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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期 2014 年 3月 3– 5日

展会地点 广州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琶洲展馆）

展览面积 35,460 平方米

展商数 465 家

观众人数 34,665 名（较去年增长 23%）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
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2014 年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展圆满闭幕，观众数目创新高

华南制造业对工业自动化技术需求剧增，业界机遇庞大

同期研讨会备受认可，助与会人士掌握最新解决方案、洞悉行业挑战

“ 2014年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已于3月 3至5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成功举办，参展商及观众数目均创新高。本届展览会吸引了来自 15 个国家及
地区、共 465 家参展商，向业界展示最新的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解决方案；观众数目达 34,665
名，创历届新高，较去年增长 23%，主要来自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014 年展览会面积达 35,460 平方米，覆盖三个展馆，汇聚多家国际领先品牌，向业界呈现
连接器、电缆和电线、马达及驱动器、减压系统、机器人、PLC、工业计算机装备、机器视
觉系统及图形用户界面等一系列产品和技术。部分知名品牌包括毕孚、康耐视、柯马、科瑞、
三菱电机、倍加福、菲尼克斯、山洋、西门子及图尔克等。

主办单位之一的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志超先生表示: “国内制造业愈
来愈重视推行工业自动化，因了解到在生产线中采用有关技术，能大大提高竞争力。今年我
们见到观众中有为数不少的工厂负责人及其工程部门人员，他们来展会的目的是采购自动化
产品及解决方案，以取代或改善现有生产程序。展会期间，参展商对于能和众多决策人士建
立商业联系，感到非常满意，而观众则对展会呈现的优质解决方案印象深刻。目前在中国可
供工业自动化业界展示产品的国际化平台不多，而广州国际自动化展是箇中翘楚，已成为业
界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事。”

展后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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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将于 2015 年 3月 9 至 11 日于广州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展馆再度举行。有关展览会的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站：www.spsinchina.com
或电邮 sps@china.messefrankfurt.com.

本展览会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广州富洋展览
有限公司及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及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是展会的主办单位，并由广东省自动化学会、广州市自动化学
会及广州市仪器仪表学会担任名誉主办单位。

新闻界联络 :
洪小晶小姐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852) 2238 9907
传真：(852) 2519 8632
stavie.hung@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陈晓丹小姐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电话：（020）89128291
传真：（020）89128300
chenxd@fairwindow.com.cn

李洁小姐
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20）38823660
传真：（020）38823677
info@fuyang.com.cn

http://www.spsinchina.com/
mailto:sps@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stavie.hung@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mailto:chenxd@fairwindo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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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调查与分析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致力于帮助国内制造商提高生产效率、达至节能及统一产品品质等目
的，备受业界推崇。在 2014 年展会，参展商一致认同展会有助云集制造业界决策人士，构
建互动交流平台，为他们带来庞大商机。

展商对展会的评价 参展下一届 SIAF 意向

展商评价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展是西门子面向中国市场的主要平台之一。借由这个年度盛会，我们
可以与现有客户交流、并开拓新客源。制造业是中国经济支柱，作为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军
企业，西门子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更上一层楼。我们对2015年展会亦充满期待。”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集团 自动化系统部总经理 马格瑞先生

“今年展会不仅汇聚了一众优质的参展商，观众数量及其专业程度亦较我们预期好。在展会
第二天，我们已经与众多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专业买家建立了联系。总括而言，我们对此次
展会的专业性及质量非常满意，明年很有可能再度参展。”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市场推广活动高级专员 唐剑峰女士

“在展会首两天，已有超过 100 名专业观众来我们的展台查询，其中约 30 至 40 人可进一步
跟进，他们主要是程序设计员及系统管理员，对技术的采购与否具有影响力。我们对此次展
会的成效很满意。”
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王成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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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的主要收获

展商新产品重点推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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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调查与分析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展今年共吸引了 34,665 名观众前来参观，创历届新高，较去年增长
23%。观众对展会云集的国际领先品牌赞誉有加，他们通过展会各取所需，成功采购了适用
于不同业务领域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技术及产品。

观众职位

观众所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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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对展会的评价

参观下一届 SIAF 意向

参观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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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展会渠道

专业观众评价

“我们公司生产机械自动化所需的马达及驱动器，近期刚于上海附近设立了首个生产基地，
而此次来展会目的是采购电子机械产品。我参观了德国 SPS 展很多次，觉得广州自动化展
办得愈来愈好，相信很快能与德国展并驾齐驱。此次展会组织得很出色，参展商类别亦很丰
富，我很期待见证明年展会的最新发展。”
德国公司 Baumuller Nurnberg GmbH 采购总监 韦尔纳·休斯特先生

