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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展览会规模 20,000平方米 约300家中外企业 约30,000买家及专业观众

选择 IARS 武汉的十个理由

A、中国工博会自动化与机器人展原班人马倾力打造华中区域第一展

B、聚焦智能制造，挺进华中市场

C、政府领导、行业专家亲临现场，发布行业重磅信息

D、发布极具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E、展示近千款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创新产品和技术

F、50% 以上的国际大牌企业参展，提供企业广阔的合作机会

G、国际展团首次登陆中西部地区

H、邀请 60% 以上具有决策能力的高质量观众莅临展会

I、同期举办高端行业论坛、探索中西部地区智能装备升级

J、全球媒体现场直击，全方位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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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参展的三大优势

武汉地理及产业优势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拥有 40 多
条国际直达航线，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四大洲的城市。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化工、冶金、纺织、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
2015 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4081.91 亿元，增长 8.4%。在 11 大工业行业中，5 个行业产值超千亿元，分别是汽车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食品烟草和能源及环保业。

武汉工业以及制造业的政策优势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 “ 两型社会 ” 建设，武汉市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施主攻工业
战略，全面推动老工业基地改造，加快先进制造业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产业，努力打造特
色产业集群，初步建成了适应中心城市功能的现代产业布局。

2011 年起武汉开始实行 “ 工业倍增 ” 计划，其目的是为了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着眼长远谋划，加大重大工业项
目实施力度，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武汉工业上已形成了钢铁、汽车、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能
源环保、食品烟草六大千亿元产业板块。

推荐以 “ 武汉城市圈 ” 为重点区域的 “ 三个基地、一个枢纽 ” 建设，即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材
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特别是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综合交通网络，结
合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2016 年下半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纲要》提出了多项主要任务，具体包括保护和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构建东西双向、海陆统筹的对外开
放新格局等。

武汉支柱型制造业细分优势

1）汽车及零部件：武汉汽车产业已连续 7 年保持武汉第一大千亿支柱产业地位。2015 年，武汉市共生产汽车
142.63 万辆，同比增长 26.8%，高于全国乘用车产量增速 16.5 个百分点。汽车产业累计完成产值 2614.46 亿元，
同比增长 22.3%。武汉是汽车产业的聚集地，五大整车企业犹如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了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纷
至沓来开设工厂，格特拉克、德尔福、法雷奥、住电、霍尼韦尔、伟世通、万向等众多 “ 世界 500 强 ”、“ 中国
500 强 ” 企业。

2）钢铁产业：钢铁产业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钢铁业的主体。随着 “ 控制总量调整结构 ” 政策的实施，武汉钢铁
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区域布局之一将进一步发挥优势，使其成为钢铁产品中的精品生产基地，进而继续成为武汉
的支柱产业。

3）光电产业：光电子通信产业光电子通信产业是全球刚刚起步的高科技产业，光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以新
供给创造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新的供给，引发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1     12 个无柱展馆，2 个登录大厅，硬件设施优越；

 2         室内展示面积12 万平米，室外4万平米，适合举办大型工业展会；

 3          展馆交通十分便捷！直通地铁 6 号线，便于观众出行观展；

             距市中心仅 15 分钟车程，距各火车站、机场不到 30 公里；

 4    配套的会议中心、酒店紧邻展馆，便于举办高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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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处华中地区腹地，

区位优势明显。IARS将以武

汉为中心，全面影响用户行

业，辐射整个华中地区！

武汉

合肥

长沙

株洲

南昌

郑州

您的目标客户在哪里? IARS为您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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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核心智能硬件

组装及搬运系统 / 线性定位系统、工业影像处理系统、控制系
统，PLC，SCADA、传感器和执行器、工业用电脑通讯、网络和
现场总线系统、嵌入式系统、测量和测试系统、工业自动化数
据获取及辨别系统、激光技术、自动化服务、空压技术与设备。

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及检测相关

电气系统变压器、电池和不间断电源、伺服电机和变频器、传
动、机械驱动系统、电线及电缆附件 / 电气控制系统用电气开
关装置和设备、电工及光学部件、电力电工测试和检测设备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气体微系统技术等。

工业机器人本体，核心部件及其他智能装备

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码垛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
器人、其他工业机器人等；AGV 及技术相关，驱动系统 RV 减
速器，谐波减速器，精密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步进电
机，夹具，抓手，气缸及液压缸等；视觉系统，直线运动 (LM) 
导轨设备，滚珠花键、滚珠丝杠和连杆球等机械组件。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基于工业 4.0 的整体解决方案，面向 ( 汽车装配、汽车零部件
生产、焊接、3C、机床、家电、包装、医药、食品、物流等 )
应用行业的集成解决方案，机器人工作站，机器人智能化生产
线等。

展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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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同期论坛、行业对话倾情奉献
展会同期的论坛不仅会围绕智能制造 2025、工业 4.0、机器人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等本行业的

创新主题，更会涉及汽车制造、包装机械、机床制造、3C 家电等多行业终端用户行业的热点话题。

我们将与众多相关的知名协会、媒体、院校合作，邀请专家、企业解析尖端技术，解读行业需求。

“ 中国制造 2025” 高峰会议

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暨 CEO 圆桌峰会

未来制造高峰论坛

OEM 机械设计高峰论坛

OPC 中国巡回研讨会

制造业数字化 / 网络化 / 智能化创新发布会

工业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峰会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

MES( 制造执行系统 ) 开发与应用专题研讨会

PLC 技术发展研讨会

中国数字化智能工厂解决方案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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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参观团

为提高专业观众们的观展体验，主办方对于团

体参观的企业将提供 VIP 服务。2018 年，主办

方计划针对：汽车及零配件、机械制造、轨交、

船舶、3C、电器、军工、航空航天等应用行业，

邀请超过 30 个 VIP 企业参观团莅临展会，为

您带来绝佳的商机！

7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

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格力电器武汉产业园

美的生活电器武汉工业园

富士康科技集团金机虎公司

华为武汉研发生产基地

武汉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电力设备厂

湖北天门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Cn
 中

国
 
上

海
印

刷
20

17
年

10
月

主办单位：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工博会项目分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展位租赁 

光地展位
Raw space

标准展位
Shell scheme

光地展位

• 室内光地(18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

• 标准展位(9平方米起租)
• 围板

• 地毯

• 咨询桌X1
• 椅子X2
• 220V电源插座X1
• 中英文公司楣板X1
• 100W射灯X2

联系方式 ：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工博会项目分公司

电话：+86-21-22068388

传真：+86-21-62895703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21-50456700* 259/280/282

传真：+86-21-50459355/68862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