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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展会概况
中国北方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自动化行

业盛会—2016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

展览会于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圆满落幕。

06展商分析与评语
来自全球200余家先锋企业在连接器传感

器、运动控制、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四

大展区内倾情演绎现代工业智能之美，展

出面积达20,000平方米。

08观众分析
在延续以往邀请机床、汽车、食品饮料、

医药包装等行业的近百个买家团之外，
2016年展会还特别邀请了电子与机械制造

行业知名企业赴会洽购，充分体现了工业
4.0所倡导的工业与信息的两化融合。

13专业买家配对服务
60位指定买家到场洽谈，近80家企业参

观团，3天展会现场人流络绎不绝，主办

方优质的现场配对服务，让展商和买家零

距离接触！

20专业论坛举办
14场大规模、专业性现场论坛，以行业

用户为导向的专业论坛、交流会和技术

讲座活动，共谱中国工业自动化的未来

发展蓝图。

24媒体合作
100家海内外媒体多角度、全方位现场报

道，2016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

会已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新焦点。

22展会集锦
为期3天展会人流攒动，展商、观众、专业

买家、参观团对于本次展会都相当满意！

Industrial Automation

全球系列展
工厂和过程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工业软件
行业的领先展览会

www.hannovermesse.com.cn

德国           汉诺威

中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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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7年4月24-28日
2016年6月29日-7月1日
2016年11月1-5日
2017年5月10-12日
2016年9月12-17日
2016年12月1-3日
2017年3月16-19日

21IA全球系列展
IA系列展在全球多个地方展开，欢迎有兴

趣的展商以及买家亲临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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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展会亮点
智能制造实物展示区首次亮相，展会现场

不仅将“ 工业4.0”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

邀请倡导工业4.0概念的顶尖企业通过各

项实物或模型展示让“工业4.0“变得具象

化、可知可感。

26未来展望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与您相

约2017年5月10-12日北京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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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西门子带来工业 4.0 传送带，打出迈向工业 4.0—— 引领

数字化企业进程的口号。南京菲尼克斯电气、美国红狮

控制、GE、OPC UA、SAP、沈自所等行业翘楚及研究院

携工业 4.0 示范样本闪亮本次展会现场，而 “ 中国制造

2025” 和 “ 工业 4.0” 相关行业内的顶尖制造业企业、研究

院也以实物展示在这个平台上碰撞火花。上银继连续三年亮相 IA BEIJING 后，今年

展台翻倍扩大，以 180 平米的展出面积

霸气登场，现场通过展示直线导轨、机

械手臂等设备提出最新的工业 4.0 自动化

解决方案。图尔克和宜科也均连续第四

年参与 IA BEIJING，图尔克首次展示了基

于最先进生产工艺的 IMX 系列隔离栅产

品，宜科带来了 ElcoPad 移动智能终端、

DataBox、RFID Q80 超高频读写头等产

品。其他参展企业还包括：巴鲁夫、贝加

莱、威图、易福门、康耐视、施迈茨、克

林森、光洋电子、魏德米勒、世德电子、

町洋、浩亭、EPLAN、奥托尼克斯、胡默

尔、广州数控、金泓格等。

智能制造实物展示区首次亮相

今年 IA BEIJING 展会现场不仅将 “ 工业 4.0”
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邀请倡导工业 4.0 概

念的顶尖企业通过各项实物或模型展示让

“ 工业 4.0” 变得具象化、可知可感。本届展

会的 PROFINET 高峰论坛上，工业 4.0 智能

制造实物展示区闪亮登场，全集成自动化

演示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的智能工厂演示系统

一一展示，现场上演高端智能制造大比拼。

展示面积

22, 000
平方米

参展企业

210
家

专业观众

 17, 591
名

组团观众

2110
名

2016 北京国际工业
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圆满落幕，
观众人数创新高

- 展出面积、展商数量及观展人数再创新高

- 全球自动化领先企业演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 2016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胜利召开

中国北方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自动化行业盛会 ——2016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 以下简称：IA 
BEIJING) 于 5 月 13 日在北京展览馆落下帷幕。全球 210 家自动化行业先锋企业在 22,000 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上倾情演

