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ection1

Set-up3

Exhibiting4

Exploration5

Freight7

Schedule2

ORDER

Deal6

M
ANUFACTURING & PROCESSING M

ACHI
NE

RY

IN
DU

ST
RIAL EQUIPMENT & COMPONENTS

工业
设备及组件

制造加工
机械



引言

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                                                                    

                                                                        ─ Theodore Dreiser

二十多年来，会展业以年均 20% 的速度递增，行业经济效益逐年攀升，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如今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并且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中国制造网的会展业务更是为供应

商们创造了最直接的商业机会。

正如 Mr. Dreiser 所说，真实才是一切的根基。中国制造网在每年深入

27 大行业、百余场顶级展会品牌推广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展会经

验与展会实情。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制造网把最直接、最真实的展会资

讯带给大家，为供应商推荐最值得参加的行业展会。

中国制造网第二版全球展会全攻略以行业为单位，地区为目标，根据

不同地区的商业习惯、展会信息以及市场动态，提出各类优质展会的

参展建议。相信此次更具人性化的设计，一定会为您进军国内外市场

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信息储备。新版全球展会全攻略的第一册专注于

制造加工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制造网自身参展经历，为我们的金牌会

员带来最全面的机械展会推广攻略。

高效选展参展，发现行业商机。今年，您准备好去哪儿了吗？

阅读，越精彩

You are what you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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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Europe
西欧

法国巴黎国际工业配件展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型包装工业展览会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全球第一的工业领域国际性展览会

法国国际包装工业展

         以承接来样及零配件加工业务闻名的国际专业性博览会

欧洲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世界最大金属板材加工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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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首。以汽车和精密机床为

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是德国的重要象征。2017 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超 1800 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已成为德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前三大类产品。

走进德意志

在德国，会展业被视为“城市的蛋糕”，是一个渗透着深厚文化气息的现代经济产业。

全球约 2/3 的知名展览会都在德国举行。世界上营业额最大的 10 家会展公司中，德

国就有 6 家。全球 5 大展览中心中有 4 家在德国，称其为“世界展览王国”名副其实。

会展业

德国人在商务谈话中喜欢简洁、高效及直接。他们说话十分清晰，不存在模棱两可的

情况，因此在谈判中德国代表通常会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要求和疑虑。德国人在商务

活动中比较注重准时，将其视为最基本的礼貌和礼节。初次见面时一般行握手礼，与

他们握手时要称呼其头衔，或用“先生”，“女士”。总之，在和德国人进行商务谈

判时，最好做到和对方一样严谨高效，这样才更有机会达成一致。

商业文化

探索欧洲大陆
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大洲，在 21 世纪初，

经济发展水平仍居各大洲首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

展览业发源地。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是欧

洲代表性的工业大国，他们的生产规模大，工业部

门齐全，综合实力雄厚。

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英语普及率很高。语言

2017年德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海关分类 HS 编码 商品类别 2017 年 上半年同期 同比 % 占比 %

类 章 总值 81,767 77,359 5.7 10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40,916 38,130 7.3 50.0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8,034 8,209 -2.1 9.8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6,520 6,093 7.0 8.0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5,106 4,633 10.2 6.2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3,797 3,345 13.5 4.6 

第 18 类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3,347 3,146 6.4 4.1 

第 7 类 39-40 塑料、橡胶 2,799 2,506 11.7 3.4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2,694 2,897 -7.0 3.3 

第 12 类 64-67 鞋靴、伞等轻工产品 2,477 2,461 0.6 3.0 

第 8 类 41-43 皮革制品 ；箱包 1,280 1,286 -0.5 1.6 

第 13 类 68-70 陶瓷 ；玻璃 1,208 1,125 7.4 1.5 

第 1 类 1-5 活动物 ；动物产品 696 637 9.4 0.9 

第 2 类 6-14 植物产品 572 635 -10.0 0.7 

第 9 类 44-46 木及制品 526 512 2.7 0.6 

第 10 类 47-49 纤维素浆 ；纸张 490 468 4.8 0.6 

其他 1,304 1,276 2.2 1.6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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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展品范围

机械传动、电气传动、能源发电设备、工业

零部件和分承包技术、新能源技术、 环保技

术、 研发与技术、线圈及绕线技术、表面处

理技术等。

全球工业贸易领域的旗舰展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

官网：www.hannovermesse.com

展出面积：2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500 家

观众数量：200,000 人

中国 23%

中国 16.92%德国 44%

海外展商 39.08%

南亚、东亚、中亚 20%

欧盟 57% 观众构成

展商构成

展会硬实力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始创

于 1947 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已成为当今规模最大的国际工业盛会，被认为是

联系全世界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亚洲、美洲及非洲的参展商不

远万里的前来参展，使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成为一

场真正的全球性盛会。

现场直击

汉诺威工业展逢双年为小年展，逢单年为大年展。

2016 年是汉诺威工业小年展，又称为“美国年”或

者“奥巴马日”，展会现场分为工业零配件和分承

包技术展、工业自动化展、数字化工厂展、能源展、

研究与技术展等。在德国工业 4.0 时代的驱动下，

众多展商纷纷展出了各自的新品及技术。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作为工业行业的综合性盛会，

为广大观众展示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在汉诺威

工业展上，“得未来制造业者得天下”， 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化已成欧美与中国的共识。

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舞台之一，汉诺威工业展

在 2013 年 就 已 经 提 出“ 工 业 4.0” 这 一 概 念，

2016 年，工业 4.0 再次成为国际制造业界的核心

话题。不但有专门的论坛，讨论此概念未来的趋势、实施案例，还有不少参展企业把

工业 4.0 作为展览的主题，譬如西门子公司的主题是“迈向工业 4.0 — 引领数字化企

业进程”，还有德国本土公司提出了“Concept for the future”，工业自动化展区的

展示产品纷纷迎合了工业 4.0 战略，“智能制造”成为各大展商竞相展示的重点，这

也使得工业自动化展区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集中吸引了很多观众参观了解。

中国展商掠影

汉诺威工业展上中国参展企业相比去年有所增加，达到了 700 余家，仅次于当地参展商，

并且大多的中国展商都集中在工业零配件展区。近年来，中国企业虽然逐渐缩小了与

国外企业的差距，并逐步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者，但不论是装备还是制造模式，中国

企业都有待提升。参加汉诺威工业展无疑是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了解最新行业动

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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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众享活动中，中国制造网的多家优质会员企业共同参展，通过整

体的特装展位搭建，以及 MIC 的现场买家邀约为会员企业带来了高质

量的买家咨询。

缤纷样品汇

中国制造网在汉诺威工业展中设置了缤纷样品汇，集中展示了一些优

质会员的样品，并安排工作人员主动向买家推荐或讲解。现场不少参

展商纷纷送来样品，希望借助中国制造网吸引买家前来样品区寻找意

向的采购产品。

精品会员展区

在精品会员展区，有很多开始对展会效果并没有抱有很大希望的会员，

因产品在现场展示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感到出乎意料。在中国制造

网提供德语翻译的支持下，会员免去了语言不通的麻烦，获得了不少

的便利。

通过中国制造网对现场买家的邀约与指导，会员与不少买家和同行进

行了深入的洽谈沟通。中国制造网专业周到的服务以及现场千万共享

的活动形式，赢得了客户的一致赞许。

实况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① 德国大部分酒店不配备拖鞋、牙膏以及牙刷，因此

参展前要准备好日常用品。

② 四月份德国气温较低，最好携带外套并注意保暖。

③ 参展期间人流量较大，请妥善保管自己的财产安全。

参展
Tips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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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我国被国外称为世界加工工厂，原材料和劳动力

的优势使我国参展企业具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展会产品范围较广，几乎包罗了所有加工行业。

参展商表示 MIDEST 为分包专业展，通常成交后，

客户很少更换供货商，这也是广大专业参观者们

决定高价来到展会的原因。

中国展商掠影

随着欧洲经济的回暖，展会现场的接单量要比往常大。例如：宁波帝福贸易有限公司，在 MIDEST 上除

了在中国制造网展位内参与“展中展”以外，自己也设有一个展位用于展示铸件制品，他们表示和中国

制造网双管齐下，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有相当多的优质国外买家前来详细询问产品的细节。

展会上中国供应商的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越来

越多的欧洲本土企业放弃自己在欧洲本土的生产，

开始从中国以及其他市场采购组件，之后在欧洲

本土进行微调组装，如此一来不仅减少了企业成

本，也加大了利润空间，所以现场参展商都反应

此次展会的效果非常不错。

法国巴黎国际工业配件展
MIDEST

展品范围

铸锻件、铸造原辅材料及铸造技术、汽车配件、工业标准件、紧固件、泵、阀门、

电机、索具、轴承、铸造及锻造机械、半成品、金属热处理、工具、模具等。

展会硬实力

法国巴黎国际工业配件展览会（MIDEST）已经举办四十多届。该展是世界规模

最大、以承接来样、来图加工及零配件加工业务而闻名的国际专业性博览会。制

造商、构件供应商、集成装配商、和工业方案提供商在此交流洽谈，共同探讨金

属加工、塑料、电子和精密技术领域的最佳解决方案，其中钢铁及金属产品买家

最多。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法国巴黎北维勒班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midest.com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750 家

