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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半年滙達全球

                                展覽規劃
日本東京汽車技術展 

2018/01/17-19
日本東京汽車技術展（Automotive World）是全球最大的

先進汽車技術展。1,140家展商將參與2018年的東京汽車技術

展，另外 40,000名訪客（汽車廠和其第一階供應商）也預計會

到來尋找供應商或合作夥伴。此展已有９年的歷史，目前已是汽車產業中最重要的生意平台之一。

該展旗下子展「汽車零部件暨加工技術展（或稱CAR-MECHA JAPAN)」是針對汽車產業機械部件和加工技術的特別展。展場可

以被區分為六大展區，包括製造技術區、機械零組件區、檢測測試區、原型製造區、模具區和表面處理區。 

另一個旗下子展「車用輕量技術展（或稱AUTOMOTIVE LIGHTWEIGHT TECHNOLOGY EXPO）」也同步舉行。展會展出各式輕量

技術，像是原物料、加工技術、設計及模擬軟體、零部件和模組和各式材料接合技術。 

土耳其伊斯坦堡螺絲展

2018/03/01-03

螺絲暨緊固元件產業領導型貿易展會

土耳其伊斯坦堡螺絲展將會再一次把土耳

其的產業專家匯聚一堂。

第四屆的展會將會首次延長為三天

(期間包括周六)。

為期3天的螺絲產業盛事將會吸引許

多相關買家、經銷商/分銷商和批發商。這

些買家主要來自汽車、家具製造、能源和發

美國克里夫蘭螺絲展 

2018/04/11-12

業界對2018年克里夫蘭螺絲展的興趣正在逐漸墊高中。首屆

展會將於2018年4月11-12日在克里夫蘭杭亭頓會議中心舉辦。  

此展將匯聚相關製造商、經銷商、供應商和末端用戶齊聚一

堂，並展出市場上最新的產品解決方案和技術，並且安排有業界交

流和由產業專家主講的一流研討會議。

此展期待能成為扣件專業人士及各類產業技術工程師、產品

設計者、採購者和研發人員的交流平台。目前潛在參展廠商都非常

期待此展的首度展出。 

為何要參加此展?

-最新技術產品一站看足

-便利的地點

-研討會

-交流平台

惠達編輯部整理

電、海面相關、(休閒及商業)、建築及土木工程、通信技

術、一般工程、衛浴和配管、電子電器產品、航太、暖通

空調製造和安裝產業。

第一館的展位空間目前已售出98%。此外，第二館目

前也開放給積極想要取得展位的新報名廠商。

2018年展會的參展商名單也持續增加中，許多先前

就持續參展的廠商也已經預訂了2018年的攤位，其他也

有首次參展的展商。

台灣代理

主要展出: 螺絲扣件、零配件、工具、螺絲生產機械暨相關周邊設備

主要展出: 螺絲扣件、零配件、工具、螺絲生產機械暨相關周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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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
扣件工具展

2018/04/29-05/02

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扣件工

具展將於2018年4月29日至5月2

日在利雅德國際展覽中心舉辦。

這是特別針對扣件、緊固技術和

工業用工具所舉辦的專業展會。

產品項目包括標準扣件、商業扣

件、建築扣件、特定產業用扣件

（像是重工、建築、汽車、木工、

鐵道、電子電器、機車、航太、新

能源用等扣件）、組裝及安裝系

統、沖壓、非標扣件、手工具、電

動工具、工業用工具來完整滿足

下游產業的不同需求。

此展將匯集來自沙烏地阿拉

伯本地和全球經銷商、供應商、

製造商、代理商和專業人士共襄

盛舉。也會有許多重量級人物出

席盛會。

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扣件工

具展以及同期舉辦的展會主要

針對製造產業所規劃。它屬於沙

烏地工業展的一部分並與其他

四個專業展（FABEX Saudi Ara-

bia Exhibition、Saudi Welding & 

Cutting Expo、Metal & Steel Saudi 

Arabia Exhibition和Saudi Wood-

working Show）同期舉行。

印度新德里螺絲展 

2018/05/18-19

延續2017年印度孟買螺絲展的
成功經驗，主辦單位宣布2018年印
度螺絲展將再次回到新德里舉辦。
這座印度的首都城市將第二次舉辦
印度螺絲展。展會將於2018年5月