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国际性企业参展比例高达 65%。为期三天的展会共举办 14 场同期会议和 85 场买家配对会，

参观总人数高达 17,591 人，相比去年增加 5.3%。今年的展会无论在参与度、展出面积，亦或是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进一步巩固了 IA BEIJING 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地位。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悄然开启，各国纷纷提出围绕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政策方针，以期在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中抢

占先机。连续第三年在 IA BEIJING 高规格亮相的 2016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今年同时探讨了 “ 中国制造 2025”、“ 德

国工业 4.0” 和美国 “ 工业互联网 ” 三大理念，上演了一场中德美三国之间的 “ 智能 ” 大碰撞！

“ 作为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全球系列分展之一，IA BEIJING 扎根中国，将打造北方地区引领工业发展趋势的行业

风向标。从今年的骄人成绩来看，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级副总裁裴喜先生说道。

行业领袖齐聚，演绎智能制造

随着 “ 中国制造 2025” 政策方针的出台，智能制造已然成为推动中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今年的 IA 
BEIJING 聚集了来自奥地利、德国、法国、韩国、荷兰、美国、日本、瑞士、土耳其、新加坡、意大利、以色列等国

家和地区的自动化行业先锋企业，在传感器 / 连接器、控制技术、机械基础设施等专业展区内演绎工业 4.0 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照亮中国制造业进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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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尼克斯电子 ( 嘉兴 ) 有限公司

2016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经

过为期两天的搭建及三天的参展，展会在安

检，布置，人员协调调动上，做的比较理想，

各部门分工合作，秩序井然，最后一天展台

拆除时，也没有出现混乱的场面，相关人员

很热情的协助货物搬运及发送，比较满意。 
奥托尼克斯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展会，给公司带来

的不仅是更多的新客户，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的聆

听了广大客户对产品，对服务，对技术的心声。

非常感谢展会公司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

们更好地了解客户，走进客户，了解客户的心声，

为以后的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 
( 中国 ) 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宋华振

通过此次 IA-Beijing 展会

让我们的客户更多的了解

到智能机器开发的 mapp
技术以及 APROL 智慧工厂

平台所带来的商业价值，

本次 IA-Beijing 观众丰富

多元且质量较高，并且对

于智能集成的需求较为迫

切，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机

会，这是一次成功的展会。 

展商

评语

菲尼克斯市场传播部

作为中国北方自动化行业的知名展会，IA 北京是菲尼克斯电气参加过的最好的自动

化展会之一。 
与往届一样，本次 IA 北京受到政府鼎力支持，领导们的莅临指导使我们受益匪浅。 
今年我们在展位上接待的观众比以往更多，更专业，尤其是对我们的工业 4.0 智能装

配流水线，更是兴趣浓厚。 
同时，诸多同行企业同场竞技，也让我们相互增进认识，更好的把握行业动态。

Stefan Eisenkohl
施迈茨 ( 上海 ) 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和市场 副总经理

本届 IA 北京自动化展的效果让我们感到很惊喜，现

场来的专业观众很多，非常有益于我们的品牌宣传和

产品推广，主办方提供的各项配套服务也让我们非常

满意。

广州数控设备
有限公司

2016 年 的 IA 展 览， 再

次汇聚了众多优秀的自

动化相关优秀展商，展

品种类齐全，观众数量

与专业程度比预期好，

也得到了政府高层的关

注与考察，是一个非常

高水准高效率的交流平

台，充分体现了展会主

办方的国际专业水平。

期待 2017 年的 IA 展览

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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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的展商对2015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表示满意。

其中，有87%的展商表示将继续明年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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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17,591名专业买家，其中国内观众来自30个省、直辖市的专业买家，

其中华北地区的观众占了相对比例89%，海外观众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观众总数较上一届增长

5.3%，仍然主要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为主，但今年东北和华中地区的观众有

所增加。

华北 89%

海外观众比例分析

28%

欧洲

亚洲港澳台

48%

16%

8%

南美洲

(台湾 28%，香港 8%)

(德国 12%，俄罗斯 4%)