观众数量：39,000 人

国际客户和分包供应商的商贸平台

2016年买家构成

Steel / Metals 15%
Mechanical assemblies 10%
Engineering / Design / Research 9%
Automotive 9%
Aerospace 6%
Industrial maintenance 6%
Electronics 5%
Accessories / Luxury 4%
Building / Civil engineering 4%
Energy / Nuclear 3%
Health / Medical / Pharmaceuticals 3%
Chemicals and associated industries 3%
Machines tools 3%
Furniture / Furnishing 3%
Administration / Local authorities 3%
Electrical assemblies 3%
Rail materials 2%
Packaging 2%
Food industry 2%
Environment 2%
Others 5%

34070  professionals

15%  foreigners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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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样品汇

中国制造网展位内设置“缤纷样品汇”，“企业短

片”，“精品会员展区”以及“海外贸易直通车”

四大功能区，为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双向贸易提供

了全新的体验。专业靓丽的现场工作人员、豪华特

装的展位、全面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众多展商观众慕

名而来。MIDEST 千万众享活动中，中国制造网特

别为国内优质客户设立“缤纷样品汇”展示橱窗，

并由现场工作人员主动向买家进行推荐，让客户产

品在现场以多维度的介绍方式获得更多曝光。

精品会员展区

东莞政佳金属有限公司对“精品会员展区”的安排非常满意，开展首日即收获颇丰，

接待的买家量多质高，其中一位已经在上海开设分公司的法国买手对该公司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另一优质买家法国雪铁龙，欲采购用于汽车引擎的弹簧钢垫片，年采

购量不低于 150 万；该司还拿到多个专业采购商的图纸，并与比利时买家约定 11

月来华看厂。

实况

法国巴黎国际工业配件展   MIDEST

① 巴黎属于欧洲中北部，11 月份早晚温差特别大，注意防寒保暖。

② 展馆管理非常严格，进入每个馆内都需对参展证进行扫码，请妥

善保管好参展证。

参展
Tips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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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家

展商。展会从第一天开始，人流量持续增加，第

三天达到顶峰，第一天和第二天德国本地和欧洲

客人相对更多，进入开展后的第三天，中东客人

迅速增加。很多展台都可以看到供应商和采购商

洽谈的身影。展会现场大牌云集，国际行业龙头

齐聚一堂。西门子，三菱重工，松下，蒂森克虏

伯等吸引很多观众驻足。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上，中国展商大约有 70 余家，分布在不同的展馆，展示的产品以模具、冲压件

及激光切割设备为主。因为种类分布齐全，产品质量相对较高，价格适中，所以吸

引了来自各国的客人。展会现场，最受欢迎的是展示激光切割设备，它以激光切割

成的京剧中的脸谱形象巧妙地展示了其精湛的产品技术，让观众在了解产品的同时，

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此外，也有很多国内供应商以观众身份出席展会，

只为一睹行业顶尖技术和最前沿的产品。

展品范围

金属板材生产设备、轧机附属及配套、金属板材加工处理机械设备、各种用于金属

板材加工的机床、金属板、成品、零部件、元件、相关设备的零部件、工具、模具等。

展会硬实力

由 BLECH 品牌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欧洲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EURO 

BLECH）是世界上最专业的金属板材加工展览会。该展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现已

成为当今世界金属板材加工领域公认的高级盛会。参观者也正进一步向高素质的专

业观众转变，使展会真正成为专业人士交流的最佳平台。

欧洲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EURO BLECH

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板材加工展览会

展会时间：10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德国汉诺威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uroblech.com

展出面积：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00 家

观众数量：59,6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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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尔诺国际机械工业博览会
MSV

展会时间：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捷克布尔诺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bvv.cz/en/msv

中东欧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博览会

展出面积：4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500 家

观众数量：7,5000 人

展品范围

液压技术、液力技术、气动技术、密封技术、齿轮传动、链传动、带传动与传动联结件、

联轴器、万向节、万向轴等。

展会硬实力

捷克布尔诺国际机械工业博览会是中东欧地区历史最久、区域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

工业博览会之一，该博览会涵盖了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是国际展览联盟支持的国

际性大展。该展会自 1959 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有 57 年的历史，是由德国杜塞尔

多夫集团下的子公司布尔诺展览公司主办，它沿袭了德国办展的特点，从展区分布

以及展会宣传等方面入手，吸引了不少参展商前来。

现场直击：

展会逢双年为大年展，逢单年为小年展，捷克政府对展会大力支持。展会首日，捷

克总统亲临展会现场进行参观。捷克是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工业强国，其工业以机械

制造、机床、动力设备等为主，尤其是对各种工业原料、机械零配件等产品的需求巨大，

现场的参展商都表示，捷克机械展是打入中东欧市场的优良贸易平台。

中国展商掠影：

参加该展会的中国参展企业有 30 多家，主要以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区为主。展出

的产品日趋多样化，其中气动、电机、机床的展出效果良好。捷克主办方相当欢迎

中国展团参展，更是让中国以“合作伙伴国”身份参加该展并设立“中国馆”对中

国展团做重点宣传，中国驻捷克领事馆总领事都亲临中国馆参观。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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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EMBALLAGE

展品范围

工业产品包装、食品业包装、美容用品包装、美容用品包装机械、包装机械、液态

产品包装机械、包装材料、食品包装机械、印刷、标签、条形码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EMBALLAGE 迄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由于参展产品质量高、种类齐全，不仅代表

着国际包装行业的发展和创新方向，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包装行业展

会盛事之一，该展会已成为全世界包装业界采购人员最重要的聚会场所。

现场直击

法国包装展的观众大多来自法国及非洲法语国家。人气较旺。近年来，欧洲包装工

业发展很快，占据了全球包装市场近一半的份额，法国对包装质量严苛的要求使其

需求量位于欧洲包装业前三，这不仅推进了包装业展会的发展，还吸引了全世界更

多优秀的包装企业参与到展会中。

展会期间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会议活动，它不仅使业内人士领略到新的技术信息

和如今市场的需求，也有利于供应商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改进产品的结构，

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奠定基础，也为完善出口，保证出口正常指引方向。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上，多数中国参展企业选择易于携带的样品来到现场进行宣传，极少数从事包

装机械的企业托运了机器到现场进行安装、操作展示，方便买家对产品观看和了解。

大多中国展商表示法国包装展是他们走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之后也会多参加此类

展会，让国外的买家更了解中国的包装行业。

展会时间：11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法国巴黎北维勒班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all4pack.com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00 家

观众数量：95,000 人

最具影响力的包装行业展会盛事之一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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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OVER 
EXHIBITION CENTER

汉诺威展览中心
地点：德国·汉诺威

建于：1947 年

地址：Deutsche Messe，Messegelände 30521，

Hannover

网址：www.messe.de

汉诺威展览中心占地 100 万平方米，共设 27 个

展馆。作为世界级展览馆，其拥有最完美的基

础设施和建造工艺，展场内不乏各类恢弘的标

志性建筑，包括 16,000 平方米的木结构 "EXPO 

Canopy"、欧洲最大的人行桥 "Exponale" 等。

展场除了室内展览空间，还提供 58,000 平方米

的室外展览场地。展场交通非常方便，除了连通

法兰克福、汉诺威和汉堡的南北火车外，还有两

条 " 空中走廊 "，一条从西面连通火车站和 13 号

馆入口，一条从东面连通停车场和 8/9 号馆。

展馆介绍

PARC DES EXPOSITIONS PARIS 
NORD VILLEPINTE

北郊维勒班展览中心
地点：法国·巴黎

建于：1982 年

地址：ZAC Paris Nord 2，93420 Villepinte, 

France

网址：www.viparis.com

巴黎北郊维勒班展览馆是巴黎城外的一个多功能

大型展览中心，于 1982 年投入使用，目前是欧

洲最大的展览中心之一。展览会场位于巴黎北部

郊区，靠近戴高乐机场，飞机、火车、RER 快线、

高速公路等各种交通方式十分方便。展馆的展示

面积高达 191, 000 平方米，共有 7 个展厅，44

个会议厅，21 个酒吧等大面积的聚会场所。

展馆介绍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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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NO EXHIBITION 
CENTRE

捷克布尔诺展览中心
地点：捷克·布尔诺

建于：1928 年

地址：brno exhibition centre , 60300 brno-

center , Czech

网址：www.bvv.cz

布尔诺展览中心共有 24 个展览馆 , 展出规模与水

准均属世界一流 , 深获国际展览联盟高度肯定。

1998 年后，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公司接管布尔

诺展览中心，将其多年举办大型国际展的成功经

验带到捷克。展馆交通便利，可从市中心乘坐 1

号、84 号及 44 号公交车前往。

展馆介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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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渠道全球推广

