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2021年9月27-29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机器人展
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展

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应用展

工业
互联网展

机器
视觉展

激光光电
技术展

工业自动化展

旗下主题展:



推动华南制造业进一步

向高端集群发展

60,000 平方米 展会规模

48,521 人次 专业观众

超 700 家 知名企业

超 200 个 买家参观团

高品质展会赢得展商高质量评价

尽管由于疫情历经两次延期的华南工博会，凭借其”丰富内涵”依旧赢得了大量观众和买家的亲临现场。同时，众

多展商纷纷给予展会高度评价。特别是自动化与机器视觉板块领先企业德国倍福、东方马达、万可、宜科、怡合

达、鸣志、雷赛、电装、沃德、IAI、NBK、图灵、松灵、奥普特、三姆森、Basler、微视、TIS、爱特蒙特、SCAPE、

马波斯、天行测量、诚立、英昊达、速美达、汇萃、创科、大族视觉、灿锐、长步道、凤凰光学、昂视、锐视、

深视智能、华汉伟业等都对本次展会表示认可，不仅在展会内容、观众质量还是现场服务上，一致表达了对主办

方的感谢。

重大配套活动彰显高端引领作用

华南工博会期间，主办方精心策划举办论

坛、对接会等近30场重大配套活动，探讨

时代前沿课题，探索行业发展方向，促成

项目交易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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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增强展会厚实度和影响力。

9月27-29日，由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的2021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华南工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

安新馆）奉上了为期三天的工业饕餮，吸引了700多家国际巨头、行业标杆、“专精特新”在

内的制造企业，在6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上带来创新成果与技术。

展会概况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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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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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今年华南工博会在疫情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展会现场依然保持着原有的

专业性和观赏性，为企业与用户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和展示平台，亚控科

技作为国际领先的智能制造系统平台解决方案供应商，以“组态，让工业

软件更简单”为主题，携四大重量级产品线，给用户提供了完善的软件产

品线以及配套的解决方案，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12月的上海工博会

我们依然不见不散！

广东三姆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根基，辐

射全国大型工业博览会，是一个增进与客户近距离沟通

交流的优秀平台。我司在参加该展会体感还是比较深的，

无论是从展前服务、推广还是展中的秩序，每一个细仔

都体现出足够的专业度。其次我司还获得了现场论坛的

演讲机会，在展示公司技术的同时也整合交流平台的优

势资源。另外，现场人流及客户质量也比预想中的要好，

获得了众多新老客户的关注与问询，相信展会在将来会

越办越出彩，更好的助力华南制造业向前发展。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作为测量领域的知名企业，马波斯在华南工博

会这个权威的交流平台展示了高端的测量技术、

视觉检测设备以及解决方案，吸引了众多的专

业观众前来咨询。华南工博会主办方也很专业，

无论是展前推广、展中直播和通讯报道，还是

展后宣传活动等，都对马波斯的品牌起到了很

好的推广作用。预祝展会越办越好!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主办方为机器

视觉企业搭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和展示机会。

本届展会是OPT历年来参展面积最大、参展

产品和方案最齐全的一届，为客户展示了具

有竞争力的全线视觉产品和整套软硬件解决

方案，展会现场读码器和3D产品及方案吸引

众多专业观众驻足交流。今后OPT将一如既

往与汉诺威携手并进，期待2022年华南国际

工业博览会再见！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今年是我司首次参加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展

会由于受疫情影响延期两次，并最终于9月27日

顺利开幕。展会档期虽然屡次推迟，但与主办

方整个过程沟通很顺畅，并最终成功完成了展

会的全过程。此次展会收获了华南3C等各行业

的客户信息，再次与老朋友相聚，且得以结识

了一批视觉行业的新朋友。非常感谢主办方汉

诺威展览公司的组织工作，希望22年华南工博

会能更创辉煌！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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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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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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专业买家48,521人次，国内观众分别来自29个省、直辖市的专业

买家，其中华南地区的观众占了相对比例88.26%，排名前八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

广州、佛山、中山、惠州、珠海、江门。

采购角色

机构类型

超过89%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89%
参与选择和推荐

决策者

指定需求

无涉及

47.27%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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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

