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 题 编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1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

主 讲 传 真/电 邮：________________ 1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

日　期 时　 间 室 主 办 单 位 费用 联 络 人 电　话 传　真 电　　邮 确 认 后 备

11:00-12:30 南宴会厅 □ 2022大湾区创新科技国际合作论坛开幕 大湾区创新科技发展国际联盟 免费 N/A N/A

18:30-21:30 南宴会厅 2022大湾区创新科技国际合作论坛晚宴 大湾区创新科技发展国际联盟 免费 N/A N/A 仅限邀请

09:00-12:00 展台号 9Q18 □ 企业宣传展示 香港铸造业总会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09:45-16:45 展台号 11H01 □ 2022 IRACE 中欧机器人与自动化高峰论坛 - 中欧机器人及自动化 -- 共创未来工厂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斯图加特展览、

讯通展览
免费 刘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扫二维码

报名

10:00-16:00 展台号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内部物流高峰论坛 -- 主论坛：智能物料发展趋势与应用 LogiMAT China 免费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现场报名

10:00-17:00 展台号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国际真空镀膜大会 深圳市真空技术行业协会 收费 黄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10:00-10:30 展台号 2S35 □ 2022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展暨国际创新发明大奖  开幕式 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3:30-18:00 南宴会厅 □ 第十三届『长城特钢』工模具材料配件产业链交流大会 暨模具产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 深圳市模具技术学会 免费 涂容华先生 手提: 13590244345

14:00-17:00 2C □ 株洲钻石新品推广及技术交流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00-17:00 展台号 2S35 □ 2022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展暨国际创新发明大奖  评审 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香港讯通集团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00-16:00 展台号 9Q18 □ 总会举办铸业展开幕式暨十年展商贡献奖颁奖典礼 香港铸造业总会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00-14:45 展台号 9J31 □ 《博乐 M789 AMPO & W360 AMPO 在注塑和压铸模具的高性能 3D 打印应用》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免费 梁小姐 852-27886334
扫二维码

报名

14:45-15:30 展台号 9J31 □ 《聚焦增材创新 加速批量制造》 奥尔菲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 梁小姐 852-27886334
扫二维码

报名

16:00-17:00 展台号 9Q18 □ 总会领导巡馆 香港铸造业总会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09:30-17:00 展区内播放 生产力局塑胶技术研讨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N/A N/A N/A

09:00-17:00 展台号 11T21 □ 世界元宇宙大会深圳高峰论坛暨 智能制造万里行大会深圳高峰论坛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中民协元宇宙工作委员会、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元宇宙推进委员会、北京都睐看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中经科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现场报名

10:00-12:40 展台号 9Q18 □ 2022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国际论坛暨协同制造发展峰会
中国增材制造医疗器械专业委员会、深圳市3D打印协会、香港讯通集

团
免费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09:00-17:00 展台号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国际真空镀膜大会 深圳市真空技术行业协会 收费 黄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09:30-12:00 展台号 2S35 □ 2022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展暨国际创新发明大奖  评审 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香港讯通集团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0:00-16:10 展台号 11H01 □ 2022 IRACE 中欧机器人与自动化高峰论坛 - 创新解决方案赋能智慧工厂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斯图加特展览、

讯通展览
免费 刘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扫二维码

报名

10:00-12:30 展台号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内部物流高峰论坛 -- 应用行业论坛：汽车与零部件分论坛 LogiMAT China 免费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现场报名

11:00-12:15 5C □ 电火花智能加工解决方案 -- 电火花自动加工新模式 GF-乔治费歇尔精密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免费 黄正勇先生 手提: 13822214143

13:30-17:00 10ABC □ 模塑科技大讲坛 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广东省模具工业协会 免费 陈颖女士 手提: 18825103811

14:00-17:00 101C □ 数控加工痛点座谈会 -- 高压断屑研讨会 南京艾科泵业有限公司、黄山艾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00-21:30 南宴会厅 □ 第五届中国国际数控刀具节会议及华锐之夜晚宴 东莞市数控刀具行业协会 免费 唐有水秘书长 手提: 18575287257 info@dnca.cn

14:00-15:15 2A □ ANCA 新品发布会 昂科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免费 成园园女士 手提: 18616309108 Sales@ancamotion.com

广东省机械模具科技促进协会 柳亚强 手提: 18926284198 gdmmta@163.com 电邮表格

香港讯通集团 郑国礼 手提: 13826923912 wytam@paper-com.com.hk

14:00-16:30 展台号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内部物流高峰论坛

-- 应用行业论坛：食品与饮料分论坛
LogiMAT China 免费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现场报名

15:30-16:30 展台号 2S35 □ 2022亚洲国际创新发明展暨国际创新发明大奖  颁奖仪式 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香港讯通集团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09:30-17:00 展区内播放 生产力局塑胶技术研讨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N/A N/A N/A

09:00-17:00 展台号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国际真空镀膜大会 深圳市真空技术行业协会 收费 黄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09:00-17:00 展台号 11T21 □ 世界元宇宙大会深圳高峰论坛暨 智能制造万里行大会深圳高峰论坛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中民协元宇宙工作委员会、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元宇宙推进委员会、北京都睐看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中经科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现场报名

10:00-16:30 展台号 11H01 □ FuMaTech 2022 未来制造技术论坛 - 先进制造技术给新能源产业带来了什么？
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

联盟、斯图加特展览、讯通展览
免费 刘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扫二维码

报名

10:00-10:40 展台号 2S35 □ 构建以循环肿瘤细胞为核心的肿瘤精准检测整体解决方案 晶准生物医学（深圳）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0:50-11:30 展台号 2S35 □ 科技驱动助力人类健康，数字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 惠州市奖门人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00-15:15 101A □ 如何应用IoT 协助注塑生产过程中的品质管理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免费 李先生 852-27885983
harrylie @hkpc.org    或

edwardfong@hkpc.org
电邮表格

14:30-17:30 展台号 9Q18 □ 铸业展现场签约活动 香港铸造业总会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4:30-15:10 展台号 2S35 □ 传统丝印，移印有烦脑？试试全新UV数码打印吧 惠州市环球飞腾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15:20-16:00 展台号 2S35 □ 智能高压压铸岛整线集成方案的研发应用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免费 N/A N/A 现场报名

09:30-17:00 展区内播放 生产力局塑胶技术研讨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N/A N/A N/A

12月30日 09:30-14:00 展区内播放 生产力局塑胶技术研讨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N/A N/A N/A

请于适当之方格内加上√号，并在本表格之右上角填上讲题编号及主讲传真/电邮，然后分别传真/电邮到各个别主讲单位，先到先得。报名者必须获该讲题之主讲单位确认，才可进场。 本表更新日期: 18/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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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由主讲填写

12月27日

12月28日

2022大湾区工业博览会研讨会报名表
本人将报名以下之研讨会 (请分别传真/电邮到各主讲单位)

第二十四届 DMP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国际塑胶及包装展 (2022年11月8-11日)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展区） 欢迎登入大会网址：www.dmpshow.com查看最新研讨会

编 号 及 讲 题

12月29日

2022 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 免费 852-2341037914:00-18:20 5AB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