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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能化创新，让制造更简单！

Dealing Is Our Top Pursuit.

【2023 年重庆国际工业博览会强势展望】

2021 为十四五规划发展的开局之年，同时为建党 100 周年，历史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时期。新基建、数字经济、智慧工业成为产业发展新基调。

中国（重庆）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 2023 年 11 月 17-19 日 重庆 •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30 余行业协会及 40 多个国际使馆商会的鼎力支持。将工业 4.0 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互联网

+制造”的融合，工厂自动化方案、深度挖掘重庆及周边制造业市场需求，邀请来自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材料、医疗器械、食品饮料、物流运输、农机

制造、电梯制造、家具家电等近 100 细分应用领域的买家到场参观及采购，构架行业高端供

需对接平台，为参展企业提供品牌打造、产业对接、市场拓展、信息交流及贸易合作于一体

的高端会展平台。

以展示“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新理念，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科研

及工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携手展示创新的尖端技术及解决方案工程平台。 展会涵盖了智能

工厂、汽车制造、动力传动、智慧物流、数控机床、金属切割、工业机器人、工业装配自动

化、工业传输、机器视觉、3C 电子等领域，直接并全面服务于智能制造行业从源头到终端

的整条产业链。上届展会面积达到 40000,参展企业 500 家，专业观众 4000 人次。将全力以

赴为参展商 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力争将重庆工业博览会打造成西南部行业国际盛会。

主办单位
贵州立欧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 贵州立欧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大会官网 cq.qcznz.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MK8nLuZvdVLsimeeoRn1dzyqe9xgTHG7crD3jkm3b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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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智能产业、立足重庆覆盖全产业链】

覆盖西南、华东、中原市场，是服务于我国工业制造领域全产业链的一站式会展平台。

引领“装备制造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加强智能制造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高

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党中央“十四五”规划《建

议》强调，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拓展新领域的国际化、专

业化、品牌化平台。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在战略目标、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上，与党

中央决策部署精神高度契合、高度统一、高度一致。重庆为做强工业城市和强省会战略推动

信息化、工业化融合发展，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领域，发展重庆“灯塔工厂”洞悉行业

发展，以工业 4.0 为标准、工业互联网为驱动着力打造中国工业的高端制造体系，引领行业

发展。大会秉承“智慧互联、智能输送、全自动上下料、 机器人焊接、打造高度聚集产业

链，以整个工厂实施 MES、数字化管理打造柔性工厂、绿色工厂，更精准、更高效、更安全、

更智能、更环保的创办重庆全产业链智能工厂展”。

【展区介绍】

【震撼数据】

【买家集群】

1. 航空航天：中航工业、长征火箭、重庆波音、军利航天、中国航天；

2. 轨道交通：重庆中车、唐山轨道、通号轨道、浦镇高铁、株洲中车；

3. 石油化工：中海油、中石化、壳牌、三一石油、威德福、杰瑞石油；

50,000 平方米 40,000+观众 4,000+设备展示

500+采购团 500+参展品牌 100+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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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工程：泰富集团、中国船舶、中船重工、中集、中国一重；

5. 港口码头：泰富重装、重庆物流、上海港机重工、杭州云天港；

6. 汽车装备：中国重汽、长城汽车、一汽丰田、比亚迪、郑州宇通；

7. 电子信息：LG 电子、富士康、丹佛斯、惠普、霍尼韦尔、施耐德；

8. 新能源材料：维斯塔斯、东汽风电、明阳风电、汉森、比克动力；

9. 生物制药：葛兰素史克、诺和诺德、诺维信、力生制药、中新药业；

10. 医疗器械：正天医疗、医乐世、新中医疗、伊诺新康、邦盛医疗；

11. 食品饮料：康师傅、可口可乐、雀巢、百事、正大、顶新、卡夫；

12. 船舶制造：新港船舶、中交博迈科、谢克斯特、海盛昊、东亚海事；

13. 物流运输：天保物流、重庆物流、振华物流、中储粮、安信联合；

14. 农机制造：约翰迪尔、雷沃发动机、冀旋农机、南商农牧、金晨农牧；

15. 电梯制造：奥的斯、唐山通宝、鑫宝龙电梯、升华电梯、康力电梯；

16. 家具家电：美克家私、欧派集成、洁雅厨具、德高办公、海尔电器；

【展商声音】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此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激光切割机、焊接机等十余台最新型设备进行展示，与长城、现

代、大众等汽车制造商、以及中国航天、中海油等北方的用户进行面对面交流。我公司展会

销售额创历年新高，明年我们将继续参展，希望借助贵展会取得更多收获。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纽威数控装备已经连续多年参展重庆工业博览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参展，不断的在西

南地区市场上亮相，继续提升品牌知名度。我们十分看好重庆对中国西南市场的影响力，尤

其是汽车零部件、石油设备、阀门、轨道机辆等行业，希望更多的客户关注我们，也很感谢

重庆智能工厂这个平台，我们多年的合作都很顺畅。

中国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

重庆工业博览会是展现追求卓越品质的中国制造的平台，积极进行品牌建设，不断弘扬

“工匠精神，也契合了航天精神。每年现场都能看到新变化，规模一年比一年大，看到很多

高质量的观众，是高端制造领域值得参加的展会。

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我们非常看好重庆工业博览会，这个展会代表了机器人行业发展及市场动向，专业度强，

此次展会上，我们看到了市场发展水平和客户需求方向，能与很多潜在客户面对面现场交流，

既降低了我们的推广成本，又树立了我们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可谓一举多得。

https://www.baidu.com/s?wd=%E5%BA%B7%E5%8A%9B%E7%94%B5%E6%A2%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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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声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这个会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大，每次来参观都能见到许多熟悉的展商，当然也有