15.21%

9.98%

6.25%

3.86%

2.01%

1.95%

目的反馈

联络供应商和销售商

采购

收集和了解市场信息

寻求特殊解决方案、创新技术

寻求并确定新的代理商、分销商及合作伙伴

参加会议

评估参展可能性

其他

28.96%

28.76%

28.76%

26.11%

16.11%

10.11%

6.26%

0.55%

采购角色

观众业务领域

工业自动化

机床及相关行业

通用机械及机械制造

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IT与电子

3C电子/家电与电子设备制造

航空航天

电力电工设备及电力工程

建筑及建筑机械

模具制造

工程与物流机械

半导体照明及应用

通信技术/运营/服务

国防兵工

船舶制造

生物医药/医疗机械

轻工机械

包装印刷

家具、厨卫及金属制品

其他

环保装备

石化/冶金/铸造

纺织、服装及机械

轨道交通

食品、饮料

物流及交通运输

节能及服务配套

电梯制造

农业机械

21.68%

28.39%

10.74%

9.02%

7.78%

7.64%

7.63%

6.32%

6.19%

6.12%

4.56%

4.23%

4.09%

4.05%

3.71%

3.25%

3.16%

2.43%

2.32%

2.02%

1.95%

1.77%

1.74%

1.74%

1.70%

1.49%

1.35%

1.15%

1.14%

管理 生产制
造

工程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其他采购 研究
研发

广告推
广媒体

市场
销售

进出口
贸易

9.61%
9.40%

7.44%

2.53% 2.38% 0.81%

20.83% 19.92%

27.08%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

分析，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

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同期论坛 同期论坛

共举办 30+ 场论坛

参会人次达 4,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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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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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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评语 参观团评语

富士康、比亚迪、华为、美的、格力、中兴、华阳、小米、TCL、京瓷、创维、

万代、迈瑞、捷普、新宝、深科技、中核、创维、格力、长园、嘉利、普乐美、

兄弟高、坚朗、香山衡器、新美亚、东方重机等200多家企业组团赴会参观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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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本次展会的主办方汉诺威在本次展会过程

中为我们提供了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本次

展会我们安排了40多名同事观展，主要涉及生产

管理、工程工艺、智能制造、品质测量等相关岗位

的专业人员，本次展会汇聚了众多优质资源，让我

们有幸与一流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厂商进行沟通交流，

针对医疗器械制造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实现智

能制造，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思路。希望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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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本届工博会，我司组织了公司技术研发、项目采

购、设备工程等100多个技术骨干人员前往观展

交流学习，目前展会已经成了快速发展为交流和

获得信息的中心，对于我们观展人员可以开阔眼

界，交流新的知识，也可看到其他领域高端技术、

最新信息等。每年展会结束后都会不少意向设备

商根据名片、微信或其他联系方式到我司深入交

流探讨合作意向，并成为我司合格的供应设备商。

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此次展会协会组织了100多位会员企业代表们观

摩展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展会组织的人都多，

充分体验了大家对本届工博会的浓厚兴趣。现场

观众络绎不绝，企业代表也纷纷给予展会的高度

评价。主办方设身地为我们着想，提供专车接送、

茶吧、咖啡区等贴心服务，还有展会现场的志愿

者、医疗、翻译服务等各种细节。衷心祝贺展会

圆满成功举办！为主办方汉诺威团队的辛苦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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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我们对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数控机床，激光等都去交流学习探讨目前技术痛点和

难点，收获满满。非常感谢主办方汉诺威在本次展会过程中为我司提供的支援与帮助。祝

贵司会展越办越好，生意兴隆！

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越办越好，成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发展！

和热心周到的服务点赞，合作非常愉快和满意！感谢相邀、感恩相遇，下一届华南工博

会将于2022年6月7-9日在深圳举办，我们期待来年再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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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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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宣传 展会宣传

自媒体平台阅读量162,000 次

专业媒体 & 主流大众媒体 100+ 家

抖音、视频号全年播放量22,000+次

微信公众号粉丝量70,000+专业用户

微信推文全年阅读量85,000+人次

网络曝光量681,000+次

eDM推广覆盖行业内2,470,000专业买家及观众

· 大众媒体

· 户外推广
中新社、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宝安日报、中国工业报、深圳新闻网、深

圳晚报、澎湃新闻、宝安湾、今日头条、新浪网、搜狐号等多家大众媒体进行报道。

抖音

短信

百度推广
微信

邮件推送

视频号

户外广告覆盖区域：机场高速、深圳地铁、工业园区、莞深工业城、五金城、

部分专业论坛现场等。

· 线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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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行业媒体

中国工控网、中华工控网、荣格、弗戈、中广智联、智汇工业、视觉系统设计、CA168、

CA800、测控技术、产经网、亚洲控制工程、传感器与微系统、自动化信息、自动化与

仪表、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数控机床市场、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制造网、图页网、华

强电子网、工控之家网等超过80家行业媒体。



新品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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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产品



精彩集锦 精彩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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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诺威自动化展一起深入开拓中国自动化应用市场！
2022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2022年6月7-9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汉诺威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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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海霞 女士
电话/Tel: +86-21-2055 7128/7129/7130/7131
传真/Fax: +86-21-2055 7100
E-mail: sciif@h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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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20-86266690-8004
Email：sciif@hmf-china.com

参展申请表 参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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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再相见！
2022年6月7-9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机器人展
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展

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应用展

工业
互联网展

机器
视觉展

激光光电
技术展

工业自动化展
国际电路板
展览会-深圳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旗下主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