˙中国制造网首页专场推广，坐享海量曝光

˙APP专场活动同步上线，打造企业专业品牌形象

˙全程享受周期更长、规模更大，展品更多的线上展会 

虚拟展厅  [ Virtual Gallery ]

   海量样品免费送达意向买家

˙中国制造网精选会员优质样品，于热门展会现场展示

˙国外买家可至中国制造网展位现场，获取线上预约的样品

˙展位位置优越，配备国际水准搭建，为你递交一张国际范儿的企业形象名片

缤纷样品汇  [ Sample Magic ]

   一场国际展会盛宴

˙中国制造网携VIP供应商飞赴展会现场 

˙在特装精品展区内，为VIP供应商提供定制化专属展示区域

˙供应商可直面海量买家

精品会员展区  [ Prime Zone ]

SMART EXPO虚拟展会是由中国制造网推出的线上线下结合的复合型展会。

它依托互联网的强大优势，利用VR、360°全景展示技术在线上呈现参展供应商优质样品，

同时资深团队携样品飞赴明星展会现场，网罗专业买家。

来中国制造网

体验全新展会推广模式

详情请至官网查看



North America
北美

美国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机床）展览会

         世界四大专业机床展之一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北美地区金属成型展会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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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北美市场，你准备好了吗？
北美洲不仅经济发达， 同时思想也十分开放和自由。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大

大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发展。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被发达国家所覆盖，北美地区的两大经济体——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工业基础雄厚、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能力巨大的国家。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工业中，制造业占全国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三，每年

为国家赚取了 4,800 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在对外贸易方面， 2016 年中美贸易额达 5196 亿美元，美国

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

北美巨头之美国

美国的会展经济十分发达。平均每年举办 13,000 个展会，直接收益 120 亿美元，同时创造展会相关收

益 1250 亿美元，高达展会直接收益的 10 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有很多的会展名城，比如奥兰多、

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底特律、拉斯维加斯等。

会展业

在正式场合美国人比较注重礼节，接见时讲究服

饰的整洁，建议穿着西装。美国人认为直率是一

种美德。美国人会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说出他

们所想的意思，并希望商业伙伴也这样做。美国

人普遍讲求时间效率，所以赴约时一定要准时到

场。在美国的商圈中有不少犹太人，所以要注意

犹太节日，圣诞节和复活节前后不宜拜访客户。

商业文化

2016 年 1-3 月美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     金额单位 ：百万美元

海关分类 HS 编码 商品类别 2016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同比 % 占比 %

类 章 总值 103,159 110,520 -6.7 10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49,166 53,365 -7.9 47.7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11,803 11,670 1.1 11.4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8,757 9,310 -6.0 8.5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5,546 6,485 -14.5 5.4

第 12 类 64-67 鞋靴、伞等轻工产品 4,719 5,380 -12.5 4.6

第 7 类 39-40 塑料、橡胶 4,292 4,500 -4.6 4.2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3,460 3,512 -1.5 3.4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3,134 3,569 -12.2 3.0

第 18 类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2,925 2,991 -2.2 2.8

第 8 类 41-43 皮革制品 ；箱包 1,770 2,016 -12.2 1.7

第 13 类 68-70 陶瓷 ；玻璃 1,586 1,571 1.0 1.5

第 10 类 47-49 纤维素浆 ；纸张 1,041 1,004 3.6 1.0

第 9 类 44-46 木及制品 981 1,081 -9.2 1.0

第 14 类 71 贵金属及制品 665 777 -14.3 0.7

第 1 类 01-05 活动物 ；动物产品 655 741 -11.6 0.6

其他 2,658 2,548 4.3 2.6

美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有 3 个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语，

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语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语言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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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
(机床)展览会

IMTS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会不独立划分中国展区，中国参展商根据自身产品类别预订不同的展馆。

大连机床及沈阳机床尤为突出，其中大连机床以 450 平的大型精装展位亮相

机床馆，引来众多买家驻足参观。据现场中国供应商反映，中国机床在美国

的中低端市场较受欢迎，展商们希望通过此次展会获得定向买家的关注，力

争早日打进高端市场。

现场直击

该展会根据产品类别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展馆，东馆的主要展品为机械配件，

西馆展示产品为工具，南馆则以大型机床为主，北馆展示研磨工具及齿轮。

众多参展企业表示参加这种专业性强的展会，不仅能加强企业品牌宣传，也

能与同行交流技术，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

世界机床工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

展会时间：9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美国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imts.com

展出面积：1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000 家

观众数量：100,000 人

展品范围

机床、刃具、成形刀具、磨具、手持工具、模件、机械部件、

液压件、气动件、机床电气、电子设备、控制、驱动系统、

测量、测试、典型数据处理、质量控制及其软件等。

展会硬实力

两年一届的美国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 ( 机床 ) 展览会是

世界机床工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机床展之一。本次参展

的上千家企业中以欧美及日本企业为主，中、韩等国参

展商也不在少数。展会中 Mazak、Mori Seiki、Haas 等

行业内大腕云集，为全世界展示了一场技术盛宴。

美洲│展会

32 33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 
技术展览会

FABTECH

展品范围

板料、型材剪床、板材折弯机棒料、阀门、压铸模具、金属板材、切割设备、金

属冲压模、压铸模、碾磨、切割、清洗、喷漆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是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金属成型

展览会， 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管材、地板、冲压和焊接展。该展会每年在美国三

大城市——芝加哥、亚特兰大及拉斯维加斯轮流举办，范围辐射全美及加拿大地区。

现场直击

金属板材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电子、家电等支柱性工业领域。随着对金属技

术要求的不断提高，金属技术的革新和换代也是势在必行。展会上，众多展商展

示了自主研发的自动化仪器，这些新型自动化仪器不仅代表了该行业的高端技术

水平，同时也展现出该行业内层出不穷的领先产品。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现场共有30 多家中国供应商，展品普遍以铸造品和模具产品为主，多用于

机械、仪器的零部件制造。现场供应商表示，中国参展商的产品与展会的关联程

度较低，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如果之后再次参加该展会，会考虑展出更

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如型材切割或者打磨技术等相关产品。

展会时间：1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芝加哥、亚特兰大及拉斯维加斯轮流举办

展会官网：www.fabtechexpo.com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300 家

观众数量：28,000 人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金属成型展览会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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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IA WORLD 
CONGRESS CENTER

乔治亚世界会议中心
地点：美国·亚特兰大

建于：1901 年

地址：285 Andrew Young International Blvd., 

NW Atlanta, Georgia 30313-1591

网址：www.gwcc.com

乔治亚世界会议中心位于亚特兰大市中心，是世

界顶级会议、运动、娱乐场所之一，拥有能容纳

72,000 人的佐治亚圆顶会场，占地 21 英亩的百

年奥林匹克公园，140 万平方英尺的展馆，105

间会议室和 2 个大型多功能厅。乔治亚世界会议

中心作为美国五大会议中心之一，自 1976 年开

放以来，已成功举办过多种大型活动，包括亚特

兰大奥运会、“超级碗”橄榄球冠军赛、国际展

销会和总统就职演说等。

展馆介绍

McCORMICK PLACE 
CHICAGO

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
地点：美国·芝加哥

建于：1960 年

地址：2301 S. Lake Shore Drive，Chicago，  

              Illinois 60616，USA

网址：www.mccormickplace.com

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每年吸引四百多万商家

和参观者前来洽商参观，由三个拥有最先进公共

设施的展馆构成，分别是南馆、北馆和湖畔中心（以

前被称为东馆）。展馆总展览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

展馆介绍

共有 112 间会议厅，8,000 个停车位。从机场出

发，可乘坐 CTA 到达展览中心。同时也可以选乘

No.3 Kings Drive Bus 和地铁抵达展馆。

美洲│展馆 美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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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中东

中东金属加工及钢铁贸易博览会

         进入中东金属加工市场最佳渠道

沙特阿拉伯国际机床展

         打开“世界油阀”，通往沙特地区的专业机床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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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已久，著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就是最有力

的见证。近年来中国同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

2015 年上半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贸易额总计 1378.55 亿美元。中国原油及其制

品进口量的 5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而中国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的公司也

在中东地区完成了大批有影响的项目。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双边贸易比例

中国对沙特出口沙特对中国出口

沙特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目前沙特政府正不断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为快

速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至 11 月，中沙双边贸

易额约 476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沙特出口 1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总体来看，

中国出口到沙特的所有商品中，机械、工具和设备出口一直高居榜首，而从沙特进

口的主要是原油和石油化工产品，这表明两国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石油天堂 - 沙特阿拉伯王国

会展业

参加中东展会是进入当地市场的重要手段，其中在达曼举办的国际建筑建材及五金

设备展览会是国内企业比较熟悉的展会。此外，沙特政府对会展业也十分地鼓励和

支持，在展会现场经常可以见到沙特的王室成员。

商业文化

阿拉伯人尚缺乏守时观念，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对方有可能出现晚到的情况。一般和

