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 題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1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

主 講 傳 真/電 郵：________________ 1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

日　期 時　 間 室 主 辦 單 位 費用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確 認 後 備

11:00-12:30 南宴會廳 □ 2022大灣區創新科技國際合作論壇開幕 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國際聯盟 免費 N/A N/A

18:30-21:30 南宴會廳 2022大灣區創新科技國際合作論壇晚宴 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國際聯盟 免費 N/A N/A 僅限邀請

09:00-12:00 展臺號 9Q18 □ 企業宣傳展示 香港鑄造業總會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09:45-16:45 展臺號 11H01 □ 2022 IRACE 中歐機器人與自動化高峰論壇 - 中歐機器人及自動化 -- 共創未來工廠
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中國機器人産業聯盟、斯圖加特展覽、訊通展

覽
免費 劉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掃二維碼

報名

10:00-16:00 展臺號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內部物流高峰論壇 -- 主論壇：智能物料發展趨勢與應用 LogiMAT China 免費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現場報名

10:00-17:00 展臺號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國際真空鍍膜大會 深圳市真空技術行業協會 收費 黃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10:00-10:30 展臺號 2S35 □ 2022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展暨國際創新發明大獎  開幕式 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3:30-18:00 南宴會廳 □ 第十三届『長城特鋼』工模具材料配件産業鏈交流大會 - 暨模具産業數字化轉型高峰論壇 深圳市模具技術學會 免費 塗容華先生 手提: 13590244345

14:00-17:00 2C □ 株洲鑽石新品推廣及技術交流 株洲鑽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00-17:00 展臺號 2S35 □ 2022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展暨國際創新發明大獎  評審 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香港訊通集團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00-16:00 展臺號 9Q18 □ 總會舉辦鑄業展開幕式暨十年展商貢獻獎頒獎典禮 香港鑄造業總會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00-14:45 展臺號 9J31 □ 《博樂 M789 AMPO & W360 AMPO 在注塑和壓鑄模具的高性能 3D 打印應用》 博樂特殊鋼（上海）有限公司 免費 梁小姐 852-27886334
掃二維碼

報名

14:45-15:30 展臺號 9J31 □ 《聚焦增材創新 加速批量製造》 奧爾菲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免費 梁小姐 852-27886334
掃二維碼

報名

16:00-17:00 展臺號 9Q18 □ 總會領導巡館 香港鑄造業總會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09:30-17:00 展區內播放 生産力局塑膠技術研討會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N/A N/A N/A

09:00-17:00 展臺號 11T21 □ 世界元宇宙大會深圳高峰論壇暨 智能製造萬裏行大會深圳高峰論壇

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兩化融合委員會、中民協元宇宙工作委員會、中國機電一

體化技術應用協會元宇宙推進委員會、北京都睞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中經科科技有限公司

免費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現場報名

10:00-12:40 展臺號 9Q18 □ 2022增材製造技術應用國際論壇暨協同製造發展峰會 中國增材製造醫療器械專業委員會、深圳市3D打印協會、香港訊通集團 免費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09:00-17:00 展臺號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國際真空鍍膜大會 深圳市真空技術行業協會 收費 黃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09:30-12:00 展臺號 2S35 □ 2022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展暨國際創新發明大獎  評審 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香港訊通集團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0:00-16:10 展臺號 11H01 □
2022 IRACE 中歐機器人與自動化高峰論壇

創新解决方案賦能智慧工廠

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中國機器人産業聯盟、斯圖加特展覽、訊通展

覽
免費 劉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掃二維碼

報名

10:00-12:30 展臺號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內部物流高峰論壇 -- 應用行業論壇：汽車與零部件分論壇 LogiMAT China 免費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現場報名

11:00-12:15 5C □ 電火花智能加工解决方案 -- 電火花自動加工新模式 GF-喬治費歇爾精密機床（上海）有限公司 免費 黃正勇先生 手提: 13822214143

13:30-17:00 10ABC □ 模塑科技大講壇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廣東省模具工業協會 免費 陳穎女士 手提: 18825103811

14:00-17:00 101C □ 數控加工痛點座談會 -- 高壓斷屑研討會 南京艾科泵業有限公司、黃山艾肯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00-21:30 南宴會廳 □ 第五届中國國際數控刀具節會議及華銳之夜晚宴 東莞市數控刀具行業協會 免費 唐有水秘書長 手提: 18575287257 info@dnca.cn