(韩国 32%，伊朗 4%，

新加坡 4%，越南 2%，

日本 2%，印度尼西亚 4% )
 (智利 8% )

国内观众比例分析

观众分析

华东 6%

东北 2%

华南 1%

华中 1%

西北 1%

西南 1%

观众采购决策权

具有采购推荐权及最终决策权的专业买家占84% 

超过84%的观众对设

备采购具有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力

30%  推荐人

21% 决策者

33% 顾问

19% 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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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的主要职责

管理
首席执行官

工程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生产
制造

进出口
贸易

采购 市场、销售、
广告、推广、

媒体

研究
研发

其他

25%

10%

17%

4%

7%

18%
17%

5%



10 11

观众行业分布 观众参观目的反馈

工业自动化

机械制造

航空/航天

IT与电子

汽车制造

能源/电力

石油/化工

机床

轨道交通

建筑

环保装备

生物医药

冶金/铸造

食品/饮料

包装/印刷

国防工业

塑料/橡胶

电梯制造

纺织/服装

船舶制造

其他

45%

14%

8%

7%

5%

5%

4%

3%

3%

3%

2%

2%

2%

2%

2%

2%

2%

1%

1%

1%

5%

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制造、食品饮料、医药包装、

机床等应用行业比重超过 41% 2016年，共有72%的观众是首次观摩展会，其余的观众中有50%已是

连续3年参观。超过95%的观众表示会继续参观明年展会。

采购/
下订单

5%

了解市场概况

46%

开发

新客户

6%

拜访供应商和

销售商

13%

开发新的

供应商

4%

其他

2%

为投资及

采购决策

收集信息

5%

开拓业务

联系

7%

寻找新产品及

创新技术

24%

寻求

解决方案

12%

参加

会议活动

2%

评估是否

参展

3 %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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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估参观效果

与供应商巩固合作关系：

没有

有

超出预期

收集到市场信息：

没有 

有

超出预期

达成采购意向：

没有 

有

超出预期  

寻找到新产品 / 技术：

没有 

有   

超出预期  

寻找到新的供应商：

没有 

有    

超出预期  

对本次展会的总体参观效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本次参展的企业（质量 / 数量）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本次展会展示的产品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本次展会的产品展示布局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33.1%

62.6%

4.3%

8.4%

88.5%

3.1%

 61.9%

35.5%

 2.6%

 13.7%

 82.7%

3.6%

38.9%

 59.4%

1.7%

19.2%

71.8%

8.8%

0.2%

19.4%

66.9%

13.0%

0.6%

21.0%

67.9%

10.7%

0.4%

20.9%

65.4%

13.2%

0.5%

观众调查

专业买家列表

参与本次配对的优质展商

北京中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艺洲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易控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港联盟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公司

亿滋食品(前卡夫)

北京品冠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京西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办

北京凯利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肯纳金属(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沃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一中型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唐山)有限公司

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集团北京澳意电梯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欧特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展会期间，我们特别为10家优质展商启动了专业买家配对服务，共邀请到了60位专业买家前来，举

行了85场商务配对。针对买家的不同行业需求专门为其一对一挑选所需的买家在展会现场洽谈，收效甚高！

专业买家配对服务

极大值电子科技公司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北京市埃珂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凯米勒(北京)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天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宇航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津亚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鑫茂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

北京泰诚信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双鹤制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北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北联工业智能技术研究院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宝来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三捷欧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亿滋食品(北京)有限公司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南京三良才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水运所

中国CODA菏泽好达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东鼎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神州融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天得科技有限公司

星河泰视

北京金广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鑫伟盛世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星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天瑞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北京市公司

北京盟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富太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埃夫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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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天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王军

IA BEIJING 展品全面，服务很好！在主办方商

务配对活动的组织下，我与图尔克、贝加莱

和康耐视的相关专家进行了一对一的洽谈，

并且和康耐视达成了初步的采购意向。

康耐视中国

汉诺威提供的专业买家配对这项服务，对于

我们想要攻克的却一直没有机会接洽的客

户提供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除了跟客户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也让客户对于我们的产品