他们第一次见面不要赠送礼物，除非是私人朋友，以避免行贿之嫌。见面和告辞时

需握手行礼，但要注意，无论是握手还是递交东西，都不要用左手。沙特人的穿着

很有特色，男性身着白色长袍，女性为黑色长袍。社会地位高的人士，会在白袍外

边穿一件黑色或金黄色镶金边的纱袍。

走进中东世界

沙特阿拉伯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英语的应用在国内也比较普遍，所以

参展人员基本上能用英语和当地人沟通，也可以聘请当地的阿拉伯语翻译。
语言

41%59%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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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金属加工及钢铁贸易博览会
STEEL FAB

展品范围

机械加工及设备、管道施工设备、工具、控制技术、

测量技术、调节器技术、测试设备、NDT 无损检

测等。

展会硬实力

中东金属加工及钢铁贸易博览会每年在沙迦展览

中心举行，因其规模大，专业性强，被认为是中东

最大的金属加工、金属制造及钢铁制造装配行业

的盛会。阿联酋周边国家如伊朗、约旦、黎巴嫩等国家在建筑工程上的投资非常阔绰，

因此 STEEL FAB 为这些阔绰的买家提供了与金属加工业供应商洽谈的最佳平台。

现场直击

该展会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近 600 展商分布于 5 个展馆内，不仅有宝岛台湾的展区，

更有德国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庞大展团。现场不仅有众多展商展出的精致产品，更有

眼花缭乱的操作演示，不愧为一场专业性十足的机械盛宴。另外主办方从展会第一

天到第三天都安排了各大知名展商的宣讲会，可以看得出展商们都希望呈现企业最

好的技术给买家，主办方也是不遗余力地为展商宣传。

中国展商掠影 

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东地区的机械行业多都是由国际公司的进出口产品来维持。

而中国是自主研发和生产机械及机械零配件的大国，所以中东地区的金属及机械工

具有超过半数从中国进口，可见其中利润之大。该展会有近 30 家中国展商参加，

展会时间：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阿联酋沙迦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steelfabme.com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00 家

观众数量：26,000 人

中东最大的金属加工、金属制造业的盛会

由于中国展区紧挨宣讲会场，

有大量的专业买家出入，使

得中国展商能够更好地融入

到国际供应商中。不少中国

展商表示，在展会结束前，

他们展示的样机、样品早就

已经被当地买家预订一空。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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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国际机床展
MTE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沙特达曼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mtearabia.org

展出面积：1.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 家

观众数量：20,000 人

沙特地区唯一专业机床类展览会

展品范围

机床、钻孔机、打孔机、传动设备、精密工具、自动化工具、表面处理、钣金加工

成型设备、机器人、机床电器、相关工业电子、软件、金属加工液、冷却、润滑、

热处理及其他附件等。

展会硬实力

沙特国际机床展览会（MTE）作为沙特目前唯一一个专业机床类展览会，为中东地

区的机床制造商、贸易商及终端企业搭建了一个交流、采购与合作的平台。该展会

主办方意大利 IES 展览集团每年在沙特、埃及、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主办数十场展会，

并有着多年的办展经验、深厚的政府、媒体合作关系及广泛的代理销售网络。

现场直击

该展会买家多数来自石油公司或者建筑公司，这两大巨头一是沙特的主要经济来源，

二是沙特目前最兴盛的行业，所以展会上很容易见到微型的塔吊、挖掘机、龙门起

重机等模型展示。与其他国外展会不同，沙特展会上拥有非常多的中国公司采购专

员来寻找供应商，像中石化、中石油等国内知名石油企业都在沙特设立了自己的炼

油厂。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会分为东、西两个展馆，从展示设备上来看，中国和欧洲生产的大型制作机械

最受青睐，欧洲制造质量好、技术水平高、操作简便。而中国制造的机械优势在于

价格低廉，后续配套服务完备，与此同时，当地华人已经组建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

体系，所以沙特买家采购了不少中国制造的机械机床。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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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HR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达兰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沙特阿拉伯·达曼

建于：1985 年

地址：4344 Exhibition Rd, As Saif, Dammam

网址：www.dhahranexpo.com.sa

达兰国际展览中心由沙特商人和投资人所领导的

团体于 1985 年建成，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达兰

国际展览中心为海湾合作委员会和远东国家展会

业务的拓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该展览中心坐落

于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达曼，占地 10,000 平

方米，由两座特大展馆组成，是沙特阿拉伯东部

地区最现代化的会展设施。

展馆介绍

EXPO CENTRE 
SHARJAH

沙迦会展中心
地点：阿联酋·沙迦

建于：1977 年

地址：Al taawun Street,Al taawun,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网址：www.expocentresharjah.org

沙 迦 会 展 中 心 是 阿 联 酋 的 第 一 座 贸 易 会 展 中

心，整座会展中心分成 4 座主展馆，总面积为

128,000 平方米。展馆靠近迪拜国际机场和沙迦

国际机场，从迪拜国际机场出发需要 10 分钟左

右到达展馆，如从沙迦国际机场出发，则需 15

分钟左右的车程。阿联酋被视为通向中东国家的

第一站，而沙迦会展中心就是那把打开中东市场

大门的万能钥匙。

展馆介绍

中东│展馆 中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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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马来西亚国际机床与金属加工展览会

         马来西亚各大政府机构及商会支持展览会

泰国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

         打开泰国加工市场的金钥匙

日本东京机械要素展

         亚洲机械零配件行业顶级盛会

印尼国际机械、设备、装备、工具展

         东南亚地区制造加工机械行业内最大的专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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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金额单位 ：百万美元

海关分类 HS 编码 商品类别 2015 年 上年同期 同比 % 占比 %

类 章 总值 29,411 30,624 -4.0 10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13,511 13,965 -3.3 45.9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4,018 4,186 -4.0 13.7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3,375 3,441 -19.2 11.5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2,619 2,598 0.8 8.9

第 7 类 39-40 塑料、橡胶 1,207 1,234 -2.1 4.1

第 2 类 06-14 植物产品 801 873 -8.3 2.7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664 909 -26.9 2.3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634 618 2.6 2.2

第 4 类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561 711 -21.1 1.9

第 13 类 68-70 陶瓷 ；玻璃 535 531 0.7 1.8

第 18 类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374 386 -3.1 1.3

第 5 类 25-27 矿产品 365 380 -4.1 1.2

第 10 类 47-49 纤维素浆 ；纸张 226 238 -5.1 0.8

第 12 类 64-67 鞋靴、伞等轻工业产品 218 229 -5.0 0.7

第 8 类 41-43 皮革制品 ；箱包 161 176 -8.6 0.6

其他 142 148 -4.1 0.5

东南亚市场全攻略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

用。近年来 , 印尼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印度尼西亚的

十大类进口商品中，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家具和瓷器处于较

明显的优势地位。

东南亚之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比较著名的有“印度尼西亚五大行业展”，“印度尼西亚电

子展”，“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等等。其中中国制造网参与的印度

尼西亚建材博览会是印尼最大的综合型展会，覆盖建筑装饰材料以及制

造机械产品等行业。

会展业

与印尼商人打交道，应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印尼人不喜欢别人问他的

姓名。与印尼人做生意不能太过心急，要着眼于将来，充分展现出你的

真诚，才能获得他的信赖。一般而言，开拓印尼市场初期，委托代理商

非常必要，因为在印尼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客户诚信资料、各公司进出

口及营运的统计资料。另外，开展商务活动最好于 9 月至次年 6 月进行，

7、8 月多放假，12 月至次年 2 月阴雨连绵。

商业文化

东南亚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人力资源。1967 年 8 月 8 日东盟的

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经济

的发展。如今东南亚已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

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也愈

加频繁。

中国

东南亚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

运输设备

机电产品

进
口

出
口

矿产品

动植物油脂

塑料

橡胶

化工产品

机电产品

数据来自文章 

《东南亚国家的

进出口状况》

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英语的应用不是非

常广泛。前往的会展人员可以聘请翻译人员随行。
语言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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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机械要素展
M-TECH

展会时间：6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日本东京都有明国际展览馆

展会官网： www.mtech-tokyo.jp

亚洲机械零配件行业顶级盛会

展出面积：3.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300 家

观众数量：83,500 人

展品范围

轴承、传动装置、滚珠丝杆、齿轮、减速器、离合器、液压设备、气压设备、液压

设备用密封件、包装、连接件、管、泵等。

展会硬实力

东 京 机 械 要 素 展 (M-Tech) 是 日 本 最 大 的 制 造 业 专 业 贸 易 展， 是 Manufacturing 

World Japan 的组成部分，由日本励展博览集团始办于 1997 年，每年一届，至今已

有 20 年的历史。该展汇聚了轴承、紧固件、机械部件以及金属、塑料、橡胶等材料

加工技术。每年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瑞士、泰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

