及多種表面亮度 (Gloss Semi gloss Matt )

LPISM (PSR) Inks

LDI & i SMART LDI li 絲網印刷 滾輪塗佈LDI 防焊 & 蝕刻阻劑

LPRSM�for�FPC�(�取代 Polyimide�coverlay),��
UV�Cure�Coverlay(for�PET),�熱固型 Coverlay(for�PI)軟板用油墨

多種顏色 及多種表面亮度 (Gloss,�Semi-gloss,�Matt,,)

LDImagecure�&�imagecureSMART.��LDImageline�– 絲網印刷,�滾輪塗佈LDI 防焊 & 蝕刻阻劑

適用於軟板及硬板 有低 中 高黏度可選擇可剝膠 油墨

Screen�Defined,�Photo�imageable.��熱固/UV烤 鹼性/可溶於溶劑.
.絲網印刷/Dip/Roller/Spray�Coating.

蝕刻及電鍍阻劑

UV硬化型及热硬化型、阻焊膜、FPC用保护膜、可填装油墨等制版印刷用油墨

堵洞型-UV硬化型、热硬化型、形成感光性表面/填平-UV硬化型、热硬化型修补用油墨修补用油墨修补用油墨

適用於軟板及硬板.�有低、中、高黏度可選擇.可剝膠 油墨

生產 H P l 標準產品 高電阻 (160 300Ω/ )

碳 – 10,�18,�50,�160,�300Ω/sq,�及不同黏度
銀 – 0.02,�0.03,�0.2,�0.4Ω/sq.,�等.�軟板及硬板皆適用.

導電油墨

一液行及二液行/UV硬化型、热硬化型、形成感光性影像用Marking inkMarking inkMarking ink

生產 Heater�Panels.�標準產品 – 高電阻 (160,�300Ω/sq)
PTC(正溫度係數)�– 1.2~2.4Ω/sq

Printed Heaters Ink
(PTC 等)

蝕刻阻劑 :熱固/UV烤 鹼性/溶劑可溶
RFID�Coverlay�and�Protective/Dielectric�Layer.��RFID�導電油墨

RFID 产品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y / y 導電油墨



設設 備備 清清 潔潔 劑劑

E-Clean DF (Equipment cleaner for D/F Line)

:: 設設 備備 清清 潔潔 劑劑

* Advantage
清潔前 清潔後

Advantage

-強力清潔顯影及去膜槽;強力清潔顯影及去膜槽;            

- 不需拆卸任何零件， 如 噴嘴, 滾輪 …等

快速有效地溶解沉積物及乾膜膜渣

E-Clean SR (Equipment cleaner for PSR Line)

- 快速有效地溶解沉積物及乾膜膜渣

- 可重複使用 3~5次.

清潔前 清潔後 - 快速清潔, 一小時內可完成設備清潔

(30~60分鐘),

- 減少維修時間、 失誤率 ，進而增加生產時間.



::主要商品 High Light::主要商品 High Light

◆ 显像浓缩液 ◆
=> 针对客户不同需要持续开发新产品 !=> 针对客户不同需要持续开发新产品 !

■ 需要去除Resist Foot 及需要干净的 Side Wall时!

■ 需要Fine Pattern具备 对应力时！■ 需要Fine Pattern具备 对应力时！

■ 显像 Speed太慢时!

■ 作业液在 tank内 Scale管理发生问题时!

■ 经常性作业 Make up可用性减少时!p

■ 需要最低作业液自动管理System时!



::主要商品 High Light

◆ 专用剥离液 ◆

::主要商品 High Light

=> 针对客户不同需要持续开发新产品!

■ Semi-additive(Pattern Plating) 产品群的剥离粒子被
夹进 h 抽出时

g
夹进 Micro short抽出时!

■ Selective Gold 在产品群 剥离性减弱时!

■ 在Laser via hole 或者Dimple等中剥离粒子 残存时!

■ Brown oxide的 Trouble 发生时!

■ 剥离粒子在 Conveyor Roller很远时或者没有很好过滤时！

■ 剥离后酸化特别严重时!

■ 需要较高剥离速度时!

■需要最低作业液自动管理System时!需要最低作业液自动管理 y 时



主要產品及設備

清潔及檢查桶槽準備原料清潔及檢查桶槽準備原料

化學藥品 制造过程 主要產品及設備

1.主要生产项目1.主要生产项目

加入原料 不停攪拌混合加入原料 不停攪拌混合

顯影劑.
去膜劑. 
貼膜前Cu 表面前處理
微蝕.
設備清潔劑.

顯影劑.
去膜劑. 
貼膜前Cu 表面前處理
微蝕.
設備清潔劑.

