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华南国际钣金展华南国际钣金展

华南国际钣金展，专注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华南国际钣金展，专注金属板材加工技术

2018年11月27-30日
佛山·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2018年11月27-30日
佛山·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www.metaltechchina.comwww.metaltechchina.com

聚焦金属之城 共享钣金盛宴

20
18聚焦金属之城 共享钣金盛宴

中国国际金属工业博览会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力 先生 / 余铭章 先生

电话：020-8413 8843
传真：020-3802 3815
邮箱：2254593588@qq.com
           2286295853@qq.com
网址：www.metaltechchina.com



2

汉诺威助力钣金制造2025 
立足打造华南第一钣金展

30,000平方米

展会规模

300家

展商数

40,000名

专业观众

在广东珠江西岸，一个代表中国装备制造水平的产业走廊正跃然而起，那就是——佛山。到2020年，佛山

全市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50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在中国制造业的版图上，北上广

深等中心城市多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致使制造业外迁，佛山在错位竞争中已形成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在以

制造业为主导的城市中，佛山又是基础最好的城市。相对中部城市，佛山已处于产业链高端。

佛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属之城，是全国的金属板材加工及贸易转运之地。市内遍地开花的金属物流园

区、钢铁加工市场彰显着对钣金装备的极大需求。华南国际钣金展（Metal+Tech 2018）继而应运而生，定

位前瞻布局，率先占领佛山这座钣金之都。同期配套全国最大的不锈钢展，打造中国国际金属工业博览会

的鲜亮名片，定制一场立足华南，辐射中国乃至亚洲的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工业交易展会。

2017佛山钣金、铝加工博览会在佛山顺德•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首届吸引了行业翘楚天

田、亚威、爱克等知名企业的极大重视和积极参与，近百家参展商现场展出最前沿的核心技术及产品，展

览面积达到13,000平米。2018年，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强势来袭，携手轩华展览（D•PES），为钣金2025助

力，预计展出规模突破30,000平米，吸引超40,000的专业买家亲临现场，催生新一轮合作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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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缘由
选择Metal+Tech

辐射华南     全国最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市场1

千亿体量     力源金属物流城离展馆只有一公里3

4
洼地效应     珠西带的巨大投资潜力和发展空间5

华南工业战略催生全球级别金属城     扎根佛山

共享现象级平台“中国不锈钢大会”   

权威主办方及世界级新建会展中心       行家里手 6

展商评语

天田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AMADA（天田）始终以追求与客户共同发展及通过事业

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经营理念，随着《中国制造 2025》
示范区在珠江西岸六市一区的划定，我们相信珠江西岸装

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春天即将来到，因此我们携手主办方

共同打造这一专业平台，细分专业市场，把我们的最新技

术与服务直接展现给客户，展会实际的效果符合我们的预

期，我们期待这个共同培育的平台会有更大的发展！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亚威股份以技术领先为发展战略，此次展会带来了先进的

光纤激光切割机、伺服转塔冲床、数控折弯机等先进设备。

通过此次展会加深了广佛区域老客户的关系，也发掘了许

多潜在客户。主办方的各项配合与服务体现了其扎实的专

业精神，也同时提高了展商的参展效率与效果。展会专业

观众比例领先于华南类似展会。希望明年通过德国汉诺威

展览公司的注入，实现双方更大的双赢！

爱克（苏州）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展会紧紧围绕周边高端钣金成型加工集中地，虽然是

第一届，知名度不高，但来参加的企业和来参观的专业观

众还是比较多的。爱克作为钣金加工的高端企业，有幸参

加了本届佛山展，收获满满，会有兴趣继续参加下届展会。

沃森电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袁先生

既是收到主办方的直邮邀请，也是受展商邀请特意安排了

一日来参观，感觉不亚于其他城市的钣金展会，虽然规模

有待提高，但是展商质量毫不逊色。在现场我收集了不少

有效的信息，相信广佛连线后，此展会的影响力会更大。

期待明年！

南海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秘书长 欧阳女士

此次很高兴应邀参观家门口的展会，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不

愧是有着德国品质的高质量场馆，前期主办方积极的邀请

令我对此展会倍加关注，佛山是个制造业重镇，机床企业

的用户遍地开花，如今万事俱备，有理由相信华南钣金展

会愈办愈好。明年我们更会提前通知旗下 200 多家的会

员单位，集中组织多批参观团体来到此盛会。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钣金车间工程师 阚先生

佛山及珠西带的商业氛围相当好，我司对于不出市就能了

解和参观一个对口度极高的展览会非常乐意，今年现场看

到的展商中不乏有我们的供应商，借助这个展示平台，了

解当下的产品更替及技术发展方向，是我司喜闻乐见的。

期待明年主办方能够带来更多的现场活动，我们也会提前

安排好时间做好参观计划。

观众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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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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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会议中心 登陆大厅