士前来参观。

现场直击：

日本是世界级工业强国，通过该展会将其领先的制造技术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和买

家进行交流。据中国制造网相关数据统计，在日本制造业中汽车工业以总产值 16%

成为第一支柱产业，而紧跟其后的是电子机械，其总生产额超过了日本整个机械工

业的 10%。

该展会参展商以日本企业为主，中国、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企业也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该展会还吸引了众多设计开发、制造、生产工程、采购和质量控制部门

的观众来到现场寻找新的产品和行业信息。

中国展商掠影：

此展会近几年才开放中国企业的参展报名，江苏、浙江、辽宁的企业为多数，其中

又以铸造产品为主。因展会按展品分类，所以中国的企业分散在 8 个展馆，大部分

中国的企业都非常满意主办方的安排，表示不仅人流量有保证，而且还能及时和其

他国家的展团交流，互换行业资讯。

许多第一次参加这个展会的中国企业表示虽然打开日本市场比较困难，但一旦和日

本买家建立了互信基础，之后的合作关系会很牢固和长久。所以约 50% 的中国展商

表示会持续参展，借以打开日本市场，找到长期合作伙伴。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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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日本东京机械要素展   M-TECH

中国制造网以大型特装展位亮相，处于紧邻东 6 馆入口的黄金位置，

集中代表了中国参展企业的硬实力，聚焦现场观众的目光。

现场实况

展会设置缤纷样品汇和精品会员展中展服务。在样品汇服务中，虽然

只有样品本身参展，但仍然吸引了不少关注产品的买家，每一家企业

都收到了意向买家的询盘。关注度最高的手术缝合线、医疗紧固件等

产品，均已吸引众多买家留下联系方式并希望带走样品作为参考。与

中国制造网一同参展的会员企业的展台前买家人流如织，其反馈当日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买家是可以深度跟进的。该会员借助中国制造网强

大的影响力收获了不少买家，为进入日本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

得一提的是佳能总部采购经理古山一幸先生来到中国制造网展台， 他

指着中国制造网的 LOGO 说，他经常访问中国制造网去寻找零配件供

应商。他们在上海的分部刚刚完成设立，将会再赴中国，希望实地拜

访中国制造网，详谈更多的合作计划。

① 日本酒店一般备有牙膏、牙刷、洗发液、浴液、 

拖鞋等。

② 乘坐滚梯时应靠左站立，将右侧让给赶路的人。

③ 展会现场人多手杂，一定要看管好随身物品。

参展
Tips

客户反馈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日本展会。该企业原本持着观望与

试水的态度报名参加中国制造网的千万众享项目，但是参展效果大大超过了其

预想。相比于同期的中国企业低人气的现状，力星平均每天接待超过 30 个意向

客户，买家络绎不绝。现场火爆的情形让远在总部的外贸主管即刻决定让参展

同事 Cathy 在展后继续留在日本拜访意向客户，并顺利找到数位愿意成为日本

代理的当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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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建材机械、建筑材料、建筑五金、采暖空调、卫浴设备、热水器及配

套设备、建筑照明、建筑设计等。

展会硬实力

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Mega Build）是励展博览集团在印尼举办的

综合型专业建材展，已经成功举办了 14 届。该展会主要关注印度尼西

亚的建筑材料、室内装修等领域，重点突出可持续建筑的环保型材料

和设计方案，是国际供应商进军印尼市场的最佳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的特装展台搭建比较多，尤其是 TOTO、INFO 等知名企业展台，

有的展位甚至配备了钢琴乐队等伴奏表演，吸引很多观众围观。展会

观众以印尼当地为主，买家专业性强，都为满足自己企业购置需求前

来参观。

中国制造网参展实况

中国制造网展位不仅整体简洁，还有新颖的优企巡播展示模式，吸引

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另外，SMART EXPO 的现场演示，为国外的买

家快速匹配中国供应商，体现线下采购匹配的快捷与时效性。

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
MEGA BUILD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印尼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megabuild.co.id

进军印尼建筑及机械市场的最佳展会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 家

观众数量：4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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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际机床与金属加工展览会
METALTECH

展会时间：5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展会官网： www.metaltech.com.my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00 家

观众数量：21,000 人

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类展览会

展品范围

CAD / CAM 系统、原型制造系统、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板材加工和金属成型加工、铸造设备、五金电

动工具、焊接紧固设备、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工

厂自动化、过程自动化等。

展会硬实力

该展览会自 1995 年至今已历时 23 届 , 每年举办一

次，是整个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机

械加工类国际贸易展览会，同时还获得马来西亚国

际贸易工业部等各大政府机构和商会的鼎力支持。

不仅如此，展会每年吸引了澳大利亚、美国、德国、

英国以及韩国、日本等众多国际展团前来参加，为

马来西亚及东盟国家的业界人士打造了机械行业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约 600 家展商参展，国内

同行业展会常见的 KUKA、ABB、HANSI 等知名企

业均参加了本场展会。马来西亚的机床工业发展程

度缓慢，展会中不乏中国、台湾、美国等地的代理商，

而这些企业都希望向马来西亚出口产品， 如有意向

扩展马来西亚市场的展商，可前来该展会寻找适合

的供应商或买家。

中国展商掠影

参展的 40 多家中国企业主要来自江苏、山东、浙江、

上海和北京等地，中国展商的展出规模大多以标摊

为主，参展产品较为单一，从展会现场了解到，很

多中国展商在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等地都选用代理商

去开拓企业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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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机械要素展
M-TECH OSAKA

展会时间：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日本大阪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mtech-kansai.jp

敲开日本机械零部件市场大门的绝佳选择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200 家

观众数量：31,600 人

展品范围

轴承传动技术、切割工具、机械弹簧、电机、各类测试仪器、液压设备、各类喷砂技术、

表面处理及改性技术、金属和塑料加工技术、工业清洗设备和管材原料等产品。

展会硬实力

大阪机械要素展是日本当地最具规模的机械组件展览会，每年 10 月在大阪举行。该

展主要以机械零部件、材料、模具及相关设备为主，现场的展品基本包罗了加工行

业的所有产品。大阪 M-Tech 的买家主要来自大阪、名古屋、兵库、京都、神户等地

区，特别是来自关西的工厂主，他们采购目的明确，现场有近八成以上参展商表示

在展会中收获颇丰，相信这是您敲开日本机械零部件市场大门的绝佳选择。

现场直击：

该展会除了日本参展商外，还有来自中国、泰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的公司前来

参展，展会总共分为 6 个展馆，现场展出的产品涉猎广泛，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重要

的机械要素。

中日两国不仅隔海相望，经贸合作也十分频繁。随着

中国制造的机械产品质量的日益提升，以及我国在价

格方面的优势，日本采购商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欲望越

加强烈，但日本买家普遍性格比较内向羞涩，一般不

会主动前来展台询问，展商可以主动出击，向经过自

己展台的买家打招呼，引导他们前来了解自己的产品。

现场也有不少参展商通过播放视频和现场解说的方式

来吸引观众，甚至有些做机械的参展商，还制作了精

美的成品让来访者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产品的情况。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会共有 50 家左右的中国参展商，大部分中国参展商对展会的买家专业度表示认

可，他们表示通过这次展会不仅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并且提高了机械加工方面的

创新能力。中国展商通过面对面和日本买家的交流，发现日本买家对产品的质量要

求非常高，一般初次采购都希望以小批量订单或者样品单为主，如果质量等方面都

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才会考虑长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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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METALEX VIETNAM

展会时间：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胡志明市西贡会议中心

展会官网：www.metalexvietnam.com

越南专业性最强的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展出面积：1.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观众数量：8,000 人

展品范围

机床、加工中心和电火花机、工厂自动化、泵、阀门、模具、铸造、线材、管材、

电缆技术测量、控制测量等。

展会硬实力

越南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METALEX VIETNAM）借助东南亚最大的机床

及金属加工机械专业性展览 METALEX 的品牌优势，已在越南享有盛名，是越南专业

性最强的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专业性展览会，同时也是我国机床和金属加工行业企

业开拓越南市场的最佳商贸平台。

现场直击：

越南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的开幕式当天，主办方邀请了政府代表和企业代表

致辞。展会现场有大约 500 家来自澳洲、加拿大、中国、日本、美国以及越南等国

内外参展商，其中金属加工、零配件、自动化加工的企业较多。日本是除越南本地

企业之外参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几乎垄断了越南的机床金属加工领域，属于当地行

业的巨头，与越南本地的贸易往来频繁并且稳固。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约有 30 家中国企业参加，大部分参展企业目前处于市场开发和拓展阶段，都是

抱着尝试的态度来参加展会。展会现场一位中国的外贸经理反馈，在越南做生意会

面临很多人员管理方面的不适应，很多中国供应商知道越南的商业机会很多，但不

知道从何处渗入，不敢贸然进入当地市场，所以像越南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

这样的线下贸易平台，是广大供应商不可多得的开发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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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
METALEX THAILAND

展会时间：1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泰国曼谷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metalex.co.th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700 家