很多新企业和新设备。这次的展会明显比去年有增长，主要是大企业多了，尤其是国外的企

业，像哈挺、托纳斯、优精特、大族激光等，设备技术先进性非常高。

中国航发航空材料研究院

在会上见到很多知名的机器人品牌，这是我在国内参加过的智能化比较大的。很多智能

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应用到航空生产的多个环节。点焊、喷漆、搬运、切割，还有对数控系

统的操作等，机器人操作有很多优点，他们比人工更精准、工作时间更长、易于管理、从长

远来看，生产成本也降低了很多，机器人在汽车领域的使用前景非常大。

美克国际家私重庆制造有限公司

我们公司这次主要是来买激光切割设备的，采购计划在 500 万左右，主要是看高端设备，

现场已经谈好了基本的合作意向，比较中意的是大族激光高功率焊接切割机，这款设备的产

品特征和性能参数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希望下届展会上能见到百超、天田和通快的设备。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这几年中国的光、机、电领域得到大力发展，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今天，在现场也

看到了我国先进制造装备的发展盛况，见到了大族激光、钱江机器人、通用技术等企业带来

的几款全球首发产品，代表了中国内机械行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媒体资源】

每年 12 月举办的重庆工业博览会，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面向全球工业市场的交

流平台、全球工业汇聚展示平台，连续多年受到了新华社、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

等 100 余主流媒体的追踪报道。

中央级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中国新闻社等；

主流财经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经济网等；

主流门户网站：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等；

行业媒体：金属加工在线、荣格传媒、弗戈传媒、机器人网等；

区域媒体：重庆电视台、西方网、重庆日报、今晚报等；

新媒体：今日头条、一点新闻、虎嗅新闻、澎湃新闻、抖音等；

自媒体：展会官网、微信、微博、搜狐号、百家号、企鹅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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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

赋能工业升级 智造成就未来

时间：2022 年 12 月 8 日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伴随着智能制造不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机器人等新技术也不断地被引入到先进制造体系之中,成为智慧工厂发展的基石。

本次高峰论坛将汇聚智能制造领域的优秀管理者、企业家、工程师、学者和专家，重点

邀请重庆市相关领导、中机联主要负责人，数位院士专家，跨国公司及代表性民营企业主要

负责人参会，盘点新周期的“新智能制造”市场、解读成长中的智能制造机会，重点分析当

今产业升级背景下“智造”+“互联”的市场新机遇及新应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新动能。

【采购对接会】

时间：2023 年 11 月 17-19 日（每天 10:00-15: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方式：采购对接、合作洽谈

参与人员：制造行业的采购商及供应商

采购商权利专享：（仅限 60 名）

 提前预约供应商到场对接，节省参观时间；

 免费提供洽谈的场地、饮品及甜点；

 提供交通补助（200 元标准）；

 免费获取大会礼品和午餐一份；

 提前帮您注册领取参观证件；

【同期会议】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大会

 工业物联网推动工业革命高峰论坛

 工业设备进入全球市场准入及基本技术要求

 激光技术在电力电器产业的应用论坛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交流会

 智能时代，医疗器械产业自动化发展论坛

 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工厂建设策略

 数控时代精密加工产业发展论坛

 农业机械智能化发展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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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工厂生产技术及机械的智能化高峰论坛

 中国机器人集成应用大会

【展示范围】

金属切削机床 激光切割设备 工业自动化系统 工业机器人整机

数控系统与制造 金属成形设备 伺服电机及数控 机器人集成系统

特种加工机床 激光表面处理 连接技术 特种机器人

模具及板材加工 冲剪折自动化 传动及控制系统 机器视觉系统

表面处理与成型 金属板材连接 智慧物流系统 机器人控制软件

检测仪器与工量具 光学及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 智能生产线

锻压、压铸机械 激光打标自动化 智能装备 机器人功能部件

数控软件/网络技术 激光焊接设备 智能工厂 电器系统

配件与辅助装置 激光组件及装置 数字化工业装备 智能成套设备

其它机械加工设备 激光清洗 橡胶机械及材料 智能检测装备

磨料磨具/超硬材料 焊接工装夹具 自动化检测设备 数字工厂

铣/磨/冲/钻等机床 增材及 3D 打印 自动化配套设备 柔性制造单元

工业互联网 汽车制造与装配 智能仓储物流 传动、减速机

【合作方案】

展位规格 国内企业 国际企业 备注信息

标准展位

9 ㎡

¥9,800

元/9 ㎡

包括地毯、三面围板、公司名称楣板、咨询桌

一张、椅子两把、射灯两盏、电源插座一个。

豪华标展

9 ㎡

¥1,2000

元/9 ㎡

USD

3,000/个

整体 3.5 米高豪华展位，凸显企业 logo,展位

左右两侧设企业宣传标语，强化企业形象。

空地

36 ㎡起

¥1,200

元/㎡

USD

3,00/㎡

空场地不带任何展架及设施，展商可自行安排

特殊装修或委托组织单位推荐的搭建公司。

新品发布、招商引资、宣传推广等更多深度合作方案备索！

【重庆国际工业博览会同期展会系列】

2023 年重庆国际工业博览会|重庆工博会

2023 年 11 月 17-19 日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大会网站：http://cq.qcznz.com/

世界工业互联网大会|2023 年重庆物流展|重庆智能工厂展

2023 年 11 月 17-19 日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www.cqwl-expo.com

http://cq.qcznz.com/
http://cq.qcz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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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人：常世豪（展览 Exhibition）

联系方式：13820119309/15685502396

邮箱：53631288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