 1
华南国际
钣金展

 2  3
 4
 5 华南国际

钣金展

01 展馆优势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是国内首个定位在专业工业博览会

的展馆。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亲自考察提供专业的

规划设计和发展意见。是目前国内唯一配套有地面承

重 10 吨、可吊起汽车的屋顶吊钩以及可供帆船出入高

达9米的大门的展览场地。一期展览部分包含 5个展厅。

每个展厅净展览面积约 9000 平方米，二期 5 个展厅将

于 2018 年 9 月交付使用。会展中心地处广佛同城核心，

是珠三角重要的交通枢纽圈层。

02 区位优势

珠三角具备完善及成熟的工业集群，其中具规模的金属

板材市场大多集中在佛山，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区域

钣金加工、五金配件、家电配套、机箱机柜、汽摩配件

等厂商万家之多。随着国家提出《中国制造 2025》行

动纲领，未来产业优化，技术革新，品质提升都将为

基础加工业的钣金、冲压产业开启新一轮的经济引擎。

03 主办方优势

作为工博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览会（MWCS）的主

办方，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拥有多年服务机床展商的

丰富经验，对于细节做到精益求精，无论是展会效果

还是主办方服务水平都得到业内同行的一致认可。

04 政府支持

佛山当地政府对于新建场馆的规划和使用，特别出台了

针对举办工业类展会的相关扶持优惠政策，以细致和

周到的服务，崭新的设施迎接高水准的重量级展览会，

也使得主办单位可以有更大空间地去打造、培养品牌

类装备工业展览会。

展会亮点及优势

中国佛山·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华南国际
钣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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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让产品找到市场，

让市场带来买家
作为板材加工的制造生产基地——佛山，Metal+Tech旨在将这场展会作为向毗邻的行业关键采购者及决策人展

示目前各项板材加工技术及解决方案的一站式交易平台。随着一体化生产热度的升温，智能板材加工方式和数

字化钣金工厂正逐渐顺应行业趋势，不断提升效率及产出最大化。

■ 金属板材、成品及半成品

■ 传输技术

■ 分离技术

■ 成型工艺

■ 柔性板材加工技术

■ 管材/截面处理技术

■ 混合材料生产工艺

■ 设备辅料、附件

■ 镶接及紧固技术

■ 板材加工工具技术

■ 表面处理技术

■ 过程控制及质量检测

■ 数据工程

■ 信息及服务

■ 工厂及工作作坊环境保护、安全设施

展品范围

上届重要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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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 潮州市

汕头市

汕尾市

阳江市

惠州市

深圳市

东莞市

佛山市

肇庆市

云浮市

江门市
中山市

珠海市

珠西重点产业基地买家全覆盖

佛山
(家电产业基地、智能装备产业

基地、华南汽车制造基地、

机器人学院)

光电装备、风电装备产业园、五金制品产业基地、照明创新基地

中山

家电产业基地、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华南汽车制造基地、

机器人学院、精密制造装备产业基地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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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 潮州市

汕头市

汕尾市

阳江市

惠州市

深圳市

东莞市

佛山市

肇庆市

云浮市

江门市
中山市

珠海市

华南地区重点买家(排名不分先后)

其他 6.20%

观众行业分析 观众工作职能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25.80%

家电、厨卫及照明 18.40%

汽摩制造 11.70%

3C电子通讯 11.10%

工程/建筑机械 8.40%

不锈钢制品 7.70%

家具制造 4.90%

电梯制造 3.50%

电力电工 2.30%

营销/市场/运营总监 9.52%

采购/经理 28.24%

总经理 17.84%

生产/技术总监 11.92%

厂长 6.51%

董事长/总裁 4.40%

项目总监 5.22%

其他 16.35%

不锈钢制品生产基地、世界级轨道交通制造基地、

摩托车产业基地

江门
刀剪之都、五金刀具城

阳江

航空产业园、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珠海
汽车零部件制造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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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金属之城
共享钣金盛宴

展位租赁

联系方式：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孔令国 先生 / 黄雯 小姐 / 郑悦 小姐

电话：021-5045 6700*222/246/284
传真：021-5045 9355/6886 2355
邮箱：darren.kong@hmf-china.com
           vicky.huang@hmf-china.com
           Leticia.zheng@hmf-china.com
网址：www.metaltechchina.com

展览时间

2018年11月27日 09:00-17:00
2018年11月28日 09:00-17:00
2018年11月29日 09:00-17:00
2018年11月30日 09:00-14:00

布展日期

2018年11月24-26日

撤馆时间

2018年11月30日 14:00-21:00

2018年11月27-30日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光地展位

• 室内光地(18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

• 标准展位(9平方米起租)
• 围板

• 地毯

• 咨询桌X1
• 椅子X2
• 220V电源插座X1
• 中英文公司楣板X1
• 100W射灯X2

展商服务

• 公司信息会刊登陆

• 大会主办方现场服务

• 在线商务配对

• 现场上网专区服务

• 免费观众入场券

• 定期行业电子软文订阅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力 先生 / 余铭章 先生

电话：020-8413 8843
传真：020-3802 3815
邮箱：2254593588@qq.com
           2286295853@qq.com
网址：www.metaltechchina.com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