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P2018 第二十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胶及包装展
GIRIE2018 第五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
20th DMP Dongguan International Mould and Metalworking Exhibition
5th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Robot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Exposition
同期举行：
第五届华南国际钣金及激光产业展
第八届国际（东莞）铸业展
第四届华南国际 3D 打印展
第十四届电镀工业、表面处理及涂料展
日期：2018 年 11 月 27-30 日
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
规模空前! 11.4 万平米，6200 个摊位, 1400 家参展商, 12 万余名专业观众
汇聚全球先进金属加工、模具及塑胶机械设备!
免费酒店住宿招待新买家（包括海外及广东省以外, 但不包括香港及澳门买家）
专题馆：机械人及自动化专区、3D 打印智造展区、工程塑料区、刀具馆、香港塑胶机械协会
展区、台湾馆、台湾区模具公会展区
同期活动：
2018 全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报告会
第九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大会
第 3 届东莞国际刀具节
2018 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
主办单位：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讯通展览公司
支持单位:
日本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JPM)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铸造业总会
香港塑胶机械协会
香港模具及产品科技协会
香港金属制造业协会
香港电镀业商会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
香港机器人及自动化协会
香港螺丝业协会
深圳市模具技术学会

查询: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讯通展览公司全资附属公司）
上海市打浦路 1 号金玉兰广场西楼 803 室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139 1625 1946
电话：021-63045419 * 216
传真：021-64181136 * 0216
邮箱：wangzihong@xt-sh.com
微信 QQ：23364951

展览范围
模具及金属加工展:
 模具制造机械。
 金属加工设备、合金、钢材及其它原材料。
 节能产品、工厂物料、物流及仓储、表面处理及涂料、精密量度及检测仪。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展:
 机器人、机械手
 工业 4.0、工厂自动化
 自动化技术及设备
塑胶及包装展:
 注塑机、吹瓶机、押出机、制袋机、橡胶机。
 机械手、热流道系统、塑料辅件设备。
 化工及塑料原料。
 各类包装及印刷的设备及材料。
钣金及激光产业展:
 钣金设备：剪板机、折弯机，以及钣金表面处理、钣金零部件、钣金结构件等
 激光设备：激光机、激光切割机、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机
 锻造机械：锻压机械、模锻设备、自由锻设备及锻压模具；冲床、冲压自动化设备及冲
压模具等
3D 打印智造展:
 工业级 3D 打印机、逆向成型设备、快速成型机、快速制造设备及桌面级 3D 打印机。
 三维扫描仪、三维测量仪、三坐标测量机/仪、激光跟踪仪及逆向工程、三维设计软件。
 3D 打印耗材：金属粉末、光敏树脂、塑料粉末材料等。
 3D 打印服务、手板制作以及其他快速成型、逆向工程服务。
压铸及铸业展:
 压铸设备、铸造设备及工业炉。
 压铸模具及技术、铸件及原材辅料。
 工业自动化技术设备。
电镀工业、表面处理及涂料展:
 电镀整厂设备、原料、精优电底、生产解决方案。
 表面处理设备、工程、表面处理及涂装加工。
 涂装设备、材料、应用方案。
 绿色环保生产、环境保护生产方案。

参展费
RMB

US$

标摊/9平方米

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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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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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摊/9平方米

16200

2657

空地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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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摊/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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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

空地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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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4A/5/6/7号馆

标摊/9平方米

8000

1312

（暂定）

空地 /平方米

840

138

DMP2018参展费
3号馆
1及2号馆
新4B馆

面积折扣

3-5个展位: 9折
6-7个展位: 8.5折
8个展位或以上: 8折

*特优展位另加20%附加费 *外币价将按汇率调整, 以高者为准。
2018年起展馆可能要收特装管理费, 金额以展馆日后公布为准。
机械用电,水及压缩气的 50%补贴资助给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签约及付款的客户。








