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DMP 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第二十三届 DMP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胶及包装展 

第十届国际（深圳）铸业展 

第七届 3D打印智能装备展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解决方案展等专题展 

时间：2020年 11月 24-27日 

地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路1号） 

规模：320,000平方米 

汇聚全球先进金属加工、模具及塑胶机械设备! 

海外及广东省外参观的买家（不含香港、澳门）可获免费酒店住宿 

 

专题馆： 

1, 3, 5, 7, 8号馆：机床、金属加工  

2, 4号馆：刀具 

3号馆：金属成型 

5号馆：电加工 

6号馆：模具、材料、测量 

9号馆：压铸铸造 

10号馆：塑胶  

12号馆：塑胶、包装、3D打印 

11号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13号馆：五金 

15号馆：电子生产设备及材料 

 

同期活动： 

国际智慧经济大会 

全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报告会 

一带一路装备制造国际产能合作对接会 

增材制造国际高峰论坛 

第十一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大会 

工业 4.0核技术应用大会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高峰论坛 

客制化 3D打印技术研讨会 

第三届工业 4.0智能生产线暨技术会议 

第三届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大奖暨展览会 

 



 
主办单位： 

讯通展览公司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等 

 

查询：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13916251946（微信） 

电话：021-63045419 * 216     邮箱：wangzihong@xt-sh.com 

QQ号：23364951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讯通展览公司和 DMP展的大力支持！2019年，正值深圳新展览馆建成

之际，DMP展也将迎来它的第二十三届盛会。回顾过去的 21年，DMP展成长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9年展会规模已扩至 20万平方米、展位数量 8299个、参展商数量 1849家、专业观众逾

13万人次， DMP展为华南乃至全国的机械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展示平台。2018

年起更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原中国机械部）签署了“一带一路”工业对接高峰会合作协

议，强强联手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械工业发展共同助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即将出台之际，作为走在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最前沿的城市群，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区将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共同推动经济

及产业的变革和发展。而在这个具有新时代重大意义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智造无疑将成为未

来工业发展的大方向。传统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制造化方向转变大势所趋，由此带来的庞

大发展机会更是不容错过！故此，一场覆盖高端制造业企业、大规模的智能装备博览会即将

应运而生。 

 

讯通展览公司凭借超过 30年的丰富办展经验及客户资源，现于 2020年 11 月 24-27 日在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举办“DMP 大湾区工业博览会”，预计规模将达到 32万平方米。

作为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您的支持对我们尤为重要。多年来，DMP展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

展商及相关协会的大力支持及通力合作。我们殷切地希望您能够继续同讯通一道为打造大湾

区智能装备产业链平台而共同努力。为各参展企业和协会会员打造一个技术交流、信息共享、

开拓商机的国际性平台！我们诚挚地邀请贵司参加 2020年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粤港澳大湾区〈英语：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简称大湾区，

是由围绕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伶仃洋，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

惠州和肇庆九个位置相邻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大湾区是继

美国纽约都会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1][2]，面积达

5.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6,600万，2017年 GDP生产总值突破 10万亿元，GDP总量规模超过

了俄罗斯，在世界国家排行中名列 11位，与韩国持平，成为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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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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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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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胶辅件设备。 

 化工及塑料原料。 

 各类包装及印刷的设备及材料。 

 加工服务：模具制造，金属/塑胶产品制造、压铸、铸造、电镀。 

 

铸业展： 

香港铸造业总会联手共同打造 

 

五金展： 

八大主题区域： 

手动工具区 

电动工具区 

气动工具、喷涂设备区 

焊接设备、空压机区 

磨具磨料区 

测量工具区 

劳保、包装设备区 

起重、液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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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次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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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办展经验, 提供优质服务，是

信心的保证。 

市场消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约 6% 

 

参展费： 

展位租金：标摊人民币19,800元/9平方米, 空地2,100元/平方米, 

3-5个展位9折, 6-7个展位8.5折, 8个展位或以上8折。特优展位加收20%;  

特装管理费暂定为每平方米25元人民币,价格以日后展馆公布为准。施工押金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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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内签约及 7天内付订金，否则展位不获保留。余款须在开展前 1个月付清, 否