观众数量：100,000 人

东南亚地区最权威的机床及金属加工业展

展品范围

车床、钻床、镗床、铣床、磨床、加工中心、加工单元和系统、齿轮加工机

床、刨床、插床、锯床、各类成型和精加工机床、各类机械及金属加工设计

和软件等。

展会硬实力

泰国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由励展集团泰国分公司举办，每年一届。

该展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机床及金属加工业展览会。展商主

要来自泰国、中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展出的不少展品都是首次亮相亚洲

市场，充分展示了当今世界机床工业、制造设备和技术领域的新成果。

现场直击

作为日本的第二大生产制作基地，此次展会汇集了全球各地的先进产品及技

术，许多日本知名品牌如三菱重工，富士，日立等等也悉数登场。不少行业

里知名的企业如 Kuka、ABB、OMG 等品牌也以特装展台亮相。

中国展商掠影

许多来自南京、武汉、济南、大连等地的供应商非常看重新马泰这块新兴的

市场，不止一次参加这个展会。他们纷纷以优质的机床及配件工具产品吸引

泰国以及其他国家买家前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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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金属切削金属切割工具、锻压和铸造设备、制造

自动化、CAD/CAM/CAE 系统、钣金加工 / 金属

成形、模具等。

展会硬实力

印尼国际机械、设备、装备、工具展作为东南亚

地区制造加工机械行业内最大的专业展会，至今

已有 29 年历史，展会云集东南亚各国、欧洲等

国的行业巨头，如三菱、LG、欧姆龙都纷纷带来自己优质的机械产品参展，意在开

拓东南亚市场。

现场直击

为期 4 天的展会，汇聚了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专业买家，他们都希望在展上会找到更

为先进的机械设备和稳定的合作商。印印尼买家不仅对产品的机械性能十分重视，

还对产品的价格等因素考虑良多。从征集设备来看，日本、台湾等地的机械产品最

能引起印尼当地市场的关注，而论零件、标准件等产品，中国产品更受印尼买家的

青睐。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会约有 40 家中国企业参展，大多数是首次参展，中国展商参展目的主要在于拜

访当地客户，考察当地市场以及寻找新客户。中国展商们在展会现场争取订单的同时，

也会到当地中国五金城、印尼机床市场等地去考察，推广自己的产品，寻求更多的

合作机会。来自广东顺发的起重设备供应商梁总介绍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印尼参展，

他认为应该多带一些起重设备零部件作为展品，中国产品在这个方向更有竞争力。

印尼国际机械、设备、装备、工具展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展会时间：12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印尼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心

展会官网：www.manufacturingindonesia.com

东南亚机械机床行业规模最大的展会

展出面积：2.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500 家

观众数量：3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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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BIG SIGHT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日本·东京

建于：1996 年

地址：3-21-1 Ariake, Koto-ku, Tokyo 135-0063, 

Japan

网址：www.bigsight.jp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是日本两大展览中心

之一，位于东京东南部海滨，建筑所在地是通过

人工填海造成，展览中心面积巨大，内部共有 12

个展厅，东部有 8 个，西部有 4 个。该展览中心

距东京市中心很近，如果换乘顺利，从东京站到

国际展览中心只需要 20 分钟。此外，周围还设

有很多停车场，开车去也很方便。

展馆介绍

JAKARTA INTERNATIONAL 
EXPO 

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建于：1997 年

地址：2nd floor Pusat Niaga Building，Arena JIEXPO 

Kemayoran Jakarta 10620，INDONESIA

网址：www.jiexpo.com

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位于雅加达北部，展馆总面

积 12,500 平方米，有室外停车位 7,000 个。该

场馆共有三个展馆，所有展馆都是钢架拱梁结构，

中间均无梁柱，非常实用。如从机场开车前往

展馆，需花费 30-45 分钟。另外展馆还提供了从

Mangga Dua Square 到展馆的来回免费公交车。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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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建于：1984 年

地址：41, Jalan Tun Ismail,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址：www.pwtc.com.my

吉隆坡太子世贸中心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

馆面积为 23,000 平方米，周围有重要的金融和

商业机构及娱乐中心，交通便利。该展馆以其高

水平的人性化服务和灵活的运营手段而闻名于

世。作为马来西亚最为重要的国际展会举办地，

该世贸中心已成为吉隆坡甚至是整个马来西亚的

地标性建筑。

展馆介绍

INTEX OSAKA

日本大阪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日本·大阪

建于：1985 年

地址：1-5-102, Nanko-Kita, Suminoe-ku, Osaka, 

559-0034, Japan

网址：www.intex-osaka.com

日本大阪国际展览中心展览面积为 7.5 万平方米，

自 1985 年开业以来，总共举办 3000 余场各类活

动，共接待超过 1 亿的展商和观众。展览中心包

含多个大小不同的展厅，可以同时举办多场活动。

展览中心交通便利，地铁、公交、驾车等均可到达。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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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西贡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越南·胡志明

地址：799 Nguyen Van Linh Street, Dist.7,  

Ho Chi Minh

网址：www.secc.com.vn

西贡国际展览中心室内面积有 40,000 平方米，

包括 4 个展馆，室外展览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

拥有一个 2,000 座会议中心，一个高层办公楼，

以及两个国际标准酒店。从机场驾车仅需 30 分

钟即可到达展馆，如从市中心出发可乘 34 号和

102 号公交线路抵达展馆，耗时 15 分钟左右。

展馆介绍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泰国曼谷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泰国·曼谷

建于：1997 年

地址：88 Bangna-Trad Road (Km.1), Bangna, 

Bangkok 10260, Thailand

网址：www.bitec.co.th

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于 1997 年开业，是泰国

首座可以举办大型商业展会和各类会议的综合性

展览中心。该展览中心总面积为 272,000 平方米，

其中可用于展会的面积为 50,400 平方米。展览

中心拥有 19 个会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具

体面积。展览中心可以举办从 30 人到 20,000 人

的会议，同时每天可以承受 100,000 人次的流量。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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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信用险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为买家拒收货物、拒付或拖欠货款提供

风险担保的保险服务，中国制造网和中国信保强强联合，帮您代理投保，降低收汇风险，承接有

付款帐期的赊销订单。

400-665-0758 fie@made-in-china.comg.made-in-china.com

进出口服务

出口信用险
为您保驾护航

赊销订单不敢接？

保费免预缴  不占用企业资金 风险实时预警  提前防范与规避
最高90%赔付

大额风险保障

2015 年，A 公司自行投保信用险，预缴一年保费 3.5 万美金，费用较高，还占用企业流动资金。

2016 年，中国制造网为该公司提供了集报关、收汇、信保于一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其年保费

降低至 2.5 万美金，而且还免除其预缴额，让企业更好地利用中国信保这个工具开拓国际市场。

案例

中国制造网为国内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外

贸全流程解决方案，内容包括报关报检、

外汇收结、退税申报、船务物流。

极速垫退税：收汇完成，增票收到后3个工

作日内即放退税款，0代理费，仅按退税款

的3%收垫税费（中国制造网高级会员）。

服务优势服务内容

进出口服务

400-665-0758 fie@made-in-china.comg.made-in-china.com

零

以企业年出口100万美元，退税率17%计算

自营出口 中国制造网代理出口

5 万元人民币 3万元人民币

办退税时间周期长 , 公司人力成本支出 3个工作日内放退税款 , 免代理费

费用支出

特点

示例

通关

物流

退税

外汇

服务费
极速垫退税，手续费仅为退税款的 3%

代理出口



China
中国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矿山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 

         亚洲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专业展览会

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全球知名品牌上海广印展的子品牌

上海国际水展 

         荷兰国际水处理展的亚洲区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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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工程车辆、土方机械、道路施工和养护设备、

原材料开采机械、原材料处理设备、干砂桨、

灰泥、砂浆、控制系统以及软件、通讯及

导航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矿山机械、

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以下简称“宝马

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的

工程机械行业展会，每年都会展现国内外

工程机械和建筑机械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与创新产品。历经多年的稳定发展，上海

宝马展无疑是亚洲范围内最重要的专业型

展会。该展会帮助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好

地走出国门，同时了解全球行业新动向以

便更好地进行产业升级。维特根中国首席

执 行 官 Ulrich Reichert 谈 到：“BAUMA 

CHINA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展会活动，它是

我们开拓中国和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展

会上我们会见了很多来自东南亚、印度、

中东、南美、非洲和俄罗斯的客户。”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有不少新产品的发布，如中联重

科在我们中国制造网的展位上展示的 60 米

横展臂架泵车，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

工程机械行业仍在等待复苏，而中小企业

为了避免被淘汰的机制，也在积极依靠展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 
矿山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