18-19日在新德里的Pragati Maidan展覽中心舉辦。 

新德里提供一個像孟買一樣好的展會舉辦地點。
作為印度的首都城市，新德里是全球最快速成長的城
市之一，其兼具文化、政治和商業重要性。甚至，許多國
際廠商也都看中該區發展前景而在該區域設立據點。
德里區也像是汽車產業的樞紐。新德里也將吸引新訪
客、買家和經銷商的到來。

2017年第四屆的印度螺絲展於4月28-29日在孟買展覽中心舉行。共吸引3,632名印度和
國際訪客和186家廠商在為期兩天的展覽中進行展出。

廣州國際緊固件彈簧及設備展覽會

2018/06/06-08
一年一度的廣州國際緊固件彈簧及設備展覽

會 ，是商機勃勃且受業內人士關注的展會。據瞭

解，巨浪舉辦的廣州國際緊固件展將會是企業發展

的最好選擇。有著17年的展會經驗，有著17年的參

展商，參觀商的資源。豐富的經驗，豐富的資源，讓

不少企業在展會上收穫不斷，現場交易不斷。

2018年的6月6日-8日在廣州琶洲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C區舉辦廣州國際緊固件

彈簧及設備展覽會，展會的內容包括：緊固件、配件及連接產品類、緊固件生產設備、緊固

件材料、緊固件使用工具、緊固系統、檢測儀器機械、各類彈簧、彈簧材料、彈簧設備、檢測

儀器機械、各種零部件及相關技術設備等方面。據展會負責人透露：招商的工作已經拉開了

序幕，目前已經有不少企業已經預定了展位，決定把產品和設備帶到現場展示。

2018年巨浪舉辦的緊固件展將會掀起現場交易不斷，商機不斷的熱潮。我們期待您到

現場見證這片生機的時刻。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扣件展 

2018/06/20-21

延續在墨西哥市舉辦的三屆展會後，新一屆的展會將

首度移師瓜達拉哈拉，以提供有工業扣件和緊固元件產品

方案的墨西哥市場更好的服務。2018的展會將於6月20-21

日在瓜達拉哈拉展覽館盛大開幕。

根據ProMexico市場報告，哈利斯科州的市場商機包括

關鍵產業(像是航太、汽車、醫療設備、電子/電氣、家電、基

礎建設/建築、資訊科技和採礦產業)的主要製造商。」

主辦單位執行副總Melissa Magestro表示:「我們在7個國家舉

辦螺絲展，充滿商機的瓜達拉哈拉將會是我們的第一次嘗試。我

們預計會吸引超過2,000名以上工業扣件買家、工程師和經銷商。

這是連結拉丁美洲扣件買家和經銷商的唯一工業扣件展會。」 

上屆2017年的展會有超過2,225名來自墨西哥製造產業(像是

汽車、航太、建築、機械和消費性電子)的頂端決策者及扣件經銷

商和批發商參與。 

台灣代理

台灣代理

主要展出: 螺絲扣件、零配件、工具、螺絲生產機械暨相關周邊設備

主要展出: 螺絲扣件、零配件、工具、螺絲生產機械暨相關周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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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緊固件專業展

