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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装备制

造业博览会

2022 2nd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Manufacturing Expo

一、成渝制博会介绍

2022 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制博会），是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博览会，以打造“集高层论

坛、产品展览、科技交流、贸易洽谈、产业链招商、供应链协同配套为

一体”的新型制造业博览会为己任。致力于推动成渝地区装备制造业高

质量协同发展，成为带动成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动

力源。

2022 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协同

创新，合作共赢，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寻求新突破。精准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

产业链延伸项目，全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推动建立

健全成渝地区多样化合作机制，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引领，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

平样板。

本届制博会将围绕设置 10主题展示区：成渝地区重大装备展区

（精密制造装备产业、基础装备产业）、工业 自动化及机器人展区、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制造展区、能源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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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双碳经济展区、新材料与新工艺产业展区、制造业产业链展区（机

床、表面工程、激光及钣金、焊接、铸造、模 具等）、工业服务展区、

产融对接等展区，同时，邀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特色产业园区及工

业示范区、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等发展展示。在挖掘推广

更多行业新品、精品的同时，本届制博会将继续以“论坛交流”为纽

带，为制造企业提供生产工艺难点解决方案；贴近行业用户采购需求，

以“行业社群”为纽带，线上、线下合力推动商贸对接。

二、制博会重要数据

(一)2021 年

规模：45000 ㎡

参展商：441 家

观众：21000 人次

（二）2022 年（拟）

1．举办时间：2022 年 9月 15-17 日

2．举办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4．英文简称：CSME2022

5．展会主题：聚集优势、合作共赢

6．展会规模：60000m
2

7．展商数量：700 家海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包括组团企业）

8．展品数量：800 台(套)各类先进机械加工设备，上万件自动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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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9．专业观众：35000 名海内外专业观众、采购商（含团体）

10.会议活动：30+场会议论坛，包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

高质量发展企业家高峰论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园区招商引资

大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供应链系列对接活动（模具、钣金、

铸造等。

三、组织机构（拟）

（一）指导单位（拟）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主办单位（拟）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三）支持单位（拟）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四）承办单位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四、展会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17 日（September 15-17, 2022）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世纪城路 198 号，天府大道）

五、展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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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渝地区重大装备馆、制造园区招商引资大会成果展（1 号馆）

邀请四川省（成都、绵阳、德阳、眉山、乐山、雅安、资阳、内江、

自贡、宜宾、泸州、遂宁、南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潼南区、铜

梁区、大足区、荣昌区、璧山区、双桥区等区县）携手参展， 展出

涵盖航空航天装备、轨道交通、动力设备制造、传动机、内燃机、 交

通设备、汽车制造等领域。

（二）数字化及人工智能馆（2号馆）

展示先进数字、制造技术及设备，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智慧制

造（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电子产品等），数字化金融，供

应链金融等领域。

（三）能源装备及双碳经济馆、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馆（2 号馆）

展示双碳经济创新新方向，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碳达峰"、“碳

中和”领域中的运用以及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配件及先进成果。

（四）制造业产业链馆（3 号馆）

展示基础产业领域，范围涵盖机床、表面工程、激光及钣金、焊 接、

铸造、模具等基础行业。

（五）包装印刷设备及技术、橡塑机械及技术及原材料展区（4号馆

-5 号馆）

七、展位规格及价格

展位规格 空地 升级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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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900/㎡ 9000 元/个

注：空地面积 36 ㎡起订，空地不含任何设施。每个标展规格为 3 米*3 米（9 ㎡），配置包括：

一张洽谈桌、两把椅子、两盏射灯、一个 400w/220V 电源插座。

八、同期会议活动

欢迎企业参与联办协办和赞助以下活动！

主论坛

（一）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高

峰论坛

1.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 9:30-12:00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论坛主题：放眼国际，川渝协同，共谋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会议规模：拟邀请川渝地区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装备制造业协会、商会、学会会长、秘书长等，以及成渝地区重点

产业制造企业代表等参会，预计规模 300 人。

（二）川渝行—“2022 年四川省节能环保品牌推广川渝行(成都站)

暨川渝节能环保产品技术推广活动”主题会议

1.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 14:00—17:00

2.地点：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

3.主办单位：四川省节能协会

（三）成渝地区新能源汽车及充换电设施供需大会

1.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 9:30—12:00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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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办单位：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供应链对接系列活动

1.对接类别：模具、钣金、汽车零部件制造、铸造等

2.时间：2022 年 9月 15-17 日

3.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4.主办单位：四川省模具工业协会、重庆市模具工业协会、成都钣金

