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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至29日，2018中国（广州）国际

机器人、智能装备及制造技术展览会（简称机

器人展），2018世界职业教育大会暨展览会

（简称职业教育展），中国（广州）国际数控机

床展览会（简称数控机床展），中国（广州）国

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简称三磨展）在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成功举办。27日，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机集团）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曾祥东在开幕仪式上致辞

并宣布四展开幕。国机集团贸易服务事业部

总监王玉琦，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立志，国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兴，中国电器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汉军，总

经理章晓斌，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彭兵，国机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沙非，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程永顺等领导陪同出席上述活动。

开幕仪式后，在众多嘉宾的见证下，中

机国际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签

订合作备忘录。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

了各个展会。

本届机器人展、职业教育展、数控机床

展、三磨展四展联袂，协同共赢，展出面积达

到 7万平方米，吸引了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企业组团参展，参展企业逾 700 家。展品

范围涵盖机器人、机床及自动化装备、增材

制造装备、VR/AR 设备、教学装备、教学方

法、解决方案、磨料磨具磨削设备以及相关

的新兴技术等相关领域，覆盖领域广泛。

展会期间，主办方组织了专业买家团为

展商提供针对性的对接洽商机会，还举办数

十场贴近市场需求和服务展商的峰会和研

讨会，以新颖的论题、高质量的演讲、专业的

组织吸引着越来越多展商和观众的关注。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与美国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

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核心城市，其轨道交通、船舶及海洋工

程、电力和环保装备等领域的生产能力居全

国前列，输变电设备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省五

成，船舶产能达 500万载重吨/年。2017年，

全市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9％，占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7％。

四展协同在广州实现了从“物理变化”

到“化学变化”，形成了一个装备制造展的综

合体雏形，为展商和观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

参与体验。而这个综合体雏形如同一个装

备博览会，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地区发达

的制造业的优势，充分发挥制造业配套、创

新资源丰富的优势，成为华南地区不可多得

的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流和贸易服务平台。

张国锋/文

作为欧洲最大的教育展Didacta的

姐妹展Education+，充分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坚持中西并重，以“全球眼光”布

局，加快培养我国具有国际视野和“工

匠精神”、合理知识结构的专业技能人

才，致力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依托、学校为基础的产学研用交流平

台，联结世界职业教育市场优质资源，

促进中国职业教育“引进来”“走出去”，

共同探讨国外领先职教育体系与本土

化结合的有效途径。

2018 Education+展出面积10000平

方米，预计专业观众超过 6000名，吸引

了来自 12个国家和地区的 153 家国内

外优质展商展示交易，其中包括哈工大

海渡、卓然迈迪克、施耐利、南京南戈

特等国内展商，展品范围涵盖职业教育

所涉及到的智能制造、机械工业、数字

信息、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和职业教

育解决方案等相关领域。

作为中国市场唯一专注于职业教

育领域项目对接、校企合作与对外合作

的专业国际平台，2018 Education+集国

际峰会、产教融合论坛、德国专家教师

研修和行业展览于一体，分享国际最佳

实践经验，了解行业及技术最新动向，

以期加深行业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职业

教育的蓬勃发展。

法国圣玉尔苏勒职业院校计划于

明年组织法国国家展团莅临展会，以期

能够深化中法友好合作交流，展现中法

职业教育合作成果。由德国联邦经济

与能源部（BMWi）与德国贸易展览业

协会 (AUMA)共同支持的德国国家展

团带来德国陆科思德、德国费斯托、德

国费斯托工具、西门子、德国莱茵科斯

特、德国客尼职教集团、德国莱茵学院、

德国 DQS 认证集团、德国联邦手工业

教育中心所ZWH、德国 IBB职教集团、

德 国 iMOVE 职 业 教 育 国 际 推 广

（BMBF发起倡议）、德国ASC教育研究

与服务机构等德国企业向中国职业院

校的决策者与参与者们展示他们的卓

越产品与品质服务。德国教育产业协

会（Didacta）将陪同德国代表团参展，并

向中国院校观众提供专业建议。

2018 Education+由中国机械国际

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斯图加特展

览公司共同主办，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研究所、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BIBB）、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法国

