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1年展会一览

传承优良品质，承诺优质服务，连接全球市场——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用实力打造旗舰展会，为客户提供国际性的展示和交流平
台；同时以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为会展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productronica China）是中国电子制造行业知名展会。
展会着眼于各种精密电子生产设备和制造组装服务，展示电子制造核心科技，汇聚国
productronica China

内外知名设备厂商。从表面贴装技术、电子和化工材料、点胶与粘合技术、电子组装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

自动化、测试测量与质量保证、电子制造服务，到线束加工与连接器制造、元器件制

3月17-19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造、运动控制与驱动技术、工业传感器、机器人及智能仓储等，为全产业链呈现电子

productronicachina.com.cn

行业智能制造针对热门应用行业的创新解决方案。

随着激光市场的飞速发展和激光应用的日益广泛，激光技术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慕
尼黑上海光博会作为亚洲重要的激光、光学、光电行业盛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
LASER World of PHOTONICS CHINA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3月17-19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

用，探索行业发展趋势，集中展示涵盖激光器与光电子、光学与光学制造、激光生产
与加工技术、成像及机器视觉、检测和质量控制五大版块的全方位产品内容，是不容
错过的业内展会。

会聚世界 展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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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China (ShangHai)
中国（上海）机器视觉展暨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机器视觉行业盛会，VisionChina（上海）集中展示机器视觉系统

3月17-19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及核心部件和插件的全方位产品内容，汇聚来自各工业应用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技术

www.visionchinashow.net/txw_sh/

人员，促进市场交流，是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及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优质平台！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electronica China）是电子行业展览，也是行业内重要的盛事。
202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electronica China）展会规模将扩大一倍，满足新老参展商
electronica China

对展位面积的迫切需求；引入更多垂直领域的应用展示，为行业打造的从产品设计到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应用落地的横跨产业上下游的专业展示平台；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十几场聚焦垂直行业

4月14-16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前沿话题的论坛，覆盖汽车、物联网、5G、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电子、电力

electronicachina.com.cn

电子等领域。

始于2000年，秉承慕尼黑IFAT母展的优良品质，作为亚洲环境技术旗舰交流盛会，中
IE expo China
中国环博会

国环博会（IE expo China）以“科技绿动中国，环保承载未来”为主旨，汇集全球市
政、工业、农村领域的水、固废、大气、土壤、噪声环境污染前沿解决方案。同期举

4月20-22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办的中国环境技术大会，以高峰论坛联动分论坛的形式探讨绿色科技创新。中国环博

www.ie-expo.cn

会不仅是环保新技术的展示平台，更是了解行业趋势和掌握市场商机的生态平台。

自2014年首秀以来，亚洲生鲜供应链博览会独到定位生鲜供应链全产业，已成为富有
PeriLog – Fresh Supply Chain Asia
亚洲生鲜供应链博览会
6月16-18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ww.fl-a.cn

规模效应和品牌影响力的行业大展。展会全面展示生鲜物流运输、末端配送、智能信
息化、冷库建设及仓储、安全防疫、生鲜食品加工包装、生鲜智能零售等产业链各端
新产品技术与解决方案，为日新月异的中国生鲜市场搭建商贸交流的平台。

作为海 • 陆 • 空物流供应链盛会——亚洲物流双年展旗下品牌展，亚洲智慧创新物流大
transport logistic China · Forum
亚洲智慧创新物流大会及展览
6月16-18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mart.tl-c.cn

会及展览每逢单年在上海举办。展会将聚焦“科技赋能·智能应用”主题，全面呈现智
慧物流在交通运输、物流仓储、生鲜供应链、流通加工、信息化服务各场景应用及产
品技术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制造等概念的持续深化，工业5.0的提出，以及研发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机
VisionChina (BeiJing)
北京机器视觉助力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大会
6月24-25日，北京 ·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www.visionchinashow.net/txw_bj/

器视觉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应用产品，而逐渐向多领域、多行业、多层次进行延
伸。VisionChina（北京）旨在为视觉用户及企业打造市场趋势、学术交流及创新思考
的前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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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运动用品商贸平台ISPO在中国举办的夏季多品类运动展会——ISPO Shanghai，
ISPO Shanghai
亚洲（夏季）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深耕跑步、健身、户外和滑雪、水上和潜水、运动潮流、供应商等领域，扶持创新
品牌，线上线下多品类、多渠道、多元跨界挖掘新观众，直面消费终端。来自全球

7月2-4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500余个品牌，吸引每年15,000余名观众，共同展望运动行

www.ispo.com.cn/shanghai

业的新方向。

随着多重国家政策的叠加，中国西部正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高地。中国环博会成都展
IE expo Chengdu

