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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日韩智能制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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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AGE同城

打造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工业联展
同期举办:  APIE2022亚太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

第19届亚太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PLACING ORDERS
IN SUPPORT OF CHINA MACHINE TOOL INDUSTRY

订单用订单支持中国机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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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全球最大的生产装备消费市场

韩国
半导体、粗钢、工业机器人、

汽车、电子等综合实力全球前列

日本
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国家；
汽车、机器人、自动化、
数控机床等领域全球第一

Qingdao
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作为全球展览协会认证的专业机床展—金诺机床展旗舰展，

深度聚焦中日韩智能制造前沿，全面展现行业前景和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迄今为止成功举办24届，为数万家参展商和数百万行业用户盛力打造了集供需匹配、

技术交流于一体的优选商贸平台。

对标中日韩枢纽区位，筑造全球智造新高度

JM2022
第25届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

跨越环渤海、东三省、长三角、珠三角；

覆盖中国沿海制造业企业；

拥有海内外300+万装备制造业买家大数据；

全球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专业机床展；

率先引领OMO双线融合会展新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 / 海上合作支点城市； 

中东欧“16+1”、东盟“10+3”、“一带一路”合作高地；

中日韩经贸合作桥头堡；

国家海洋装备、轨道交通、高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累计展出面积177万平米；展位73200个；参展商17800家；

海内外专业买家298万人次；配套会议活动246场次



EXHIBITION REVIEW

FUSION · WIN THE FUTURE

11大展馆；120000平米展出面积；2120家参展商；20+会议论坛；

128556人次参观观众；10人以上专业采购团208家... ...

EXHIBITION SCOPE

2021 AUDIENCE INDUSTRY SOURCES

11展馆（大）

EXHIBITION HALL

1,500参展商（家）

EXHIBITOR

125,000展出面积（㎡）

EXHIBITION AREA

150,000专业观众（人次）

PROFESSIONAL AUDIENCE

汽车制造及零部件16.4%

机械基础件11.57%

轨道交通14.36%

金属制品6.19%

家电电子7.21%

仪器仪表6.3%

船舶海工3.6%

电子通讯5.5%

电力电工4.98%

重型装备5.61%

工业自动化2.07%

农业装备2.45%

冶金铸造3.56%

工程机械4.1%

医疗设备1.75%

节能环保1.32%

暖通供热0.5%

半导体照明1.41%

食品饮料0.15%

生物制药0.13%

纺织服装0.21%

国防军工0.26

其他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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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成形/工业测量
机器人/功能部件

锻压冲压/激光
金属成形

 激光加工/金属成形

金属切削/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
金属切削
中国台湾地区

精密机床
特种加工设备

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
国际馆

工厂智能化
机器人

模具/刀具/工具/零部件

数控刀具
功能部件
金属切削

E4
刀具
夹具
机床附件

金属切削、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床制造装备；                 金属成形、激光加工系统、锻压、冲压装备；

机器人开发平台及软件、工业机器人本机及零部件、柔性单元、系统集成、智能物流搬运设备

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                        测量检测系统与设备；

刀具、工模具、磨料磨具、功能部件等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发布需求
甄选品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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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前企业
精准曝光

展后订单
跟进成交

HARD CORE EXTENSION

INVITED INDUSTRY BUYERS

汽车及零部件

比亚迪、一汽大众、北汽新能源、上海

通用、北京现代、福田汽车、吉利汽

车、一汽解放、五征集团、时风集团

3C电子制造

华为、小米、三星、西门子、TCL、富

士康、歌尔股份、联想、飞利浦、日

立、三菱、奥克斯

生物科技及智慧医疗

明月海藻、康尔生物、鲁南制药、欧姆

龙、迈瑞生物、罗博飞、中海潮、澳德

龙

新能源新材料

中国重汽、特锐德、浪潮集团、华创集

团、中材集团、魏桥集团、圣泉集团、

中国石化、海藻生物

家电及厨卫

海尔、海信、澳柯玛、格力、美的、小

天鹅、创维、长虹、皇明太阳能、方正

科技、小鸭集团、新飞、桑乐太阳能

工程机械及应用

大洋电机、松下马达、青特集团、潍

柴、雷沃、玲珑轮胎、双星轮胎、山东

临工、隆基集团、山推、斗山

●持续加大线下广告投入，全国主要工业园区及各大高速枢纽线下广告全覆盖；

●结合线上广告精准投放，覆盖今日头条、微信、腾讯、百度、新浪、凤凰网及行业垂直门

户等主流媒体，建立大数据，匹配连接供需，实现千万级别品牌精准曝光；

●高效运营金诺300万买家大数据，精准数字化营销，获取采购线索及订单；

●定制化地推服务，尊享专属买家邀约，“全国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地路演”、“采购商大

会”供需配对，定向精准人群1V1深度洽谈，助力企业成交。

●云展直播同步进行，线上供需匹配，线下接洽体验，助力企业拓展商机。

线上线下 全覆盖
千万级别品牌精准曝光

全覆盖式 广告宣传 ，硬核打造 展会品牌



国际工业机器人大会；

金诺机床展采购商大会；

金诺啤酒节；

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双11”——母机节；

“最受客户信赖奖”评选；

金诺云展直播在线；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PARTICIPATION FEE

PARTICIPATION MEANS

SCHEDULE

以全球视野、立足青岛，面向亚太，聚焦中日韩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业

产业发展，共襄行业盛会。

场会议论坛 位特邀专家 位行业精英

邀您 论道智能，对话未来 1.登录官网www.jnmte.com

2.拨打电话400-6767-260

国内企业 

国外企业

配套设施

标准展位（单面开口）展位类别

RMB 12000/展位

USD 2000/展位

异形展位（单面开口）

RMB 16000/展位

USD 2500/展位

室内空地（36㎡起）不含场地管理费

RMB 1200/㎡

USD 200/㎡

标展面积：3*3/9㎡/个、商务洽谈桌1张、洽谈椅2把、1个220V插座、9㎡地毯1块、楣板1块（普通标展配)，

2m*1m灯箱门楣（异型标展配）；室内空地不包括任何配套设施，需要者另行租用。

金诺机床展 金诺云展

CJK2022中日韩智能制造大会
CJK2021 CHINA-JAPAN-KOREA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布展时间 展览时间 撤展时间
2022年

7月13-17日
2022年

7月18-22日
2022年

7月22-23日



125000㎡展出面积；
2600+家参展商；
150000+人次参观观众

三展
同城联动FOR A WHILE

CITY LINKAGE 

THREE 
EXHIBITIONS一会

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即墨）

140000㎡米展出面积
2800+家参展商

170000+人次参观观众 

亚太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
（红岛会展中心—红岛）

20+个国家；30+场平行论坛；
100+位特邀嘉宾；3000+位行业精英

中日韩智能制造大会
（国际会议中心—奥帆中心）

立足青岛，放眼全球，

385000㎡震撼规模，445000+人次参观观众齐聚岛城，

见证全球机床工具、塑料橡胶及智能装备盛会耀世启航！

120000㎡米展出面积
2600+家参展商

150000+人次参观观众

亚太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世界博览城—黄岛）

井冈山路站

健身中心
（红岛会展）站

博览中心站

东郭庄站

盛海路(世博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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