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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发展趋势
近年来，智能制造产业呈现逐年较快增长的趋势，2021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产值规模预计将超

30000亿元。随着 5G时代的到来，智能制造领域将更上一个台阶，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到 2024年，
我国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 50000亿元，发展空间广阔。

双碳目标不容置疑，企业智能化转型迫在眉睫
自 2020年以来，我国至少有 5次较大规模的 “限电 ”，这对于制造业是不小的冲击。碳中和碳达峰

是一场广泛且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不容置疑，淘汰旧产能、培育新产能是必须进行的
“刚性任务 ”，是未来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基调。中小制造企业要想在这场浪潮下脱颖而出，
智能化转型迫在眉睫。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致力于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行业前瞻 华南成制造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广东作为中国制作业 “排头兵 ”，在 2021年 8月发布的《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中提出，到 2025年，全省制造业整体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培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到
2035年，制造强省地位更加巩固，制造业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领先水平，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区
和主阵地。新一轮的大发展将为珠三角地区注入新动能，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立足深圳，辐射全国，聚
焦广深佛莞等城市，将串起一条横跨珠江东西两岸的 “工业走廊 ”，助力实现《规划》发展目标。

“十四五 ”生产端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新增长点
“当下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

数字经济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在促进生产力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如果说 ‘十三五 ’数字经济主要从消费端的平台发力，那么 ‘十四五 ’生产端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
重要的新增长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认为，着眼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是需求所致，
也是风口所在。展会作为联通线上与线下实体的交流平台，亦是新品发布的重要平台，是实现生产端数字
化、智能化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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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两大工业盛会，持续注入优势资源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作为由汉诺威工博会和中国工博会承办机构联合打造的工业盛会之一，组委会将充分运

用品牌优势，注入品质资源，为上下游企业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培育华南工业展的新名片，推动现代工业

的稳步发展。

八大主题，贯穿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涵盖：工业自动化展、机器视觉展、激光技术展、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机器人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工业互联网体验展、国际电路板展 -深圳八大主题展，从原材料到生产设备到信息技
术再到集成制造，打通智能制造上下游产业链，是一场全且深，专且精的工业盛会，届时将带来最新产品、技术
和解决方案。

强强联合，同期同地举办世界著名焊接展
2022年，世界著名焊接展 -第 26届北京 • 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将和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同期同地举行，

该展会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中国焊接协会、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德国
焊接学会、德国埃森展览公司共同主办。每年吸引数万名来自：机械制造、汽车制造、铁道机车、石油管道、船
舶、航空航天等行业专业人士前来参观。两大展会，首次联手，观众互通，产业互联，打造一场工业制造领域的 “饕
餮盛宴 ”！

聚焦 5G与 “智 ”造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将聚焦 5G与 “智 ”造升级，打通上下游合作 , 通过提升技术交流、产业服务以及促进海

内外的深入沟通，为参展商提供更多高价值的合作商机，推动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历经 25年精心培育，网罗全行业专业买家
由历经 25年培育的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 ”、“华南国际机器视觉及工业应用展览会 ”和 15年积淀的 “深

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 ” 品牌号召力和行业影响力为依托，华南工博会已经成为各行业专业人
士一年一度的首选盛会，在共享海量买家资源的优势下，将力邀来自：3C电子、汽车、包装、机械、家电、纺织、
医疗、新能源等领域的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

30+场高峰论坛，助力预判行业走势
展会同期将举办 30+场高质量的高峰论坛、技术培训，采购对接会等，将邀请政府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

产业杰出代表等共同探讨时代前沿课题，探索行业发展方向。聚焦核心技术、产业政策、商业模式等热点话题，
促成项目交易合作，助力业界预判行业未来走势，充分彰显华南工博会作为产业发展领航器和风向标的高端引领
作用。

多元矩阵，各渠道宣传“火力全开”
整合线上及线下资源，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环球时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

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中国工业报、中国工控网、中华工控网、荣格、弗戈等大众及专业行业媒体全方位宣传报
道。同时还将启动邮件推送、短信推送、微信、百度推广、抖音、视频号等线上推广渠道，线下渠道覆盖机场高速、
深圳地铁、工业园区等区域。凭借行业网络的资源优势及多重市场渠道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协助参展商获得更多
合作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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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决策力