则合约无效。 

运输要用展馆指定运输商，特装展位须自行购买保险及按照每 50平方米配备不少于 2个

5KgABC型干粉灭火器。所有装修材料及地毯必须是 B1级阻燃。展位单层限高 4.5米。参展

商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所有展品必须符合展会主题，否则大会有权禁止参展商展出不

符展品，所付的费用将不获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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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会刊资料及摊位楣板文字。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 8月 31日 

 

特别注意事项： 

展览馆严禁展商自带吊车及吊臂货车进入展览馆范围。 

空压机不得自带。 

 

展览馆净高 28米，操作净高 16米。 

地面承重：5吨/平方米; 地沟承重：1.5吨/平方米, 每隔6米是地沟，地沟宽60cm。 

吊点：每个吊点的承重量为 500公斤,结构上沿悬挂高度不得超过 9米；对吊旗的限制实在

20公斤内。 

 

交通限行问题：从沿江高速下来的车，不限行。 

目前展览馆还是建议货车按照进入深圳老展馆的手续进入展馆，以免车走错路入了巿区。

私家车目前还在向相关政府争取展馆周边区域内展出日不限行的工作。 

 

穗莞深城铁计划通车, 深圳段和平站已经更改为福海西站，距离深圳宝安区新会展中心

约 1公里。 

 

展会规模 上届成绩 2019 预计2019规模 

会场面积  200,000平方米 320,000平方米 

摊位数目 8299个 16000个 

参展公司 1848家 3500家 

观众买家 132,790名 160,000名 

 

去年盛况： 

为了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技术及工业发展，讯通展览公司主办「DMP大湾区工业

博览会」，已于 2019年 11月 26至 29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 举行。汇聚全球最

顶尖高精度生产机械设备、工业自动化、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核

技术应用、模具加工及塑料机械设备。今届参展企业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新加

坡、法国、马来西亚、瑞士、英国、奥地利、 瑞典、荷兰、美国、澳洲、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会面积为 200,000平方米，云集超过 1,849家参展商，展会吸引

了 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逾 132,790名专业观众，覆盖高端制造业企业，规模盛大。 

 

大湾区不仅仅是一场覆盖全球高端制造业和智能装备制造的地区，更是标志着建设世界新兴

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指针，吸引世界眼球。「DMP大湾区工业博览会」倾力打

造一个智能制造与技术交流国际平台，与展商携手走进大湾区。 

 

同期大型活动 

同期举办了 20多场高峰论坛、研讨会、产品发布会、技术配对和工艺研习班等，政府领导、

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等群英荟萃，汇聚智慧，群策群议推动制作业发展。 



 
2019国际智慧经济大会 

全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报告会 

一带一路装备制造国际产能合作对接会 

2019增材制造国际高峰论坛 

第十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大会 

工业 4.0核技术应用大会 

2019国际智能制造产业高峰论坛 

客制化 3D打印技术研讨会 

第二届工业 4.0智能生产线暨技术会议 

第二届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大奖暨展览会 

 

汇聚知名企业参展 

知名品牌有德马吉森精机、斯莱福临、美国哈斯、瑞士爱路华、日本发那科、沙迪克、三菱

电机、MST、北京精雕、津上、瑞士百超、德国波龙、阿博格、易格斯、KHC、英国雷尼绍、

蔡司、三丰、东京精密、华中数控、THK、奥地利威猛巴顿菲尔、培瓦克、意大利百旺、Mecol、

韩国乐星、日本住友、德玛格、东芝、LS、松井、有信、日本制钢所、星精机、川田、哈模、

松井、日精、东洋、中国海天、百科、丰铁、伯朗特、瑞士布勒、德国富来、力劲等品牌将

悉数亮相。今届的参展商数量及展质量素不断提升，配合医疗用品、汽车工业、电子电器产

品，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等产品技术需求发展。 

 

买家团邀请 

成功组织了共 94家协会、企业、高校、外商团 100人，5647人前往观展。 

 

参观有福利 

DMP 大湾区工博会★参观有福利★广东省内专业观众满 20 人组团参观可获免费大巴接

送！！★广东省外专业观众更可享受高铁车票补贴！届时携带本人名片及身份证,凭高

铁车票(单程,二等座)到展会现场主办单位处领取补贴。补贴仅限于展会期间现场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参展咨询：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13916251946（微信） 

电话：021-63045419 * 216     邮箱：wangzihong@xt-sh.com 

QQ号：2336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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