BAUMA CHINA

展会时间：11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b-china.cn

展出面积：3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0 家

观众数量：170,000 人

亚洲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行业展会

展商比例 观众构成

国内展商 2091家67%

国外展商 1007家33% 国外观众15%

国内观众85%

会和搜索引擎等方式开拓国外市场。因此像宝马展这样

的大型线下交流平台对于广大供应商和买家来说，都是

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海外展商同样是该展会的一大亮点，他们的创新产品与

先进技术十分受欢迎。展会海外展商数量再度增长，

来自德国、日本、美国、韩国和意大利的海外企业分

列前五位，随着海外展团的悉数亮相，进一步强化了

BAUMA CHINA 的国际化定位。

中国│展会

78 79



实况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矿山机械、工程车辆
及设备博览会 BAUMA CHINA

中国制造网此次设立三大展示区域——“缤纷样品汇”、“优企巡播”和“精品会

员展中展”，为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双向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现场实况

参与“精品会员展区”中的 4 家客户通过该活动受益颇多，不仅受到了众多买家

的关注，有的还与现场买家有了洽谈合作。4 家客户表示与中国制造网一同参展

非常满意，不仅展位价格更加优惠，还优先享有中国制造网买家资源以及工作人

员现场协助贸易洽谈等超值服务。

客户反馈

从现场沟通了解到，福建一家专业做砖机机械的企业，一开始还担心产品冷门，

或是现场客流量不够，但他们最后却成为展中展供应商的“人气王”之一，其制

砖机械样品和成型砖获得多个意向买家关注，代表该企业参展的外贸经理曾先生

也与多个买家进行了深入洽谈。

上海的一家机械公司是中国制造网多年的忠实高级会员，主营：推土机，挖掘机，

自卸卡车，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等，带着对中国制造网一如既往的专业信任度，

来参加千万众享活动，除了对现场买家的认可，更对我们现场中国制造网工作人

员的服务大力称赞。

① 展会现场很多重型机械，请在参观的时候注意安全。

② 展会前在网上提前预约可免费入场，如在展会现场办理观众入

场劵，需花费 50 元人民币。

参展
Tips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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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SHANGHAI INT'L AD & SIGN EXPO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官网：www.apppexpo.com

展出面积：2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100 家

观众数量：180,000 人

全球知名品牌上海广印展的子品牌

展品范围

数字喷墨印刷技术设备及材料、打印机及耗材、亚克力、数字标牌、展览展示、

POP、商用设施及 LED 等。

展会硬实力

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简称上海广告展）是全球知名品牌上海广印展的子

品牌。展会在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新突破，为广大观众展现全球广告标识行业的

发展趋势，让数以万计的供应商和买家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企业形象、发布新品、洽

谈贸易、寻找商机。

现场直击

上海广告展在国家会展中心共开设了 8 个展馆，各个展馆内都包含了分类清晰

的专业展商。此外，世界顶尖品牌广告技术行业大咖如惠普、佳能、爱普生、

FUJIFILM、ESKO 等悉数亮相，其先进的打印、印刷设备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围观。

展会现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多种类别的新型机型与材料闪亮登场，成为展会现

场的焦点，受到了行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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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
SIMM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simmtime.com

展出面积：11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200 家

观众数量：100,000 人

亚洲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行业展会

展品范围

金属切削机床、成形机床、特种加工机床及专用设备、数控系统、数显装置及自

动化、检验和测量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深圳机械展是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在中国华南地区首家被认可并推荐的国际级

专业展会。展会现场汇聚了近 1,200 家参展企业，3,600 多台机床系统和超过万

余种展品。展会以全球最先进的机械装备、产品工艺及技术资讯，为观众提供了

一个直观、高效的专业交流平台。

现场直击

经过数年的积累和沉淀，SIMM 基于创造产业的结构和观众参展的效果，对展示

的展品进行了专业分区，五大专业展览主题吸引了中集、宝玛等国内知名企业，

更有日本马扎克、德国通快、瑞士阿奇夏米尔等国际知名企业前来参展。从参展

企业及其技术来看，展会中新技术、新产品所占的份额明显增大，全数字化、自

动化、刀具全过程管理技术等当今世界一流。制造和加工技术已成为展会主流，

这充分体现了国内制造业正从 " 中国制造 " 转型 " 中国创造 "，从简单模仿迈向自

主创新，不断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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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工业博览会
XMIE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厦门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straitsfair.org.cn

展出面积：8.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数量：39,000 人

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的规模最大的机电展览会

展品范围

金属加工机床、钣金机械、冲床、工业机器人、伺服系统、焊接设备、智能清洁设备、

变频器、传感器 、控制器、机械传动、模具、印刷包装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厦门工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台交会），每年 4 月在厦门举行。该展会突出“智能制造”

主题，迎合“工业 4.0”浪潮，突显“一体化、智能化、自动化”特色，境内外著名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厂商和境内工业制造业领域知名品牌集中亮相，推出业内高新

技术、各类机器人等前沿产品。台交会是目前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的规模最大的机电

展览会，台交会极其注重两岸贸易交流，每年专设台湾展区，入驻大规模台湾企业，

是大陆企业开拓台湾市场及寻找台湾合作伙伴的最佳渠道。

现场直击

展会设立了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区，吸引了 OTC、YAMAHA、ABB、松下

等近百家境内外著名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厂商集中亮相。众多参展商表示，

企业若想要更好的盈利，就必须做很多辅助性的宣传。目前许多机械企业的

产品宣传资料、企业网站，不仅信息模糊，而且结构不清晰，根本不能帮助

买家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限制了众多企业的发展，也阻断了相当

一部分的新客户咨询。台交会的开展便是给广大供应商和买家提供了非常宝

贵的线下贸易交流机会。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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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
SNEC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光伏展

展会时间：5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snec.org.cn

展出面积：1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800 家

观众数量：220,000 人

展品范围

光伏生产设备、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灯具及建筑材料、LED 技术及产品、新能源

发电并网、智能输配电、智能计量与用电管理、节能及新能源汽车等。

展会硬实力

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由 19 个国际机构和组织联合创办。该展会迎来了全球

9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国际展商比例占 30% 之多，已经成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光伏盛会。

现场直击

该展会开放了 13 个展厅，汇集了如英利集团、中国正泰、ABB 等业内知名企业，

豪华特装展台随处可见。不仅如此，光伏学术论坛为历届上海光伏展中最值得关注

的一个项目，该论坛的学术委员会阵容强大，被誉为“太阳能之父”的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光伏技术和光子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马丁 ˙ 格林等全球光伏领域最具

权威的的科学家也纷纷参与其中。论坛议程涵盖光伏技术及制造的方方面面，不仅

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

现场展商反馈，光伏的发展虽然在总体上看是一条极具发展前景的道路，但这条被

国家乃至世界所重视的发展道路却并非畅通无阻，国内市场竞争很大，而且市场空

间十分有限，企业要活下去就必须在商业模式上有所突破，而光伏展就是他们与买

家最好的线下交流机会。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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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水展
AQUATECH CHINA

展会时间：6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官网：www.aquatechchina.com

荷兰国际水处理展亚洲子展

展出面积：2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400 家

观众数量：120,000 人

展品范围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分离设备、曝气设备、好氧厌氧处理装置、泵阀、管道、仪器

仪表及自动化控制、水处理药剂、紫外线、臭氧等杀菌消毒设备、膜及膜组件、过

滤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上海国际水展作为 AQUATECH 世界品牌水展亚洲站，每年 6 月在上海举办，展会云

集了水处理行业各个领域的展商，全面展现了工业与民用水处理的所有环节。展会

涵盖污水处理、末端净水及膜与水处理三大主题展。作为全球品质最高、专业性最

强的水处理展览会，上海国际水展已成为是业内人士首选的专业交流平台。

现场直击：

上海国际水展吸引了来自于全球的众多顶级厂商参与，包括水处理领域的 GE、陶氏

化学、上海城投水务、霍尼韦尔、A. O. Smith、3M、美的、安吉尔等。整个展会从

展馆的设计到装修都非常专业，给采购商及观众带来一场非常不错的展会体验。许

多国内的参展商对于自己公司的产品非常有自信，表示自己的产品从工艺设计到品

质都非常专业，由此可见国内的生产商已经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品质及体验度上。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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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ALUMINIUM CHINA

展会时间：7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aluminiumchina.com

展出面积：3.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观众数量：21,500 人

亚洲铝业年度盛会

展品范围

铝材加工设备、热处理设备、 挤压及轧制设备、 表面处理设备、检测设备、铝深加

工设备、铝初级金属产品、铝半成品、半合成品等产品。

展会硬实力

亚洲铝业年度盛会 —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是亚洲铝工业行业最权威，最具代表性

的展览会。展会收集了国内外铝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关注世界范围内铝工业的新技

术、新材料、新应用，为中国铝工业迈进“工业 4.0”打造了信息交流、技术交流、

经验交流的开放性专业平台。

现场直击

该展会到场展商以专业的生产企业、代理制造和机械生产商为主，展会现场不乏行

业内大型企业，如山东裕航，台奥铝业等。各参展商的展位摆设极具工业化特色，

甚至有些企业将一整条工业生产线带到了现场，直观展示生产流程和操作内容。 

展会现场的宣讲会和采洽会，场场人气爆棚，很多没有座位的厂家就在外围旁听等候。

主办负责人表示，中国的铝工业水平属世界领先，不仅仅是东南亚，就连欧美地区

的买家都来中国采购铝材料，所以每一届展会都会出现类似的盛况。铝在国内本身

就是热门的大宗商品，再加上国内铝加工处理工业逐渐完善，相关行业对铝及铝工

业技术的需求都非常巨大，所以对该活动如此热捧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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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机床展
EASTPO