加入原料 不停攪拌混合加入原料 不停攪拌混合
設備清潔劑
防焊去除劑.
PSR 剥离液

設備清潔劑
防焊去除劑.
PSR 剥离液

2.生产设备现状2.生产设备现状

搅拌完成的产品进行检查分析搅拌完成的产品进行检查分析 搅拌设备8台
CAPA : 850ton/mon
DI再生系统
集尘设备

搅拌设备8台
CAPA : 850ton/mon
DI再生系统
集尘设备

产品在规定的容器中细化后PACKING产品在规定的容器中细化后PACKING 3.R&D 设备现状

光学显微镜, AAS, 粘度计等

3.R&D 设备现状

光学显微镜, AAS, 粘度计等

出貨前儲藏出貨前儲藏
4.购买PILOT设备

显像机,强化机, 印刷机, 曝光机

4.购买PILOT设备

显像机,强化机, 印刷机, 曝光机



::乾 膜 顯 影 劑

產品名稱 : DX - 45
高濃縮 - 不需頻繁添加 清潔效果 - 消除顯影殘足

::乾 膜 顯 影 劑

高濃縮 不需頻繁添加
- 減少工作時間
- 降低廢水量

清潔效果 消除顯影殘足
- 線路側壁更直
- 優化細線路
- 設備更清潔
- 減少沉澱物發生

緩衝能力
- 產出更高
降低運轉成本

緩衝能力
- 降低運轉成本

一劑到位，不需稀釋 - 操作方便
- 不需溶解粉末
- 更環保

自動控制系統 - 控制簡單又穩定
- 更少建浴 (1次/周)
- 不需停機，可連續操作
- 較高產量較高產
- 更少停機時間

NaNa22COCO33

自動添加系統自動添加系統

NaNa22COCO33

DXDX--4545



QC 活動 (ISO 規定 及 節次 遵守):: QC 活動 (ISO 規定 及 節次 遵守)

原料檢測原料檢測 -主原料
- 副原料

製程管控製程管控
--溫度
-溼度
-過濾器
-製程優化

品質信賴度測試品質信賴度測試 -批量檢測
- 以 X-chart 管控

不良品管控不良品管控 -原因追蹤
- 不良防止

改善- 改善



:: ISO9001 & ISO14001 認證:: ISO9001 & ISO14001 認證



認證:: 認證



認證:: 認證



受賞:: 受賞



:: 受賞:: 受賞



产::新产品开发及业绩

• 2007.10.20 : E-Clean DF (设备清洁剂),占有国内市场70% 
• 2010.05.02 : DualStrip K4 (CoF 生产用感光剂剥离液), 占有国内市场 40%
• 2010.10.17 : DualStrip K5 (CoF生产用感光剂剥离液)占有国内市场 40%0 0 0 ua St p 5 (Co 生产用感光剂剥离液)占有国内市场 0%
• 2011.02.26 : Acid Cleaner K1(酸洗液) 自体开发,占有国内市场 40%
• 2011.07.04 : Degreaser SC1 (脱脂液）,占有国内市场 40%

2012 05 31 D l CP1 (显像液)占有国内市场 40%• 2012.05.31 : Developer CP1 (显像液),占有国内市场 40%
• 2012.09.17 : E-Clean SR (设备清洗液), 目前占市场30% 持续扩大中
• 2013.10.01 : Roll Cleaner K2 (Roll 洗涤剂), 自体开发, 热销中
• 2014.03.01 : Fine Strip K1 ( Dry Film 剥离液),自体开发, 热销中
2014 :  ME-SC1M (Soft Etching液)
2014 : E-Clean DF2 (设备清洁剂-親環境)2014 : E-Clean DF2 (设备清洁剂-親環境)
2015 : SC strip Series (感光剂剥离液)
2015 : Dual Strip K6 (感光剂剥离液)



:: 新開發 製品

• Materials for Touch panel : ITO Developer / Etchant / Stripper

• Advanced materials for Chip Scale Package : Poly Imide base ink

M t i l f Di l (LCD / OLED / PDP) Cl t• Materials for Display (LCD / OLED / PDP) : Cleaner etc.

• Materials for Semi-conductor : Cleaner / Degreaser  etc.g

• Materials for Precision machine : Cleaner / Degreaser etc.

• Materials for Automobile Engine : Cleaner / Degreaser etc.



中长期发展计划
1) INK 产品国产化进行中:

:: 中长期发展计划

2) 通过增大R&D 投资 提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

-. 与Ink产品原始技术所有者 SunChemical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进行中.
-.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 计划各种ink产品在韩国开始生产. 