观众回顾

机构类型

超过89%的观众对采购决策具有影响力。

89%
参与选择和推荐

决策者

指定需求

无涉及

47.27%

30.18%

12.16%

10.39%

生产厂商

代理、分销商

系统集成商

设计院、研究院所

协会、学会

政府部门、行政机关

新闻媒体

60.74%

15.21%

9.98%

6.25%

3.86%

2.01%

1.95%

展会宣传部分知名展商

近百家媒体的 100多名记者到会采访报道。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环球
时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中国工业报、今日头条、新浪网、搜狐号等多
家大众媒体进行报道等主流媒体全方位、多维度报道本届大会盛况。

2021展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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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IG视觉前沿技术与应用研讨会:视觉技术-注智赋能新基建
• LMN 2021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 第十届五洲工业发展论坛   

• APS Asia亚洲动力总成产业技术大会
• CODESYS智能制造论坛
• “十四五”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论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行业应用专题论坛（深圳）
• IMCA第十八届国际论坛2021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大会
• IMCA第十八届国际论坛2021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大会
• IMCA2021世界测试测量产业大会 

• 工业零部件采供对接会 * 具体会议以实际现场会议为准

展商好评如潮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因疫情延期两次的华南工博会在深圳宝安会展中

心顺利召开，而且办得非常成功。倍福作为参展商首
次亮相，带去了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吸引了非常多
的专业观众在展台交流，我们看到了深圳这座城市在
先进制造领域展现出的创新活力。感谢主办方一流的
组织能力，我们对此次展出的效果很满意，同时进一
步坚定了我们今后继续参展的决心。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华南自动化展是在华南工业领域中影响力非凡的展会。所

涉及的行业、工业的环节比较完善，参观者更具针对性。展会的
推广力度很大，我们很高兴看到有更多应用行业的观众来看我们
的产品，我们认为华南自动化展做得非常棒！

买家寄语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首先热烈祝贺展会圆满落幕，感谢主办方提供的此次观展机
会。此次工博之行公司组织了 2个项目部和 1个分公司，超过 100
人前往现场参观学习，收获颇丰。无论是外资品牌还是国产设备，
从产品设计到供应链，最后到组装实验，都呈现出中国制造的趋势，
国产自主研发的设备和技术占比越来越高，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广。
虽然时间匆匆，但这次参展着实让我们收益匪浅，找到了不少有价
值的技术和企业，也了解到了最新的行业信息。最后感谢主办方提
供的温馨服务，希望展会能越办越好，未来有更多知名企业参展！

富士康科技集团
这次展会主办方真的辛苦了！展会延期了两次，依然能够顺利

召开，很不容易。我们十分感谢主办方汉诺威对我们集团几个厂区
一直以来信任的邀请，并感谢为我们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本次展会
因为疫情原因多了一些流程，但有工作人员的细心周到、耐心有序
的指引，此次参观很顺利。我们集团组织了集团工程师、技术骨干、
采购人员等五百多人前往展会，获得了很多先进技术与最新行业信
息。通过这次展会，让我们采购的同事顺利地找到了优质的供应商，
找到了更为优质的资源；技术工程师们也收货满满，期待未来更多
的合作，祝贵展会越办越好！

共举办 30+ 场论坛，参会人次达 4,000 +

同期论坛

• 工业互联，新物流、新仓储
• 2021智能工厂核心标准与关键技术主题论坛 

• AI+5G+机器视觉赋能智能制造论坛
• 2021深圳信创产业发展论坛
• 2021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论坛
• 2021智能工厂供应链论坛
• 特斯拉拆解秀vs揭秘国产新能源汽车硬核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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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联系：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联系人：孙丽燕 女士/ 韩建华 女士/ 林萍 女士

电话：020-86266696 转 8016/8020/8018
E-mail: sciif@hmf-china.c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曦 先生/ 钱凯 先生/ 谢仲佑 先生

电话: +86-21-2055 7128/7129/7130
E-mail: sciif@hmf-china.com

*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is a joint venture
of Deutsche Messe and Fiera Milano Group.

DEUTSCHE MESSE AG
Contact: Mr. Andreas Wolf
Tel: +49-511-89 31193
Fax: +49-511-89 39681
E-mail: andreas.wolf@messe.de

*On behalf of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