展会时间：8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astpo.net

展品范围

金切机床、金属成形机床、制造单元 / 系统及

自动化设备、机床零部件及辅助设备、特种加

工机床及专业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上海国际机床展始办于上世纪末，历经多年的

发展现已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机床展

之一。该展会通过引入世界最大的机床展—“欧

洲机床展“的展会标准，以“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服务型贸易平台”为主题，

为业界呈现一个耳目一新的“概念 + 实体”的技术应用展示和商贸交流盛会。

现场直击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机床制造厂家，但是缺少著名的跨国机床集团和世

界级的机床企业。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重点工程所需的高档机床主要依赖进口，

国产中低档机床占据了我国机床产量的 50% 以上，而国内外市场对中高档机床的

消费量及消费额都要超过低档机床，因此国内的机床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

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上海国际机床展作为国内影响力较广的机床展之一，参展的供应商不在少数。此次

展会共启用 5 个展馆，许多海外展商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在 W1 馆独立出现，反映出

上海国际机床展对于国际化的重视。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数量：50,000 人 

执行欧洲机床展标准的国内展会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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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际机床模具展览会
JNMTE

展会时间：8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jch-mj.com

环渤海地区最大机床展

展出面积：7.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00 家

观众数量：80,000 人

展品范围

外墙外保温系统、外墙自保温系统、幕墙保温系统、屋面防水保温系统、无机保温

膏料、轻质隔墙条板、铝塑板、铝单板、铝合金装饰板、镀铝锌钢板、铝蜂窝板等、

铜装饰板等。

展会硬实力

青岛机床展是制造加工机械行业中机床专业展会，是金诺会展举办的每年 4 场机床

大联展之一。展会以“变革与智能制造”为主题，着眼智能制造领域，在原有的金

属加工馆、钣金成型馆、模具机床附件馆的基础上设立“工业机器人、轴承设备、

机床铸件、工业设计”等展区。展会现场人气火爆，观众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北

京等华北地区，专业度较高。

现场直击：

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四国后，签下非洲四大建设项目，其中制造业作为重中之重，

加大了非洲对中国制造机械设备的需求，不少中国企业已经积极响应参与。从地区

来讲，山东青岛、淄博、潍坊、济南等是重要的设备、五金、陶瓷等生产基地，加

上青岛的港口城市资源，不少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在青岛设立分公司。

主办方同期开设了 20 多场技术讲座、研讨会及多种形式的高峰论坛。其中不乏众多

行业巨头如西门子、发那科、海德汉、沈阳机床、斗山、瓦尔特等，纷纷在展会期

间举办高端技术论坛，凸显企业智能制造和创新能力。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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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印刷技术及设备器材展
ALL IN PRINT CHINA

展会时间：10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allinprint.com

展品范围

印前设备和软件、印刷设备、包装印刷设备、印刷品印后加工、装潢及表面整饰设备、

印后辅助设备及零配件、印刷纸张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印刷技术及设备器材展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批准，由多家协会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大型国

际印刷设备及技术展览会，也是中国印刷业最重要的

专业展览会之一。全印展紧扣行业发展热点，聚焦自

主创新及产业结构调整，以全面展示世界印刷业的新

技术和新产品为目标，通过和世界各地印刷及设备器

材行业同仁的交流和对话，为供需双方和中国印刷业

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现场直击

全印展亮点纷呈，“四新”经济产品层出不穷，不仅凸显了智能制造的特点和绿色

环保理念，还进一步增加了各类新产品的发布。作为展示面积最大的展商，佳能展

示了“数码印刷，全在佳能”的全新数码印刷业务品牌战略，并发布了 8 款数码印

刷新品。同时，富士、柯尼卡、美能达等众多行业内知名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引爆

全场的技术及水泄不通的现场人流量，为展会带来非常可观的销售佳绩。

展出面积：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80 家

观众数量：106,000 人

中国印刷业最重要的专业展览会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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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
橡塑胶及包装展

DMP

展品范围

模具制造机械、金属加工设备、合金、自动化技术、节能產品、工厂物料、注塑机、

吹瓶机、押出机、制袋机、压铸机、化工、塑料各类包装及印刷的设备及材料等。

展会硬实力

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橡塑胶及包装展是国内华南地区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专

业展会， 该展会作为东莞市十大会展项目之一，享有“档次最高、参观人数最多、

参观者素质最高”的美誉，其庞大的宣传攻势遍及国内外，特别注重邀请各省市及

海外买家参观。此展目前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产业商贸交易平台，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机器人以及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

现场直击

随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发达国家的模具制造业逐渐向国内转移，行业的竞争加

剧，潜力巨大的东莞模具及金属加工展无疑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让买家重拾信心，

更是供应商证明行业活力的有利契机。

展会举办了“机器人”、“中国制造 2025 暨德国工业 4.0 发展论坛”等 12 项主题活动，

并分设机械人及自动化专区、3D 打印、韩国工具馆等 9 大专题展区。展区内的机器

人行业交流研讨会座无虚席，可见高新技术行业依旧是目前的热门行业。

展会时间：1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dmpshow.com

展出面积：7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450 家

观众数量：110,000 人

东莞市十大会展项目之一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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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地点：中国·上海

建于：2001 年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网址：www.sniec.net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拥有 17 个单层无柱式展

厅，室内展览面积 200,000 平方米，室外展览面

积 100,000 平方米。自 2001 年开业以来 , SNIEC

每年举办约 100 余场知名展会 , 吸引了 500 余万

名海内外客商。展馆坐落于上海浦东经济与工业

核心发展区，地铁 2 号线、地铁 7 号线、磁浮列

车、以及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由龙阳路站步

行 10 分钟即可抵达。

展馆介绍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点：中国·上海

建于：2014 年

地址：上海青浦区盈港东路 168 号

网址：www.cecsh.com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由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

府合作共建，由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投

资建设并运营，总建筑面积 147 万平方米，是目

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该

馆位于上海市虹桥商务区西部，通过地铁 2 号线

与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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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MEN CONFERENCE  
& EXHIBITION GROUP INC

厦门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中国·厦门

建于：2000 年

地址：厦门会展路 198 号

网址：www.xicec.com

厦门国际展览中心简称“厦门会展中心”，位于

厦门闻名遐迩的地标之一环岛路的北侧。该展览

中心面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展厅净面积合计

10 万平方米，可设 5000 个国际标准性展位，拥

有多功能厅、国际会议厅等各类中高档会议室。

会展中心广场面积 5 万平方米，设有 1000 车位

的停车场。除作为室外展览展示、举办各类户外

活动的场所外，还可提供大型开幕式使用。

展馆介绍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深圳会展中心
地点：中国·深圳

建于：2004 年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

网址：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自 2004 年开馆以来，已成功举办

近 2000 场展览，1350 多场会议，共接待观众达

2,000 多万人次。会展中心交通快捷便利，驾车

前往深圳火车站仅需 15 分钟、深圳机场仅需 30

展馆介绍

分钟。地铁 1 号、4 号线在会展中心站接驳，通

过市政地下通道从馆内步行到地铁站仅 150 米，

同时有十多条公交线路直达会展中心。

104 105

中国│展馆 中国│展馆中国│展馆



QINGDAO INTERNATINGAL EXPO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地点：中国·青岛

建于：2011 年

地址：青岛市即墨市温泉镇温泉二路 7-1 号

网址：www.qingdaoiec.com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位于崂山山脉东北方向，地处

青岛市东部滨海大道即墨温泉段。博览中心室内

总展览面积约 12 万平米，可容纳 6000 多个标准

展位，室外展场约 6 万多平米，配套功能区面积

约 4 万多平米。展馆距青岛市政府约 40 公里，

可通过公路、轻轨、游艇等交通设施直接抵达，

东西南北交通十分便利。

展馆介绍

GD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中国·东莞

建于：2000 年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家具大道 1 号

网址：www.gde.cc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共有 7 个大型展馆，可提

供 15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览面积和 8 万平方米的

室外展览面积，是亚洲最大的展馆之一。馆内有

大小 11 个会议室，最大的一个可容纳 2 千多人。

展览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以厚街为圆心，一小时

车程可达广州、深圳、珠海等重要城市。临近五

大国际机场、多个国际港口、铁路物流园和高铁

站，可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便利的交通和运输服务。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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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行业的真实记录者

机械

建筑建材·五金工具

消费电子·电气电子

轻工日用及礼品·体育用品

汽摩及配件·交通运输

服装饰件及纺织·箱包

农业食品·餐饮·健康药品

家具摆设·照明

化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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