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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驰汽车
车身采购高级经理 陈丽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既让我看到了行业内材料、 设备 、
工艺、 产品等各方面的新技术新突破， 也接触了很多行业内的展商。我们也在展会
上对接到了主机厂的潜在供应商，以寻求后续合作。整个行业需要这样的平台 ，同
产业链携手共进，才能共同发展，做到双赢。

海斯坦普集团
亚太模具采购经理 冯兴财
励展平台给各位合作伙伴提供了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通过参加中国国际铝工
业展览会和相关论坛活动，使我们了解了铝工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方向。每次
展会前的准备和邀约工作做的非常周到，感谢平台带给我们的便利和用心服务，祝
愿展会越办越好。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供应商管理经理 唐云峰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和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搭建了行业交流的重要平台，跟
踪前沿趋势，优化现有技术，总结相关经验。每年的展会各有特点，推陈出新，为提
升我国制造工业的技术水平添砖加瓦！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云杰
励展举办的中国国际铝工业展是铝行业的年度盛会！今年的盛会更是注入了 “绿
色，环保，循环”的主题，引领行业风向标！祝愿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越办越精彩！

上海浙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 李玲玲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是集商业洽谈、国际交流及业务网络拓展为一体的商务平
台，展会完整展示铝及铝合金等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应用，汇聚国内外行业
领军人物和铝材应用领域专家，帮助铝行业内有共识的人员共建合作桥梁，希望铝
工业展越办越好。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上海研究院

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 爱普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仁宝电脑 敏实集团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司山东弘亚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信发集团

江苏和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有色金属加工行业

有色金属加工设备及辅助材料

51.59%

39.1%

9.31%

汽车电子包装等应用行业

观众行业分布

买家评价 行业组团观众

展会期间共有102个国内外参观团到场参观

参观团数量达1815人

应用端占59.49%

行业内占40.51%

2021组团名单(部分)

8%
有些可能

4%
没有什么意向

21%
完全可能，请帮我登记

67%
很有可能

10%

12%

不太满意

1%
完全不满意

27%
完全满意

50%
很满意

一般

21%
12%

36%
采购推荐权

15%
制定采购需求 

16%
不参与采购

观众采购决定权分析

102

1815

59.49%

40.51%

个

人

2022年观众参展意愿观众满意度

其他
最终决策权

德西福格汽车配件(平湖)有限公司



63%
很满意

16%
一般

19%
完全满意

2%
不太满意

励展博览集团成功举办了 2021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
会！铝工业展为行业内的新老企业提供了创新、融合、
发展的平台，对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感谢励展集团对于参展企业的
支持与帮助，祝铝工业展越办越好！

丛林铝业在今年完成重组后，全新亮相中国国际铝
工业展，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也看到了疫情后中国
铝行业的蓬勃生机。希望利用中国国际铝工业展专
业平台将丛林多年来在铝材深加工方面的独特优势
进行充分展示和交流，愿展会越办越好！

河南明泰铝业作为集“科研、加工、制造”为一体的大型现
代化铝加工企业，有幸成为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持续
参展的展商，见证了其不断发展和壮大。在这个平台上，
能够充分展示企业形象、进行信息交流、加强客户紧密
合作，专业的展示了铝加工行业现有高新技术和未来发
展趋势，希望今后继续携手未来，共创辉煌！

KAP 作为 3C 电子和汽车高品质铝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致力于打造“百年金桥”的愿景。KAP 与励展博览
集团的合作是一个互相学习进取的过程，充分感受
到励展不断洞察市场的变化，为铝加工的企业提供
动态更新的服务。感谢主办方励展博览集团的支持
与付出，祝愿铝加工事业和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越来越好！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为行业提供了很好的商业交流
和品牌展示的机会。励展博览集团作为展会主办方，无
论是现场服务，还是商贸对接，都展现出了专业的办展
水平。感谢励展博览集团的支持与帮助，祝愿中国国际
铝工业展览会越办越好！

大力神铝业作为研发与生产“高性能特种铝合金”及“定
制化复合材”的高新技术企业，多次有幸受邀参展，共
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壮大。中国国际铝工业展充分
展示了现代铝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社会关注。平台以高质量的服务为企业赢得了更
多商机，促进了铝行业的全面发展。在此我们衷心感谢
励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祝愿未来共同发展进步！

作为一家全球性集团公司，西马克集团已经多次参
展。借助这个平台，展示了西马克在钢铁和有色金属
行业 150 年的经验、先进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作
为金属行业的领先合作伙伴，西马克集团将会持续
借助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这个平台，将更先进、更绿色
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传递给更多的客户。

