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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

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全球智能制造中心城市之一;

长三角制造业中心;

全国唯一中国模具之都紧固件之都;

国内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

全球最大家电生产基地;国内重要的汽车配件基地、高低压电器基地、

仪器仪表基地、电动工具基地等；

全国最集中的气动元件基地;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全国居首;

中国·宁波

Ningbo
China

大展馆

50000 平米

Exhibi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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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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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长三角

智能制造高效对接平台

20 长三角地区最专业的机床大展之一

服务于江浙沪地区制造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

拥有海内外300+万装备制造业买家大数据；

率先引领OMO双线融合会展新模式

金诺宁波机床展

2021回顾

EXHIBITION SCOPE

智能装备、柔性单元、金属切削、激光加工系统、金属成形、自动化工业机器人、

精密工模具及紧固件、功能部件、刀具部件



展商发布需求
甄选品质用户

企业定向推广
用户群体精准曝光

引荐采购决策人
一对一深入交流

邀请潜在客户
助力企业成交

了解买家需求
量身匹配供需

展后
采购线索追踪

TOP BUYER SPECIAL INVITATION PROGRAM

DIGITAL MARKETING, OMNI CHANNEL HARD CORE PROMOTION

CONCURRENT ACTIVITIES

汽车制造：吉利汽车、申菱、继峰汽车、敏实集团、

                    拓普集团、双林汽车、银亿、爱柯迪、

机械制造：海天塑机、精达、富邦、特赛亚、梅天塑机、

                    恒威集团、中策、浙江大丰、

模具制造：合力、远东、宁波方正、镇海增辉、米勒、世纪钜力、

                    华昌、甬峰、旭阳、华博、德川

电子电器：奥克斯、方太厨具、韩电、德业、卓力、均胜电子、

                    华翔电子、宁波一舟、

纺织化工：雅戈尔、申洲、博洋、万华、明达、逸盛石化、

                    中金石化、乐金甬兴、

智能制造、物联网：格劳博、弘讯、建新、尔必地、尚进、

                                     维科控股集团、中运、镇海石化物流、

重点买家邀约
Key buyer invitation 精准数字化营销 定制化地推服务 线上线下硬核推广 金诺云展同步直播

300万+买家大数据运

营，200人+专业运营

团队，150席+智能呼

叫中心，精准数字化营

销。

针对企业产品定制化服

务———全国工业园

区、产业集中地路演、

采购商对接大会等系列

买家邀约活动 。

线上线下联动，线上行

业媒体、新媒体、电

话、邮件、短信精准广

告投放；线下高速广

告、工业园、等渠道持

续曝光。

线上供需匹配，线下接

洽体验，展会现场企业

品牌短视频活动，助推

企业拓展新销售渠道，

实现双重参展体验和收

益。

金诺机床展采购商大会

精准锁定专业买家，并提供专属洽谈室进行一对一高效洽谈；

中国（宁波）国际模具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交流大会

聚焦中国模具之都—宁波精密工模具加工前沿科技，集全球顶尖模具加工装备与技术，对话行业

大咖，论道智能；

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双11”——母机节；

全面整合企业政策及需求，线上线下精准目标广告投放，助力企业降本减存；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MESSAGE FROM EXHIBITORS

邮寄或传真至组委会加盖公章参展单位填写参展申请表

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以通用型的高端数控设备

为主，包括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

以及立式加工中心等四大系列产品。从今天现场效果

来看，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相信在这次展会能

够有比较大的收获。

我们主要是做线切割和火花机，是一个日本品

牌。我们的技术，是用直线马达的，在宁波市场上

也是有相当的占有率。这个展会我们参加了好多次

了，在这次展会上有很多相关的模具制造业的客户

，对我们产品有很好的推广。

我们公司专注于管材激光切割行业领域，已有

十余年的研发经验。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助力宁波

工业行业领域生产。同时，我们在此代表公司祝愿

宁波展会开展顺利。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激光相关的产品，有激

光切管机、平面激光切割机、激光清洗、激光

焊接、激光打标等等。这个展会我们参加过很

多次了，这次展会的话总体感觉还可以，因为

这边客户也比较多。

这次我们瓦尔特全班人马把北京展会的全套装备和

几个方案搬到了宁波，瓦尔特的特点是不断在产品和解

决方案上有创新。特别感谢金诺机床展搭建了这么好一

个平台，使得我们可以把德国原汁原味的刀具品牌介绍

给宁波的客户，带给我们浙江乃至全国的客户。

PARTICIPATION FEE

EXHIBITION ADVERTISING

EXHIBITION PROCESS

国内企业 Domestic

国外企业 Overseas

配套设施

10000元/块                         20000元/万个          8000元/个     6000元       10000元/场

异形展位(3×3/9㎡)双开口展位加收10%展位类别

RMB 8000/展位

USD 1500/展位

室内空地(36㎡ 起)

RMB 800/㎡

USD 150/㎡

白色围板，1张咨询桌，2把椅子， 1条蓝底色门楣，

9平米灰色地毯，220V插座，2盏射灯。
无配套设施，特装管理费、水电气自立。

组委会确认参展资格

参展单位7个工作日将所需定金汇至组委会对公账户组委会按报名时间、展位规模及付款顺序安排展位

组委会收到款项后给予展位确认
展位费余款必须在展会开幕前一个月内结清，
否则组委会将视为放弃参展权利，取消申请单位原定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