14:00-15:15 2A □ ANCA 新品發布會 昂科機床（上海）有限公司 免費 成園園女士 手提: 18616309108 Sales@ancamotion.com

廣東省機械模具科技促進協會 柳亞强 手提: 18926284198 gdmmta@163.com 電郵表格

香港訊通集團 鄭國禮 手提: 13826923912 wytam@paper-com.com.hk

14:00-16:30 展臺號 11S05 □ LogiMAT China 2022 內部物流高峰論壇 -- 應用行業論壇：食品與飲料分論壇 LogiMAT China 免費 周文珺女士 手提: 13816750735 phoebe.zhou@messenanjing.cn 現場報名

15:30-16:30 展臺號 2S35 □ 2022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展暨國際創新發明大獎  頒獎儀式 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香港訊通集團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09:30-17:00 展區內播放 生産力局塑膠技術研討會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N/A N/A N/A

09:00-17:00 展臺號 2S01 □ VCCS2022 第六届深圳國際真空鍍膜大會 深圳市真空技術行業協會 收費 黃女士 手提: 13670231076

09:00-17:00 展臺號 11T21 □ 世界元宇宙大會深圳高峰論壇暨 智能製造萬裏行大會深圳高峰論壇

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兩化融合委員會、中民協元宇宙工作委員會、中國機電一

體化技術應用協會元宇宙推進委員會、北京都睞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中經科科技有限公司

免費 汪楠先生 手提: 17612151968

10:00-16:30 展臺號 11H01 □
FuMaTech 2022 未來製造技術論壇

先進製造技術給新能源産業帶來了什麽？

德國機床製造商協會、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中國機器人産業聯盟、

斯圖加特展覽、訊通展覽
免費 劉黎莉女士

021-52185109

手提: 13917086085
shirley.liu@messenanjing.cn

掃二維碼

報名

10:00-10:40 展臺號 2S35 □ 構建以循環腫瘤細胞爲核心的腫瘤精准檢測整體解决方案 晶准生物醫學（深圳）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0:50-11:30 展臺號 2S35 □ 科技驅動助力人類健康，數字化推動中醫藥産業創新 惠州市獎門人飲食文化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00-15:15 101A □ 如何應用IoT 協助注塑生産過程中的品質管理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免費 李先生 852-27885983
harrylie @hkpc.org    或

edwardfong@hkpc.org
電郵表格

14:30-17:30 展臺號 9Q18 □ 鑄業展現場簽約活動 香港鑄造業總會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4:30-15:10 展臺號 2S35 □ 傳統絲印，移印有煩腦？試試全新UV數碼打印吧 惠州市環球飛騰數碼設備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15:20-16:00 展臺號 2S35 □ 智能高壓壓鑄島整綫集成方案的研發應用 上海普萊克斯自動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免費 N/A N/A 現場報名

09:30-17:00 展區內播放 生産力局塑膠技術研討會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N/A N/A N/A

12月30日 09:30-14:00 展區內播放 生産力局塑膠技術研討會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N/A N/A N/A

請于適當之方格內加上√號，幷在本表格之右上角填上講題編號及主講傳真/電郵，然後分別傳真/電郵到各個別主講單位，先到先得。報名者必須獲該講題之主講單位確認，才可進場。 本表更新日期: 18/11/2022

公司名稱：＿＿＿＿＿＿＿　姓名：＿＿＿＿＿＿＿＿　職位：＿＿＿＿＿＿＿＿　手機號碼：＿＿＿＿＿＿＿　傳真：＿＿＿＿＿＿＿　電郵：＿＿＿＿＿＿＿＿＿　（請填寫清楚以便聯絡閣下確認留位）

2022大灣區工業博覽會研討會報名表
本人將報名以下之研討會 (請分別傳真/電郵到各主講單位)

第二十四届 DMP國際模具及金屬加工展、國際塑膠及包裝展 (2022年11月8-11日)

地點: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二樓（展區） 歡迎登入大會網址：www.dmpshow.com查看最新研討會

12月28日

本欄由主講填寫

編 號 及 講 題

12月27日

12月29日

14:00-18:20 5ABC □ 2022 國際先進製造業(中國廣東)高峰會 免費 852-23410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