“工业自动化可助制造商降低生产成本，是行业发展趋势。通过这个展会，我见到中国市场
对精密自动化产品的需求愈来愈大，而对于中国技术发展得这样好，我印象尤其深刻。此次
参观令我获益良多，我明年还会来，并会推荐公司的工程部人员一同参观，让他们了解业界
最新的技术发展。”
群创光电 自动化经理 陈圣智先生

“我们是在印度的机械部件进口商及经销商。这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本次展会，主要目的是
为我们在印度的客户寻找各种机械零部件的制造商。随着对机械部件以及自动化系统需求的
日益增加，我希望能找到更多高质量且价格合理的机械部件制造商。我非常开心能在这里接
触到这么多优质的展商以及他们的创新产品。在短短的两小时内我就已经找到一些优质的机
械零部件供应商，我明年一定还会来。”
印度公司 Divine Transmission Systems 运营主管 大卫·瓦德哈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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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团风采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展今年吸引了逾 100 个买家团莅临参观，包括 TCL、高露洁、OPPO、
立白、欧司朗、富士康、拜耳医药和美的电器等知名品牌的专业买家，人数超过 3500 人。

“我每年都来参观展会。今年我和超过 30 名同事一起前来参
观旨在寻找有关包装、计量及更多的自动化产品。我留意到本
次展会的参展商有很多都是国际品牌，如西门子、三菱以及康
耐视等。作为一个优质的数码电子产品制造商，我们更愿意与
大品牌合作，而这里给了我们足够丰富的选择。我觉得主办方
的组织很出色，同时现场的指引导向也非常清晰。这的确是一
个卓有成效的观展之旅。”
Oppo 自动化工程师 冯晶先生

“这次我们公司有超过 60 名同事一并前来参观。我们部门是
专门前来采购机器视觉系统与工业机器人。我在展会上发现
了不少优秀的本土企业并非常有兴趣与他们的合作。我已经
取得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并准备与他们作进一步的商谈。”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亚太工程技术电气部 部门经理 汤桂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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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研讨会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工业自动化可以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为行业发展
提供了出路。2014 年展会再度获得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及德国 AMA传感器
技术协会等鼎力支持，同期举办近 20 场高端研讨活动，包括一系列研讨会、论坛、产品介
绍会等，向业界分享最新工业自动化技术发展、剖析行业未来趋势。

研讨活动主题一览
“传感器与测量技术”研讨会 开放式产品推介会

全球领先的创新工业以太网通信技术 “自动化与驱动”研讨会

“自动化领域的机器视觉”研讨会 自动化技术沙龙

面向制造先进测控技术论坛 西门子新产品发布仪式

数字智造助力中国制造业的深度两化融合 西门子专场

“本研讨会举办目的是为了通过一系列产品介绍环节，让企业
向公众解说先进工业自动化对行业的助益，而参展商也可通过
平台向观众推广创新的系统及元器件。研讨会的气氛良好，与
会人士的反应很正面。我看好工业自动化市场的发展前景，相
信展会可吸引愈来愈多优质参展商的参与，向制造业界呈现全
面的系统解决方案。”
研讨会：传感器与测量技术
德国 AMA传感器技术协会 主席 莱恩霍尔德．罗士曼先生

“我们公司生产控制器及伺服应用，此次参加研讨会目的是
了解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市场发展方向。其中‘伺服革
命’这个讲题令我收获尤其大，有关内容对我们的业务很有
帮助。我明年还会来此展会。”
ACS Motion Control (China)
高级应用工程师 胡杰辉先生

“演讲期间，与会人士的数量趋增，可见有关讲题对他们有所
帮助。此次展会的观众质量也很好，很多人前往我们的展台参
观，并提出了不少专业问题。我对这个展会很满意。”
讲题：智能传感器和传感器通信的未来-工业通讯的世界
易福门 产品培训 Alan Lok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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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与您相约 SIAF 2015！

展会名称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展会日期 2015/03/09 – 2015/03/11

展会地点 广州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琶洲展馆）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
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信息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A2001 室
电话：(86) 20 3825 1558
传真：(86) 20 3825 1400
邮箱：sps@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电话：(86) 20 8912 8282
传真：(86) 20 8912 8300
邮箱：huzh@fairwindow.com.cn

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86) 20 3882 3660
传真：(86) 20 3882 3677
邮箱：info@fuyang.com.cn

官方网站
www.spsinchina.com

www.siaf-china.com

官方微信

mailto:sps@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huzh@fairwindow.com.cn
mailto:info@fuyang.com.cn
mailto:sps@china.messefrankfurt.com
http://www.spsi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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