Pyrotek 自 2005 年来一直参加中国国际铝工业展，
从未缺席。一起走过近 20 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国
铝工业的发展。通过这个优异的平台，与新老客户交流
洽谈，扩大了我们的知名度，树立了 Pyrotek 铝行业引
领者的形象。Pyrotek 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利用全
球资源，为本地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希望中国国
际铝工业展览会涵盖整个铝产业链，越办越好！

无疑地，励展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是一年一度的铝
工业盛会。我们期望励展越办越好，能够帮助展商更加
全面地展示铝产业链产品，引进更多专业客户，持续为
展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022年展商参展意愿参展商满意度

展商评价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正风

丛林铝业科技（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王刚

金桥铝材集团
销售总裁 陈嘉驹

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林生

明泰铝业
副总经理 贺志刚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魏新

大力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曹旷

诺贝丽斯（中国）铝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副总裁  刘清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总经理 姜臻

经历了 2020 抗疫的寒冬，乘“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
春风，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轻量化铝材在汽车工
业的应用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诺贝丽斯愿携手励展博
览集团，共同推广铝应用和汽车轻量化的进一步发展，
共同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中国宏桥通过本次展会宣传推广了集团铝材精深加工方
面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收获了广大行业同仁及
下游客户的一致认可。 近年来中国国际铝工业展的成功
召开为中国铝行业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必将有利
促进铝工业向高精尖产业迈进。祝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越
办越好！

澳美铝业作为一家国际化全产业链铝加工企业，携交通
轻量化、海工船舶、消费电子、现代城市应用四大领域产
品亮相本届中国国际铝工业展，参展产品受到了专业人
士的高度认可与赞许。中国国际铝工业展是体现中国铝
行业高端技术的展示平台，未来让我们一起助力中国铝
行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西马克中国
首席销售官 Norbert Theelen

Pyrotek 中国区铝加工行业
销售总监 黄正冬

广东普拉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殷正斌

19%
有可能

1%
没什么意向

19%
已预订展位

1%
不会考虑

60%
很有可能

*排名不分先后



两场配对会是主办方为展商与采购商搭建的业务交流平台。对接会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近50家展
商及配套采购商齐聚现场，对接交流合作累计配对253场次。

汽车采购项目对接会——铝轻量化专场、出口贸易配对会

铝合金熔铸技术研讨会邀请铝材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及铝加工配套设备企业参会，来自中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华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嘉宾进行主题演讲，
与现场300多名观众，共同探讨铝熔铸相关话题。

铝合金熔铸技术研讨会

 “双碳”环境下，展会特别将主题关注在“低碳、环保”，并特别设置“铝包装公益专区”。同时，本次展
会特别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分享碳中和经典案例，旨在助力参展企业和观众，在未来推动行业实现低
碳环保转型。

铝包装工艺专区

包装铝是铝的三大应用领域之一，铝包装的可持续性一直是持续关注的话题。2021铝包装与可持续性
论坛共吸引约250名观众到场参与，来自南山铝业、广东欧亚包装、尚轻时代金属信息咨询等企业的演
讲嘉宾，围绕铝包装创新开发与应用、可持续发展、材料应用等热点主题进行演讲及交流。

2021铝包装与可持续性论坛

探讨再生铝产业发展新形势，推动铝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助力产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于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信达证券娄永刚金属和新材料研究团队等演讲
嘉宾，与现场200余名专业观众，就围绕铝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碳达峰及碳中和、再生铝新应用领域等
热点主题进行演讲及现场交流。

中国再生铝产业链融合发展论坛

5G 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中国国际铝工业展力邀行业重点企业进行高峰论坛，围绕高性能铝合

金材料在 5G 基站建设中的应用、解决方案等热点主题进行演讲。论坛共吸引 350 名观众到场聆听，论

坛现场气氛热烈。

论坛获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鼎力支持，邀请中铝、麦格纳卫蓝新能源汽车、诺贝丽斯等企业共同探讨新能
源汽车轻量化话题。200 名与会者进行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之路。

5G基站创新材料及关键部件高峰论坛

第二届汽车轻量化工艺技术及相关材料创新应用论坛——新能源汽车专场

参展企业（部分）

精彩活动回顾
*排名不分先后



1310
56.40%

19.15%

8.53%  

299

位
场

行业内专业观众
占56.40%

2021年三展共到场
1310位TAP特邀买家

汽车
观众占19.15%

包装电子
观众占8.53%       

15.92% 其他应用端
观众占15.92%

共完成
299场商业配对

[部分]

*排名不分先后

与会的TAP特邀买家(部分)

TAP特邀买家

* TAP（Target Attendee Program）特邀买家，
是指前来参观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的具有明确采购意
向或采购计划的铝应用行业内的高层或专业人士。



参展咨询
邢佳慧 女士
T：+86 10 5933 9387

E：judy.xing@reedexpo.com.cn

市场及参观事宜咨询
李硕 女士
T：+86 10 5933 9054

E：evelyn.li@rx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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