-> 价格下调, 开发与现场相匹配的新产品，同时国内生产，并增设新的卖场

2) 通过增大R&D 投资 提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 : 

-. 上位 grade是 COF/PDI 生产者们 对新规交易及销路开拓中.
(三星集团连锁公司及 LG 集团连锁公司)
与半导体有关的零件 制造用 Chemical新品开发中-. 与半导体有关的零件 制造用 Chemical新品开发中

3) 新规事业及新市场的开发中:
-. 自体开发 :现存主要经营领域是 PCB, COF及半导体 同时还有, Copper 事业, 汽车engine零件
及其他精密机械加工使用的 Cl 等 新兴市场开拓及其他精密机械加工使用的 Cleaner等 新兴市场开拓。
-. 引入海外技术: 医疗机械清洗剂, Test机械清洗剂, (銅) 回收 System, 废水净化System(COD 及
BOD 저가기), 等导入推广中.

4) 开拓海外市场:4) 开拓海外市场:
-.台湾办事处 运作中，法人设立进行中.
-. 中国国内1号代理店 设立, 在上海及深圳设立分店和 子公司的计划.
- 确保中国及台湾地区的营业权 及营业活动正常进行. 确保中国及台湾地区的营业权 及营业活动正常进行.
-. 正在日本地区筛选设立代理店.



同行业市场现状:: 同行业市场现状

1) 主要客户

- PCB Field : 三星电气 / 三星Techwin/ LG innotek / Daedeok group/ ISU gruop
Interflex co.,ltd / Simmtech co.,ltd / Doosan电气 / 
Koreacircuit co.,ltd 等80几个公司

- CSP Field : STEMCO(三星及日本 Toray合作社) / LG innotek (Test 中)
- Photo Voltaic Field : 三星电子 / 现代重工业

kj i ld illi G C S- Inkjet Field : Dilli / G-Core System 

2) 市场现状

- PCB Field - 远东 亚洲4个国家(韩、中、日、台湾) 全世界 Trend leading.
占有全世界 PCB 生产量的 80%- 占有全世界 PCB 生产量的 80% 

- 中国 (36%) >日本(17%) >台湾(15%) >韩国(12%)
- CSP Field : LG innotek 及 STEMCO 生产量占全世界 70%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KYUNG SUNG ELECTRONICS CO., LTD



k i 及公司宣传战略:: Marketing 及公司宣传战略

1) Marketing 战略 : 不断开发符合客户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
- 提供与生产环境相适合的 Technical Support
- 按每个客户不同的生产条件提供相对应的技术及产品

2) M k i 方案

按 个客户不 产 件提供相 应 技 及产
- 按照客户需要开发产品
- 提供国际水准的新商品

2) Marketing 方案 :
- 大力宣传专门技术能力
- 对各客户进行现场访问技术商谈
- 利用Web Site宣传
- 开拓海外市场 - 设立台湾办事处

- 设立中国1号代理店.  2号进行中
- 预计设立中国工厂现场办公室

- 参加同业中的海内外展示会



::積極參與世界性PCB展會

韓國展會韓國展會
▶ KPCA Show (Korea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韓國线路板産業展)

-. 2001年起 2016年 为止连续 16年参加.
-. 2010년 – 铜展示会上开创 “新产品发表会”

国际展会
▶ TPCA Show (Taiwan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自 2012年開始 (2012.10.24 ~ 10.26)

h▶ CPCA Show (Chinese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自 2013 年開始(2013.03.19~21)

▶ HKPCA Show (Hong Kong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HKPCA Show (Hong Kong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 2013年起参加

▶ CTEX Show (Suzhou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Show, 
2014年起2014 5 14 16)-. 2014年起2014. 5.14.~16)



:: KPCA Show 2010 新产品新技术发表:: KPCA Show 2010 –新产品新技术发表



:: KPCA Show:: KPCA Show



:: KPCA Show 部分展示板:: KPCA Show – 部分展示板



公司公司 全景:: 公司公司 全景

新工厂全景 研究所新工厂全景

制造设 Pilot Line 产品制造设
备

Pilot Line



公司公司 位置

◙位置 -. 本社及1工厂 : 仁川广域市南区朱染路 75 (邮编2212222122 )
2工厂 : 仁川广域市西区佳亭路44 8 (邮编邮编 22838)22838)

:: 公司公司 位置

-.  2工厂 : 仁川广域市西区佳亭路44-8 (邮编邮编 22838)22838)
Tel : 032-581-5030 / Fax : 032-581-5028

◙ 职员数 : 20�名.



非 常 感 谢 !非 常 感 谢 !

Sechang Chemical Co., Ltd.

www.sechang.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