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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ALUMINIUM CHINA 2020

同期展会

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上海国际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

200家国际协会/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约100家海外展商

约2000名海外采购商，覆盖80余个国家/地区

铝工业全产业链展示平台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是集商业洽谈、国

际交流及品牌展示为一体的专业展览平

台，完整展示集原材料、半成品、应用成

品以及相关机械设备、辅料耗材在内的铝

工业全产业链，并致力于协助铝行业建立

与下游重要应用领域的合作。同时，特别

搭建了与国内外行业领袖、铝材应用领域

专家的高端对话平台，共同探讨铝材深加

工和终端应用领域转型升级及未来发展的

有利商机。

国际铝业资源共享，
           搭建国际化平台

15年积淀，突显行业领军地位不容错过的铝工业行业盛会

同时同地，
       资源共享

不一样的参展体验



TAP（Target Attendee Program）特邀买家计划，是指前来参观中国

国际铝工业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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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我们将甄选特邀买家，为您提供精准的商务配对服务。

2019中国国际铝工业展到场

1210名特邀买家

其中汽车类占43%
包装电子类占28%
行业内专业观众占21%

商务配对服务，
 寻找最匹配的顶级买家

399场商业配对

其中国内配对265场

国际配对134场

共服务于125家展商。

◆ 表面处理专区

◆ 节能环保专区

◆ 国际展区/德国专区

◆ 铝包装展示专区

◆ 未来之“铝”

◆ 轻量化创新成果展示区

集中展示铝产业链中优秀产品

聚焦铝行业热点话题

◆ 铝加工技术交流论坛

◆ 铝包装及可持续论坛

◆ 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铝应用

◆ 汽车轻量化工艺技术及相关材料

     创新应用论坛

◆ 安泰科2019年中国国际铝加工论坛

引荐采购决策人
一对一深入交流

邀请潜在客户
打开生意之门

增加企业在对口买家中
的精准曝光

线索速递 展前了解潜在
买家需求

*2019年部分到场特邀买家，排名不分先后



*数据来源于2019年展后统计

展商展品

展商寄语

◆ 铝及铝合金原材料
◆ 铝初级金属产品
◆ 铝半成品、半合成品，如铝型

材、板、带、箔、铝塑复合材
料、铸件

◆ 特殊应用的铝深加工产品（应
用于建筑、交通、机械、包
装、电子行业）

◆ 铝行业材料（铝锭、铝管、线、棒等）生产商
◆ 铝行业加工企业（型材、板带箔、压铸件等）
◆ 铝业贸易商、经销商
◆ 交通业，如汽车零部件及整车生产企业、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制造商等
◆ 包装行业

观众寄语

观众范围

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王瑞超

主办方服务非常到位，宣传力度很大，

论坛活动比较丰富。展品和观众的质量

有明显的提升，展出的产品越来越高

端，越来越全面。观众对新技术新产品

越来越关注，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通

过此次参展不仅了扩大企业影响力，还

为展商提供了更多接触客户的机会。感

谢励展集团的支持与帮助，祝中国国际

铝工业展越办越好！

东芝三菱电机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刘韡嘉

作为全球工业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的

供应商，TMEIC通过铝工业展这个亚

洲首屈一指的交流平台，有效地与行业

专家和专业观众进行了交流，展示了

TMEIC的最新技术和应用经验，扩大

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品牌影响力。我们非

常感谢励展博览集团的辛勤付出，祝愿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越办越好！

浙江巨科铝业有限公司 

总裁 周宗成

感谢中国国际铝工业展，通过这个国际

平台，让浙江巨科集团扩大业务范围，

了解行业动态，维系了客户关系。感谢

励展的精心组织和策划，祝铝工业展越

办越好，祝励展越来越红火。

◆ 原铝加工设备
◆ 热处理设备
◆ 挤压及轧制设备
◆ 表面处理设备
◆ 检测设备
◆ 铝深加工设备
◆ 辅助材料及其它设备
◆ 环保与节能设备

材料
MATERIAL

EQUIPMENT
设备

三井物产（广东）贸易有限公司
金属资源部副经理 邹爱琼

一年一度的上海铝工业展上，给各大
厂家提供一个展示平台，给予了我们
采购商进一步了解供应商的直观途
径，展会地图引导非常直观简明易
懂。展会提供了很多新的商机，作为
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很骄傲能看到国
内有这么多优质产品，宣扬中国制
造，弘扬国威。另外主办方也很周
到，希望今后也能越办越好。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采购部经理 吕圆圆

祝铝展在下一个15年越办越好，越走
越远，希望更多铝用企业能够加入，
并从中受益。更多的铝材相关新技术
和新应用能涌现出来，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发展机遇。祝铝展人的盛会越办
越红火，越走越辉煌。 

邯郸市华兴铝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贵银

铝工业展会为我们铝材生产企业指明
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为设备更新给出
了有力的证据。新技术的展示为我们
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愿展会越
办越好，越办越辉煌！

◆ 消费电子行业
◆ 机械制造
◆ 建筑业
◆ 铝行业设备生产商
◆ 其他铝应用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整车
机器零部件及机械制造 
电子 
建筑
包装

20.65%
6.54%
5.08%
3.27%
2.89%

观众行业分布

89.56%的观众
对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参观效果满意

25285名
专业观众

两展汽车类观众到场占比26.32%，

共计6656人

97个专业买家团，

共计2593人

74.84%的观众
在企业采购时拥有

最终决定权或采购推荐权

铝型材
铝板带箔
铝锭、铝合金锭
有色金属回收及再生
铝管线棒

15.19%
12.96%
10.26%
6.21%
3.88%

铝材深加工及下游应用行业 Top 5 金属材料及加工行业 Top 5

38%观众来自金属材料及加工行业48%观众来自铝材深加工及下游应用行业

*2019年部分参展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国内销售：

龙丽 小姐
Tel: +86 755 2383 4541

Mob：+86 13928415353

li.long@reedexpo.com.cn

张有金 先生
Tel: +86 10 5933 9498

Mob：+86 17310207763

eric.zhang@reedexpo.com.cn

吴祥静 小姐
Tel: +86 10 5933 9361

Mob：+86 18001358339

jocelyn.wu@reedexpo.com.cn

销售团队信息

www.aluminiumchina.com

国际销售：

王典 小姐
Tel: +86 10 5933 9179

Fax: +86 10 5933 9333

diana.wang@reedexpo.com.cn

朱禧佳 小姐
Tel: +86 10 5933 9054

Fax: +86 10 5933 9333

julia.zhu@reedexpo.com.cn

关注官方微信 掌握最新动态

赵士豹 先生
Tel: +86 10 5933 9496

Mob：+86 18715518308

victor.zhao@reedexpo.com.cn

李西西 小姐
Tel: +86 10 5933 9254

Mob：+86 17710812788

elim.li@reedexpo.com.cn

同期举办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