整合了雄厚的政府力量，引流品牌20余年积累的行业资源，于2019年首次入驻西部市

中国环博会成都展

场。展会以“专业展览+行业峰会”联动模式，为西部环保市场提供高品质环境污染治

7月8-10日，成都 ·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为参与者提供了解西部政策趋势、市场需求的交流平台，经过2

cd.ie-expo.cn

年的培育已成为提领成都乃至西部地区的旗舰环保展。

中国环博会广州展是华南区域高品质全产业链环保博览会。2020年展出面积达
IE expo Guangzhou
中国环博会广州展

30,000平米，共有401余家水、固废、大气、土壤污染治理展商同台亮相，吸引专业
观众20,399人次，成为华南地区旗舰环保展。同期举办的“华南生态环境创新技术

9月15-17日，广州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

大会”，汇集产业链各端精英，聚焦华南环境治理热点难点，成为促进华南技术创新

gz.ie-expo.cn

的关键平台。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lectronics,
Automation and Laser Expo

华南国际智能制造、先进电子及激光技术博览会（简称LEAP Expo）通过呈现表面贴

华南国际智能制造、先进电子及激光技术博览会

装、点胶注胶、线束加工、工厂自动化、未来市场、电子元器件、系统及方案、

10月28-30日，深圳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PCB、激光加工、机器视觉核心部件和辅件十大模块，覆盖电子智能制造全产业链核

www.leapexpo.com

心资源，为业界提供一站式采购平台。

慕尼黑华南电子生产设备展源于德国慕尼黑的productronica。productronica South
productronica South China

China将集中从表面贴装技术、电子和化工材料、点胶与粘合技术、电子组装自动

慕尼黑华南电子生产设备展

化、测试测量与质量控制、电子制造服务到线束加工与连接器制造、半导体及元器件

10月28-30日，深圳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制造、先进封装技术、运动控制与驱动技术、工业传感器、机器人及智能仓储等，为

www.p-southchina.com

全产业链呈现电子行业智能制造针对热门应用行业的创新解决方案。

South China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Exhibition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深入，激光技术正不断帮助汽车、电子、

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

医疗、新能源、PCB、通信、家电、照明等行业实现又一次智造升级。华南激光展着

10月28-30日，深圳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眼于华南激光应用市场，旨在为广大华南地区的激光技术潜在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

www.lasersouthchina.com

及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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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华南电子展（electronica South China）是继慕尼黑上海电子展（electronica
China）之后，慕尼黑电子展这一品牌进入中国后第二个子品牌展会。慕尼黑华南电子
electronica South China
慕尼黑华南电子展

展（electronica South China）立足深圳，辐射华南地区及东南亚市场，为电子行业搭

10月28-30日，深圳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建高品质的全产业链创新展示平台，汇聚国内外知名企业，吸引行业优质买家及精

www.e-southchina.com/zh-cn/

英，为蓬勃发展的华南地区电子产业市场创造更多商机。

VisionChina (ShenZhen)
中国（深圳）机器视觉展暨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作为机器视觉技术展示、市场交流及行业应用的重要平台，VisionChina（深圳）融入
Vision Plus X概念，注重机器视觉应用场景及解决方案的展示，呈现机器视觉在激光、

10月28-30日，深圳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电子、半导体、智能制造等多种领域的应用案例及技术展示。全方位呈现机器视觉与

www.visionchinashow.net/txw_sz/

行业应用，为用户打造智能制造生产线一站式采购平台。

FENESTRATION BAU China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简称FBC）创始于2003年，
已成为全球高端、富有竞争力的门窗幕墙系统解决方案专业展会。FBC始终专注于整
FENESTRATION BAU China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
11月2-5日，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合门窗幕墙行业创新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及商业合作模式的发掘，助力行业企业的
发展和技术创新。博览会同期还将举办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RealTech国际未来地
产博览会和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R&W），实现全产业链的交流和互通。

www.bauchina.com

中国国际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大会由亚洲重要的实验室行业盛会analytica China倾
labtech China Congress
中国国际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大会

力打造，大会将持续关注科研生态系统与实验室全生命周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实验室
规划、建设与管理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掀起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智慧实验室新风潮，

上海

始终关注实验室工作者的安全与健康。延续实验室行业“展览+会议”新模式，实景打

www.analyticachina.com.cn/zh-cn/

造多主题现场实验室及创新展区，传递“安全、智慧、可持续”理念。

欢迎关注

www.mm-sh.com

联系我们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陆家嘴金控广场T1塔楼11层，200122
电话：(+86 21) 2020 5500

@Messe Muenchen Shanghai Co., Ltd.

传真：(+86 21) 2020 5688

邮箱：info@mm-sh.com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中楼2908室，100020
电话：(+86 10) 8591 1001

传真：(+86 10) 8468 2519

邮箱：bj@mm-sh.com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2010室，518048
电话：(+86 755) 2337 3550

传真：(+86 755) 2337 3564

邮箱：sz@mm-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