有了更直观的印象。相比较没有目的的来到

展会现场，这种专业买家的配对服务更加有

针对性，也节省了双方的时间，获得更好的

效果，是双赢的。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何锋

我们在现场找到了新的供应商，就接插

件产品和图尔克达成了采购意向，感谢

主办方提供的买家配对服务！

展商

评语

买家

评语

北 京 奥 意 电 梯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司 
技术总监 
佟小泉

我们在宜科的展位

找到了我们所需

的编码器产品。IA 
BEIJING 买家配对

活动主办方组织得

很好，服务周到！

北京中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控部部长 郭小龙

我们对传感器、机器人比较感兴趣，在现场与奥托尼

克斯达成了初步采购意向。IA BEIJING 自动化厂商比

较多，值得参加！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吕小松

在现场和巴鲁夫达成了初步

采购意向。参观本次展会收

到预期的结果，主办方的服

务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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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协林热处理系统 ( 唐山 ) 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 宋志刚

我们在易福门找到了感应传感器产品，并达成了初步采购意

向。IA BEIJING 服务人性、周到，产品全面，信息先进！

巴鲁夫 市场传媒经理 
常幸 

2016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

自动化展览会是华北地区

最专业的工业自动化行业

盛会，汉诺威的买家配对

活动非常专业，希望通过

与汉诺威的合作，在华北

市场开发更多的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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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智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整车事业部)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五院)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研究所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一院)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同方(密云车间)
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印钞厂

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保定长城华北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唐山)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196人
150人
150人
120人
120人
68人
62人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40人
40人
40人
40人
40人
35人
35人
35人
35人
30人
30人
30人
30人
28人
28人
28人
28人

27人
25人
25人
25人
25人
25人
25人
23人
23人
22人
21人
21人

20人
20人
20人
20人
20人
15人
15人
12人
12人
11人

10人
10人

廊坊市北方天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巨龙微波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机电事业部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中央研究院

北京中车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青岛美高集团有限公司

富智康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敏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〇六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特种车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设计所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开元热工仪表技术公司

廊坊舒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松下电气机器(北京)有限公司

展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近80多家企业组团参观了本届展会！

专业组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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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郭罗根

本展会展示了一大批先进的自动化装备、信息化系统，其

中数字化仿真模拟应用，对于后续株洲二工厂数字化建设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数控自动化事业部  郭玉婷

很高兴能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参观展会，展会内容丰富，参展商众多，可以说是一场高科

技的盛宴。展会到处都弥漫着智能化的气味，以工业 4.0 为概念的参展商展示了很多新

技术的产品，对于我们数控企业，目前也在做工业自动化生产线，在参观过程中也受

到了很多启发。工业机器人、图像处理、测量传感器、电气类的断路器、接触器等及

EtherCAT 技术，有很多企业是我们的供应商，和他们也做了一些交流，在产品类别上

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希望 IA BEIJING 越办越出色，期待明年的展会，期待新的技术！

参观团

评语

富智康精密電子有限公司 FIH 成型技委會 韋殿洪

能受邀参加 2016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 我司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次展

会期间 , 我司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及参展周到的安排。通过本次参展活动，ROLLON 公

司的曲线导轨、Artrich 公司的高性能人机界面、HIWIN 公司的直驱转盘及并联式机

器人、广州数控公司的机器人作业线体都给我们公司自动化工程师带来全新的体验。

希望下届展会能邀請德國先進的模具智能制造及 CNC, 成型無人化智能制造等更新的

工业 4.0 概念及相关厂商参展，也祝未來展會规模越办越大。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冶炼事业部 余岩主任

本次展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汉诺威米

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承办。其中有菲尼克

斯、图尔克、威图、易福门、巴鲁夫、宜科、

浩亭、魏德米勒等众多知名厂商，他们给我们

带来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观念，使我

们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于机器人、工业 4.0、
互联网 + 等方面的理解与认识，拓展了我们的