2018/06/20-22

2018年6月的上海大虹橋地區，註定將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緊固件

行業更為矚目的焦點。經過8年堅持不懈地努力耕耘，「Fastener Expo 

Shanghai 2018」已經成功打造成全球性的緊固件平臺之一。主辦方表

示：「展會規模和展商數量是吸引海內外80個國家和地區近二萬五千名觀眾的核心競爭力所在。這

一核心競爭力是展會創辦至今成功的堅實基礎，亦是眾多親臨展會採購的國內外買家的採購需求

所推動的。」做為全球三大緊固件展會之一，預計2018展會規模將再創新高。

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約100家海外知名品牌也將共襄盛舉。例如，緊固件成品生產企業：日本

socket center, 美國ND, 法國Gardette, 德國Inovan；再如，緊固件生產設備企業：德國Wafios，英國

Aerospace，義大利Sacma，日本Asahi Sunac等，可謂是一場全球品牌的盛會，將為觀眾帶來更加多元

和國際化的貿易選擇。並且也便於緊固件企業不出國門瞭解世界緊固件領域先進技術和產品。

中國（上海）緊固件工業博覽會 

2018/10/21-23

看好緊固件市場，漢諾威米蘭展覽聯
合中國緊固件行業協會籌辦全新緊固
件博覽會

近日，漢諾威米蘭展覽（上海）有限公

司正式宣佈與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

會和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

分會合作，於2018年起組織舉辦中國國際

緊固件工業博覽會（以下簡稱：緊固件博覽

會），以此打造一場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最具

規模和影響力的行業盛會，並助力推動緊

固件行業的發展和產業間的經貿交流。

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常務副

會長王長明表示，在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

拉動下，中國的緊固件工業基本保持穩健

增長，產量達到全球的40%左右，中國已成

為全世界最主要的緊固件生產國之一。

「隨著『中國製造2025』的推進，以及

黨的十九大圍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

發展方向，作為關鍵性元件的緊固件行業

將必定在創新驅動下取得更大的升級和增

效。」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

行業分會會長薛康生說道。在此過程中，緊

固件的發展也將呈現出新的特點，薛會長

補充說：「這五大特點分別是：1、創新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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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理

助推了企業的戰略性轉型升級和發展；2、緊固件行業

的智慧製造正在發展；3、『互聯網+』的應用有新進展；

4、緊固件企業強化注重綠色製造；5、企業加強了品質

工作和品牌建設。」

在各行業特別是工業領域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

之年，緊固件行業更將在各企業穩中求進的工作中推進

發展，提質增效。對此，漢諾威米蘭展覽會（中國）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劉國良說道：「公司與兩大行業機構共

同組織2018緊固件博覽會，不僅是看好緊固件行業在經

濟新常態下的發展，更是有效提升緊固件類展覽會的

品牌化和國際化，特別是在專業性上做到市場所需。只

有市場需要的展覽會，才能更有利地推動行業發展。」

劉國良表示，未來，漢諾威將為緊固件博覽會注入智慧

創新元素，利用『互聯網+』技術，不斷提升展會的規格

和檔次，打造國際一流、不可或缺的年度行業盛會。

2018中國國際緊固件工業博覽會定於明年10月

21-23日在上海世博展覽館舉行，規劃展示面積34,000

平方公尺，預計將吸引海內外參展企業700餘家，在世博

館內的2、3號館集中展示緊固件用模具及耗品、設計、

技術與服務、標準緊固件、行業專用緊固件、沖壓件和

車床件以及緊固件材料等。同期配套高端系列活動如：

亞洲緊固件行業組織交流大會、2018歐洲、北美螺絲業

協作交流大會和緊固件技術交流主題講座等，將為中外

企業搭建行業交流、學習、貿易的平臺，更為行業樹立

一場為緊固件產業而「展」，為緊固件企業而「展」的業

內盛事。

2018中國國際緊固件工業博覽會由中國機械通用

零部件工業協會、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

件分會和德國漢諾威展覽公司主辦，漢諾威米蘭展覽

（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愛螺展覽有限公司承辦。

主要展出: 緊固件生產設備、緊固件材料、緊固件用模具和耗品、檢測儀器、
包裝設備、其它相關生產技術和設備等。標準緊固件、非標緊固件、沖壓件

和車床件、各專業應用領域緊固件產品等。

主要展出: 設備,線材,模具及耗品、緊固件成品

主要展出: 螺絲扣件、零配件、工具、螺絲生產機械暨相關周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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