行业协会、重庆市锻压行业协会、四川省铸造行业协会、重庆市铸造

行业协会等。

（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园区招商引资大会

1.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 14:30-17:00

2.会议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园区成果展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展览中心 1 号馆。

4.规模：邀请成渝地区八个装备制造业重镇，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

眉山市、资阳市、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江津区、永川区等区域企

业 200 家、企业负责人 300 名携手参会参展，涵盖航空航天装备、轨

道交通、动力设备制造、传动机、内燃机、交通设备、汽车制造等领

域

（六）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供应链金融展示对接活动

1.时间：2022 年 9月 16 日 10:00-12:00

2.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3.主办单位：成都市供应链金融协会

（七） 制造业绿色智能铸造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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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2022 年 9月 16 日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主办单位：四川省铸造行业协会

（八） 先进“智”造走进西部论坛

1.时间：2022 年 9月 16 日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主办单位：四川省模具工业协会

（九）第九届航空航天零部件加工技术交流会

1.时间：2022 年 9月 16 日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主办单位：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十）创新奖评选：

为展现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化转型升级、节能环保等取得的

优秀成果，促进智能制造、绿色环保等产业链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在实际生产应用，助推技术创新、行业转型，以满足行业转型升级、

智能改造的需求，制博会将举办成渝双城经济圈装备制造业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成果展示评选活动。

1.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

2.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3.评选对象：以装备制博会相匹配的相关行业的新技术、新设备、新

工艺方面的优秀典型件，于展会现场展示，让评委和用户观众更直观

的感受到设备性能与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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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委：组织相关行业政府、协会、企业、高校等参观评选

5.奖项：设立最嘉技术创新将、最嘉工艺奖、最嘉产品奖

精彩回顾——202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企业家

高峰论坛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伍定副厅长：希望川渝两地携手，政、产、

学、研、用各方加强合作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织成员、副主任涂兴永：赋予成渝双

博会，3个“必将”时代责任

会议采用：网络直播新模式

在线观看人数：6496+

技术支持平台：网易新闻、新华社、微博、哔哩哔哩、快手等平台同

步直播

九、同期展会

2022 年四川国际包装印刷展览会

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能源汽车及充换电技术装备展览会

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激光设备及钣金工业展览会

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精特新“展览会及”专精特新“专场

融资对接会

2022 年四川省节能环保品牌推广川渝行(成都站)暨川渝节能环保产

品技术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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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022 第二十二届中国(成都)国际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

2022 年名优产品专精特新川渝行活动

十、推广计划

强势宣传:与业内数十家专业媒体合作，在网络/平面媒体上定期刊登

广告及刊发新闻稿；

贵宾邀请:联络相关行业协会与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重要买家，并邀请

贵宾莅临参观;

大量直邮:重要买家群体，在展前 2 个月将“展报”连同展会邀请函

送到对口的用户手中，作重点宣传；

网络平台:通过展会网站不间断地推广，并与网络媒体（抖音、微信、

微博、电视台等）互动深入推广展会，并设立专业的制造业用户信息

收录平台——“装备嘉族”，为专业观众预先登记，整合资源；

政府推动:得到成渝地区及其他制造业产业发达的各地区政府大力支

持，届时将参观指导。

十一、展会优势

1.强大的资源：本次制造业博览会，海内外知名参展企业（包括组团

企业）达 700 家，海内外专业观众、采购商（含团体）达 20,000 名，

其吸引到的客户资源均可成企业的潜在客户。

2.行业覆盖面广：五大展馆同期展出、辐射全国的制造业金切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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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制造技术及装备、非标和专机、汽车制造及工程、智能制造

技术、工业集成、自动化与机器人、模具工业、钣金加工、激光加工、

管材加工、铸造（压铸）热处理、表面处理；大数据、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先进制造技术、电子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展；工

业环保、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印刷包装、瓦楞彩盒等行

业。同时还有众多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支持协助，让本次展会影响力

传播更加顺畅；

3.全方位整合营销：通过国内外网络媒体、电视、报刊、杂志、网站、

等社交软件介绍/报道宣传展会，最大化助力企业品牌推广；；

4.商贸对接：共享触手可及的行业买家、整合整个高端产业链、全方

位市场推广

邀请制造业相关行业用户机构、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企业集团、商

协学会、航空、航天、电子、汽车制造、能源电力装备、通用机械等

参与制博会采购洽谈、参观交流。

十二、组委会联系方式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邓沛然 13880728701（微信同号） 625032491@qq.com

报名截止时间：2022 年 8月 20 日

邀请函中涉及的文字内容及展会最终解释权归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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