思维，使我们收益匪浅。同时希望类似这种展

示当前最先进的产品与技术的展览会能够经常

举办。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处 韩长春

此次联想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工厂一行 40 余人参

观了 2016 北京自动化展，受益匪浅。我们已多年参

观了该展会，每次都会带来新的感受。此次展览会上

有大批的自动化厂商进行参展，包括机械手、机器

人、视觉系统以及大量系统集成商。更重要的是大量

关于工业 4.0 的系统集成商也参加了展览会。这些厂

商的解决方案符合现代自动化和工业的发展方向，也

是联想制造工厂的发展方向。在展会上，我们与参会

的厂商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和方案沟通，并约定在会后

继续联系，以便在技术应用方面有所突破。我们相

信，通过该展会我们会在今年工厂自动化以及智能化

方面会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更加期待下一次展会的

召开。

格力电器 ( 石家庄 ) 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陈陶生

本次工业智能自动化展集合了全

球优秀的自动化领军企业，激发

我公司在自动化发展方面多元话

的思路。展会从创新的自动化设

备和先进的自动化理念等几个方

面对制作企业的发展进行充分的

引导。再次感谢本次工业智能及

自动化展会的组织方，让我们汲

取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自动化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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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王雪明

本次展会，看到了少许熟悉的自动化设备，更

多的是不认识的装备，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

业 4.0 互联网 +— 数字世界 ( 虚拟世界 ) 与物

理世界 ( 现实世界 ) 的无缝融合，新的工业革

命震撼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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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utomation

全球系列展
工厂和过程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工业软件
行业的领先展览会

www.hannovermesse.com.cn

德国           汉诺威

中国           深圳                
                    上海

                    北京       
美国           芝加哥          
印度           孟买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7年4月24-28日
2016年6月29日-7月1日
2016年11月1-5日
2017年5月10-12日
2016年9月12-17日
2016年12月1-3日
2017年3月16-19日

每年一系列高端会议的成功

举办无疑为展会增添了一抹

绚丽的色彩。

今年，2016 智能制造国际

会议连续第三年重磅登陆 IA 
BEIJING 展会现场，同时探

讨了 “ 中国制造 2025”、“ 德
国工业 4.0” 和美国 “ 工业互

联网 ” 三大理念。

现场

活动

此外，展会同期还举

办了第四届 “ 工业机器

人 • 自动化应用大会 ”、
“PROFINET—— 推 动 技

术创新 助力中国制造 ”
高峰论坛、“ 中、德、美

高端学术研讨会 ” 等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会议，

打造引领制造业行业发

展趋势、最新政策发布

的国际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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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工业控制与通讯技术国际论坛

• 2016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 2016 制造业知识服务高端论坛

• PROFINET—— 推动技术创新 助力中国制造

• 2016 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 —“ 智能工厂与精益生产 ”
• 第五届物流装备绿色与智能技术发展研讨会 - 智能制造给物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 互联网 +” 电子商务暨服务新模式解读

• 2016( 第四届 ) 工业机器人 • 自动化应用大会

• 中、德、美智能制造高端研讨会

• 2016 第五届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

• 自动化技术沙龙

• 互联生态 慧鉴制造 ——2016 工业互联及智能制造研讨会

• 面向工业 4.0 的工业通信技术高级培训班

• 2016 国际先进运动控制技术与应用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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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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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进 　 自 　 动 　 化 　 技 　 术 　 的 　 中 　 国 　 应 　 用

100%单黑
M:100,Y:100,K:8

70%单黑

未标题-2   1 2010-7-2   16:58:30

www.sensorschina.net

测控技术

online在线
www.mct.com.cn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特别鸣谢以下支持媒体

特别鸣谢以下合作媒体 / 网站

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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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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2017年5月10-12日  北京展览馆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5号)

请填写表格并回执：021-5045 9355 / 6886 2355

请注意本回执仅作展位预留之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办方将在收到回执后尽快呈上正式申请表格(具法律约束力)。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曦 先生  / 钱凯 先生 /  方园 女士                        

电话：021-5045 6700  转 259 / 282 / 280 传真：021-6886 2355 / 5045 9355

Email： ia-beijing@hmf-china.com 网址：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公司类型：                     外资                  合资         内资

展品来源：                   国外              国内

我愿意参展   我愿意参观

公司：  地址：

电话：联系人：

传真：  手机：

邮编：  Email: 

网址： 预定面积：

日期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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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2017年5月10-12日·北京展览馆

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