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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于一遍参展商与买家的正面评价下圆满结

束。 受到业内知名制造品牌的大力支持，连同同期举办的 SIAF 展会，今

年一共录得 98,776 名专业买家入场观展，比去年激增 37%，证明了

Asiamold 仍然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模具，增材制造及相关成型技术的专

业平台之一。 

 

Asiamold - 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圆满闭幕。为期三天的展会再度与 SIAF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

化技术及装备博览会同期举办，两展成功吸引共 988 家展商，迎来

98,776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买家进场。部份知名参展品牌包括广东兰湾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PADT Inc、德国萨尔锻钢厂、深圳市扬帆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西安非凡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及苏州中瑞智创三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特色主题专区再一次成为 2019 年展会成功的关键一环，尽力满足买家的

采购需求。有见及中国增材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亚洲 3D 打印专区仍然是

展会其中一个重要亮点，全面展示一系列亚洲区知名品牌的 3D 打印前沿

技术及解决方案。 

 

Asiamold 展会数据 (与 SIAF 合计): 

 

    988 个参展商，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 (+11%) 

    98,776 名观众，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区 (+37%)  

    展览面积达 62,000 平方米，覆盖共 5 个展馆 

    252 个买家代表团 (+9%)  

 

高端研讨会见解独到，引领未来行业发展 

 

备受好评的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研讨会及中国 3D 产业技术应用峰会分别

第三度和第四度回归展会，继续协助行业专家紧贴模具技术和 3D 打印的

最新应用和发展趋势。今年，展会首两天期间总共举办了十三场演讲，内

容涵盖各式各样的主题，包括便携式光谱仪在模具钢行业的应用、互联网

+云端 ERP 讲解及经典模具案例分享及 Materialise 软件解决方案助力 3D

打印在模具行业中的应用等。众多参加研讨会的讲者及听众纷纷表明每年

举办研讨会的重要性，以促进供应商和终端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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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分享他们对 Asiamold 的看法 

 

参展商: 

「我们是第三次参加 Asiamold 了，再一次参展是因为觉得展会的人流量

很好，而且这个展会在广东地区也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展会，我们针对的

客户群体，包括国内外的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在第一天的早上已经遇到了

目标客户，观众的质量也比以前几届更专业。今年我们在液态金属这一方

面带来了新的技术，还有就是镁合金用汽车门的示范推广。有很多做汽车

门的行业的客户来寻价，表达出在未来合作的意向。我觉得这个展会比其

他的展会涉及的领域更广，把很多不同的行业都聚在一起，非常全面。」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柳志兴先生（中国） 

 

「我们一直积极参与 Asiamold 展会，这个展会于行内具有影响力，规模

非常大，云集国际知名品牌，而且主办单位实力过人，服务到位。这次我

们的参展目标是推广新面世的 3D 打印产品，在南方市场争取曝光率，并

希望找到专注于智能制造及汽车配件的客户。第一天展会早上，已有超过

100 家客户留下联系方式。接下来的两天的展会，我们希望有更多客户前

来。」 

山东晨灿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崔保崎先生（中国） 

 

演讲嘉宾: 

「我觉得 Asiamold 的定位非常好，同时也很切合实际。在这里可以看到

3D 打印和传统工艺的接合，来参展的企业除了来自模具行业和塑胶行业

外，还有 3D 打印行业。展会把不同的行业连在一起，是我们 3D 打印进

入工业的切合点。举办这一类的研讨会绝对能够帮助我们传递行业资讯，

因为研讨会上的讲解比一般在展位上的讲解详细很多，而且也更有效率，

因此很有必要每一年都举办。我在研讨会上也看到不少的行业专家，他们

的问题都很专业。模具行业虽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所有先进制

造都离不开模具，是以这个展会对华南地区非常重要。」 

深圳摩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拓展总监，阚敏博士（中国） 

 

「今天我的讲题主要谈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告诉大家 3D 打印技术在模具

行业的应用和其成熟程度，第二是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拓展，如何可以服

务我们的终端客户。观众的反应都乎合我的预期，通过他们的表情和参与

度、证明他们还是会认同我们的分享。部份人在研讨会后也主动跟我交换

名片，我相信未来接触的机会一定更多。从我在现场的观察，举办这种研

讨会去作交流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我们 3D 行业作为一个新的技术。我

在研讨会上看到各式各样上下流的产业，大家能够齐聚一堂，互相交流，

对推动行业的资讯有非常大的帮助。」 

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李水生先生（中国） 

 

研讨会听众: 

「我一共参加了六场由 Asiamold 举办的研讨会，它们不但都深入讨论

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更为观众提供许多实用的见解和新资讯。讲者们

的资历都十分深厚，有助我们更全面地学习现时最新的 3D 打印技术。

通过一系列具前瞻性的研讨会，与会者进一步了解市场的需求，这无疑

将助我公司在未来生产出更优秀的产品。」 

江苏威拉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张维小姐（中国） 

 

买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Asiamold。我们公司主要生产与汽车、医疗及其他

行业的产品。这一次来是想建立人脉、了解目前最新的趋势及购买新机

器。在展会上我不但能找到各种来自中国的新技术和产品，也为我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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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生产趋势提供创意。虽然目前我还未走遍整个展馆，但也经已看

到不少有趣的新产品，相信在展会三天期间定必获益良多。」 

东莞上尹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专员，Stewart Rodriguez 先生（中国） 

 

展会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主办，属于一系列国际性行业展会

的成员之一，包括 formnext – 法兰克福国际精密成型及 3D 打印制造展览

会和日本 Intermold。来届 formnext 将于 2019 年 11 月 19 至 22 日在德国

法兰克福举行。下一届日本 INTERMOLD 将于 2019 年 4 月 17 至 20 日在

日本东京举行，并于 2019 年 6 月 19 至 22 日在日本名古屋再次举行。下

一届 Rosmould 将于 2019 年 6 月 18 至 20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下一

届 Asiamold 将于 2020 年 2 月 26 至 28 日举行。 

 

更多有关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详情，请浏览网站：www.asiamold-

china.com 或电邮至 asiamold@china.messefrankfurt.com。 

 

敬告编者 

更多展会新闻图片，请浏览： 

https://asiamold-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

cn/Press/phot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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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5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15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www.messefrankfu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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