标准摊位配备: 每 9 平方米(3mx3m) 包括：三面围板、地毯、一条中英楣板文字、1 张
询问柜台、2 张折椅、一个纸篓、2 支光管及一个 3A 单相电源插座 (包括 500W 以内的
非灯具及非机器用电)。
空地: 面积不少于 18 平方米，不含地毯。
参展规定: 参展商不得将摊位部分或全部分租或转让给他人,违者需补回差价。每位参展
商只可刊出一份会刊数据及摊位楣板文字。
第 1 排展位限高 3.8m;第 5 排展位限高 4.5m;背靠背的空地展位，限高 5 米; 1/4/5/6/7 号
馆展高 4.5-5m
50%订金必须于签约后 7 天内缴付, 余款须在开展前 1 个月付清, 否则合约无效。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6 月 31 日

场刊广告
全版彩色￥8,500 / 半版彩色￥5,200 / 全版黑白￥5,200 / 半版黑白￥3,300

展会规模

上届成绩

预计2018规模

会场面积

113658平方米

120000平方米

摊位数目

6216个

7000个

参展公司

1381家

1500家

观众买家

120799人次

130000名

DMP-全球工业盛会, 带你更接近买家





华南地区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专业展会。
东莞市十大会展项目。
挡次最高、参观人数最多、参观者素质最高。
拥有华南地区以至世界各地最强大及不断更新的买家数据库。





庞大宣传攻势，遍及全国和海外，特别注重邀请各省市及海外买家参观。
讯通曾是香港首家上市之展览主办单位，实力雄厚，二十多年办展经验, 提供优质服务，
是信心的保证。

市场消息




中国市场发展蓬勃,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为 7%。
东莞是华南地区最庞大的工业基地, 东莞共有 180 多个工业区及经济区。
东莞市共有 32 个镇，5 万多家企业，其中三资企业占 15,000 多家。总面积 2,465 平方公
里, 人口 1,000.63 万人。

去年盛况
为加快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通过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需对接、广东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讯通展览公司承办的“2017 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博览会”
（简称“智博会”），已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本届智博会以“绿色制造、智造未来”为主题，展示智能装备发展和智能制造技术
在推进节能低碳等绿色制造方面的成果。展会设 8 大专业展馆，面积 11.4 万平方米，6216 个
展位，共 1381 家企业参展，采购商、参展人数逾 12 万人。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及东莞市
领导、国内外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界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主流媒体出席了本届
智博会，参加开幕式及各项主题活动，共同为中国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谱写了新篇章！
今届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方面有 165 家参展商，占 9290 平方米，比去年这方面的展商数 124
家及 5388 平方米，大幅增长了 72%。
展会期间, 举行了 2017 全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报告会、第八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
大会、第 2 届东莞国际刀具节、2017 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等。
参展设备主要应用于：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机器及生产设备制造业、模具工业、电子、计
算器、电讯产品、汽车、家庭电器、玩具、家具及建材、医疗设备等行业。
参展商数目及来源地分布
中国 1234 家(东莞 , 其他广东地区, 外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74, 台湾 41, 日本 7, 韩国
13, 德国 8, 意大利 2,法国 1,美国 1, 合共 1381 家。
外国企业通过中国分公司的参展数目
日本 34 家, 德国 19, 美国 6, 瑞士 5, 意大利 4, 英国 3, 奥地利 3, 瑞典 2, 新加坡 1, 韩
国 1, 法国 1, 以色列 1, 土耳其 1, 台湾 1, 合共 82 家。
参展商及买家来自世界各地
参展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日本、韩国、意大利、美国、德国、瑞士、英国、奥地利、瑞
典、新加坡、法国、以色列、土耳其、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历届买家来自：中国、澳门、香港、台湾、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
美国、德国、俄罗斯、泰国、墨西哥、土耳其、英国、智利、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秘鲁、
菲律宾、瑞士、乌克兰、委内瑞拉、越南、老挝、尼日利亚、科特迪瓦、马里、刚果、埃塞
俄比亚、乌干达、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伊朗、沙地阿拉伯、
突尼斯、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

