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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以全新模式演绎，

中国北方地区最权威的自动化展

全面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近年来，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潮，发达国家顺应潮流，纷
纷抛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计划，希望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调整重获在
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
国抛出了“工业4.0”，日本开始实施“再兴战略”，韩国搞了“新增动力战略”，法国也提出了“
新工业法国”方案。
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
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位。
然而，中国制造业辉煌的背后却是沉重的付出、畸形的结构和较低的回报。整体来看，制造业资源消耗大，自主创
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而近几年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又在逐渐丧失。
在2015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 “中国制造2025”，并表示“坚持创新驱动、智能
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决定着中国制造能否
延续光荣，成就梦想。随后相关的中国制造2025后续政策也在陆续推出，其中包括此前发布的总体性规划《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的相关任务、工作重点、重点发展技术的后续支撑政策，以及相应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
根据工信部、发改委的工作安排，中国制造2025“1+X”方案，以及重点技术创新“绿皮书”有望年内相继推出；工业强
基等专项工程，则将在年内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随着各项具体的针对性政策落地，中国制造2025正在从一纸规划逐
渐进入落实阶段。
作为汉诺威自动化全球系列展之一的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多年致力
于打造中国北方地区工业智能及自动化产品最权威的交易及推广平台。IA BEIJING 率先针对各工业企业用户的需求，打
造了一场技术导向和应用为重点的展会，积极为展商及观众发掘更多商机。2016年 IA BEIJING 将继续强势回归，展出更
多多元化的创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打造全方位的高端交易平台。

3年积累 不断提升展会质量

200 余家展商

117,000 个商务接触

15,806 名专业观众

80 个买家参观团

96 场商务配对会面

12 场应用技术论坛

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

76%的参与者达成了采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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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汉诺威工业博览会IA系列展全球资源

来自行业组织、中大型企业，覆盖多个应用行业

涉及全新热点应用行业

展品范围
传动、机械驱动系统及零部件
电子、机电零部件及辅助设备
感应技术(传感器)
工业机器人
控制系统
工业计算机装备
工业自动化软件
接口技术
低压开关装置
人机界面装置

工业通讯
工业测量及仪器仪表
机器视觉
组装系统
材料处理装置
集成化系统
分解设备
微系统技术
机器零部件
培训及咨询

高端技术论坛 解读中国制造2025
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德国提出实施工业4.0，应该说都是希望通过各自
战略的实施，在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分工和竞争中抢得先机，发挥各自优势，
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苗圩部长

能源
工业自动化

商务网络

具有采购推荐权及最终

研发

决策权的专业买家占

70%

展商评语

零部件采购

菲尼克斯(中国) 市场部
IA BEIJING 观众群体非常专业，参观人次超出预计，对菲尼克斯电气
的展位支持也是非常给力，期望下次再合作！

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
IA BEIJING 将以最直接的方式，带您结识中国北方地区有意向更
新生产线的企业
我们为您量身订制的VIP买家配对服务，使您能够：
进军潜力巨大的中国北方工业自动化市场
直面来自中国北方市场的行业用户决策者
现场接待特邀专业买家团
结识来自全球权威行业协会及企业的领军人物
接触中国北方市场数以千计的专业买家及观众
会见顶尖的行业媒体
与各公司技术及工程人员面对面的交流

由中德双方倾力打造的中国工程科技论坛—2015智能制
造国际会议在展会期间重磅登陆。这场堪称业内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会议首次同时引入“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两大
概念，邀请到多位中德国家领导、两院院士、企业高管等就引
发全球关注及热议的两大话题展开研讨，成功打造了一场引领
行业发展趋势、发布最新政策导向的国内标杆性论坛。
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为此次会议致辞，中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苗圩、中国工程院院长兼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周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兼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德
国联邦经济与能源事务部(BMWi)工业政策司司长Wolfgang
Scheremet、德国电子电气制造商协会(ZVEI)研究、人才发展、
工程生产部门主任Bernhard Diegner等中德两国嘉宾就“中国

IA BEIJING 是光宝电子首次参展，展会期间获益良多。此展会充分展
现主办方的国际专业水平，通过专业论坛、企业参观团、媒体采访等
多种活动，为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了一个高水平、高效率的交流平
台。主办方安排的展位位置，为光宝增加许多能见度。在与参观者的
交流中，除了展示宣传光宝电子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同时发掘到
不少潜力客户。我们相信 IA BEIJING 2016 会更加盛大成功！

制造2025”的实施、政府的动向、中德合作、中国智能制
造、智慧云制造(云制造2.0)—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智慧
制造模式和手段、工业4.0—德国制造经济的数字化、
工业4.0平台的发展—活动、问题与成果等议题发表讲
话。会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苗圩在展会主办方的陪同下参观了展会，并对此次
的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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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技术盛会 买家的饕餮盛宴
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15,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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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海外观众来自18个国
家和地区。观众总数较上一届增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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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采购决策权

观众参观目的反馈

观众行业分布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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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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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3%

工业自动化
15%

机械制造

评估是否
参展
3%

70%

超过
的观众对设
备采购具有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力

了解市场
概况
46%

寻找新产
品及创新
技术
40%
寻求
解决方案
22%

参加
会议活动
3%

开发
新客户
11%

采购/
下订单
8%

为投资及
采购决策
收集信息
9%

食品/饮料

2%

航空/航天

9%

包装/印刷

2%
2%

汽车制造

8%

国防工业

能源/电力

8%

电梯制造

2%

纺织/服装

2%

机床

5%

轨道交通

5%

船舶制造

1%

5%

塑料/橡胶

1%

其他

1%

石油/化工

环保装备

3%
2%

企业参观团
买家评语
北京市洛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Wuzhou Zhongxing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quipment Development Co.,Ltd

亿滋食品(北京)有限公司
今年我们公司作为主办方邀请的专业观众，参观了IA BEIJING的展会，作为食品行业，我们一直关注自动化方面的展会，主要是自动化
传感器，传动控制等方面的产品，这次有幸来到现场，见到了相关产品的展商，如德国倍福的磁悬浮输送系统，为我们行业在生产过
程中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此外，同期的智能制造会议，也十分精彩。我们希望明年，主办方能够邀请由资深技术专长的企业参
加, 祝IA BEIJING越办越好！

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通过本次2015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的参观，使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智能制造和自动化技术及中德双边的高端技术，使我们
了解更多的最新技术成果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促进我们公司的进步。主办方服务方面充分为参观者进行考虑，在此表示感谢，也预祝
展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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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开拓业
务联系
10%

参观团评语

2%

冶金/铸造

IT与电子

建筑

开发新的
供应商
8%

生物医药

很高兴参加今年汉诺威公司在北京举办的
IA BEIJING 展，此次展会布局新颖、展品
丰富，特别是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很周到。
通过本展会我对光宝电子进行了深入的了
解与沟通，对他们也比较认可，祝愿该展
越办越好。

富智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
首先，再次感谢主办方每年给予我公司机
会来观摩工业自动化4.0的各种展示，让参
观者耳濡目染，亲身体会到工业自动化技
术创新的亮点。自动化迈向智能化的方向
标已经显现。
同时本届自动化展展会组织展商和参观厂
家进行商务配对活动，引入新的活动模
式，让展商和买家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有利于买家找到合适
的新型产品，同时有利于展商推销自家的
新型产品，达成买卖双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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