展示最新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DMP 云集世界各地知名企业：奥地利威猛巴顿菲尔、美国哈斯、日本发那科、沙迪克、JSW、
星精机、有信精机、三菱电机、THK、巨轮、巨冈、艾尔发、大连机床、广州数控、拓斯达等，
展示当今世界先进的制造技术与设备，极具可观性，最新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更是展会亮点。
汇聚知名企业参展
机床模具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德国艾格索、罗德斯、通快、波龙、德马吉、日本森精机、
美国哈斯、德国哈挺、英国雷尼绍、瑞士爱路华、日本沙迪克、大隈、牧野、三菱电机、三
丰、尼康、津上、米思米、THK、山善、润星、联信、明望、力丰、宝力、宝惠、臻赏、精雕、
大川、忠辉、东源精密、北村、台一、丽驰、艾格森、日本兼松开吉开等。
钣金及激光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大族激光、迪能激光、宏石激光、迅镭激光、团结普瑞玛、
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力星激光、百盛激光、铭镭激光、锐达激光、特思德、大族粤铭、大
族超能、通发激光，以及扬力、扬州锻压、广锻、协锻、金丰、豪辉、协易、中鼎冲床等。
刀具及工具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欧士机、瓦尔特、特固克、山特维克、养志园、霍夫曼、
佑能、京瓷、大昭和、山田、马记、正河源、株洲钻石、成都锋宜、邦普、希普思等等。
三维测量及扫描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海克斯康、蔡司、东京精密、三丰（力丰）、爱德华、尼
康、美国自动精密、法如、日本基恩士、思瑞、马尔、奥智品等等。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日本发那科、艾尔发、广州数控、华中数控、拓斯
达、史陶比尔、安川、三菱、众为兴、伯朗特等众多品牌机器人以及维宏、新代、宝元、元
一、超音速、松庆等集成商等。
橡塑胶及包装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德国阿博格、胜格、科豪、伦茨、奥地利威猛巴顿菲尔、
意大利百旺、日本发那科、有信精机、星精机、日精树脂、日本制钢所、东洋、住重、东芝、
松井、川田、哈模、海天、拓斯普达、百科、丰铁、伯朗特、耀安；仁兴、泰瑞、大禹机械、
精业机器、弘讯、信易、快手等。
压铸及铸业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瑞士布勒、德国富来、意大利意特佩雷斯、意德拉、力劲、
伊之密、威信、仁兴、捷迅、盈向、德工、嘉瑞、亿利达、台嘉晟、文杰、基石、海瑞、三
合、日昭、宝洋、铭锵、辉煌、海兴、运豪维高、高原、润星泰、嘉瑞、乐丰等。
3D 打印类知名企业及品牌有：Stratasys、雷尼绍、上海联泰、上海悦瑞、湖南华曙、宝力
机械、宝惠机械、松井机械、台湾马路科技、高铨（博泰三维）、深圳智诚、深圳普立得、深
圳光韵达、大业激光、中瑞科技、北京易加、杭州先临、杭州思看、广州固堡德（美瑞国际）、
东莞优利宝盾、东莞驰一、东莞亿维晟、亚美精密、广州中望 CAD、广州文博等……展商太
多，未能尽录。

参展咨询：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讯通展览公司全资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139 1625 1946 （常外出，请优先拨手机）
电话：021-63045419 * 216
传真：021-64181136 * 0216（别忘记 0 哦）
邮箱：dmpshow@163.com
微信 QQ：23364951
地址：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1 号金玉兰广场西楼 803 室
邮编：200023
其他展会：
中国（东莞）国际纺织制衣工业技术展（DTC）
华南国际缝制设备展（SCISMA）
中国（东莞）国际鞋机鞋材工业技术展（DFM）
中国（广东）国际家具机械及材料展（FMMF）
国际酒店用品展
苏州电路板展览会（Suzhou PCB Show）
苏州电子组装展览会（Suzhou ASSEMBLY Show）
苏州表面贴装展览会（Suzhou SMT Show）
上海国际 3D 打印智造展览会
上海国际数字医疗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