驻华大使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德国巴伐利亚州教育与文化部、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教育、青年和体育

部、德国教育行业协会教具联合会

Didacta共同指导。

陶宇 张国锋/文

Education+助推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

市，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优良的

营商环境。2017 年，广州全市装备制

造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9％，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7％，增速

和 比 重 同 比 分 别 加 快 2.2% 和 提 高

3.8%。CGMT 2018 作为国机集团与

广州市政府倾力打造的机床专业展

会，充分展示了中国近年来装备制造

业飞速发展的最新成果，成为装备制

造业生产商和经销商的汇聚地。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达到 20000 平

方米，参展商 230余家，展商数量相比

上届展会增长了 30%以上，吸引了大

族激光、邦德激光、广州数控、泰德激

光、安德激光、上海特略、基恩士、汉

江、众为兴、深圳远见、晁群、路弘科

技、恒科通、广之恒、钴领刀具、镭泰

克、杭州太普、远藤科技、埃斯法特、

台诠、中国机床总公司、亚马森、欧迪

斯、赫攀机械等

多家行业领

军 企 业

前 来 展

示 各 自

的 高 新

产品、科

研技术及解决方案。其中，引人注目

的是莞深工业城展团、《工具商情》展

团等行业参展团。展品范围包含了金

属切削机床及加工工具，冲压、成形、

激光加工设备，数控电气控制系统、

测量设备、功能部件，3C 制造自动化

智能装备、模具设备等。

为进一步助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

装备制造产业链保驾护航，CGMT
2018还组织通讯、消费性电子产品、人

工智能、家电、模具与铸造、汽车、汽车

零部件、摩托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新能源、通用零部件、印刷、包装机械、

木工机械、医疗器械、仪器仪表等行业

专业观众与展商进行对接，更有金属

成形工艺在 3C 与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会议、中国激光精密加工及应用研讨

会、废切削液移动式处置平台优势的

技术交流会等多场精彩会议活动同时

举行。

CGMT2018通过搭建企业和用户

的沟通平台，持续挖掘客户的真实需

求，把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先进的产

品、新颖的理念吸引过来，让供需双方

直面交流，从而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智能升级。

张艳玲 张国锋/文

CGMT2018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制造业智能升级

三磨展创办于 2011年，逢单年在郑州

举办，自创办以来累计吸引全球 35个国家

和地区 1500家展商，8万人次参观采购，已

成为行业内知名的三磨行业专业展览会。

我国磨料磨具行业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门类齐全

的工业体系。面对工业磨削技术细分逐

年加快的趋势，三磨展立足广州，意在发

挥产地优势和交通优势，打造华南地区磨

料磨削技术、设备的整合平台，为行业提

供可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形成广州与郑

州南北呼应的格局，共同推进市场的健康

发展。

2018三磨展是以磨料、磨具、超硬材料

及磨削产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展品类

型分为四大板块，包括磨料磨具及原辅材

料、磨削加工相关装备及工具、磨料磨具制

造及检测专用设备、行业相关机构。展品

涵盖了三磨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

和新模式。本届展会展出面积 10000平方

米，共吸引了 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将有

超过10000名专业买家到场参观。

2018 三磨展是华南地区首个大型专

业性的磨削技术展览会。该展会的成功

举办填补了三磨行业在华南地区的空白，

打通了技术和信息交流屏障，聚焦了磨料

磨具市场行情，为行业客户提供了专业的

磨削解决方案，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了优质

的商贸平台。本届展会汇聚了广东省及

其周边地区最具规模的主流磨料磨具企

业，还邀请到国机精工、黄河旋风、华晶、

华晶微钻、广东小太阳、捷利达、惠丰、洛

阳润宝研磨等国内知名企业，以及西日本

贸易株式会社等海外企业现场展出。展

会同期还举办了“2018 三磨应用技术论

坛”，来自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专家学者，从

各个角度，为大家解读磨削技术在精密制

造中的应用。

广州市轨道交通、电力和环保装备等

领域的生产能力居全国前列，2017 年，全市

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9％，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47.7％。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依托珠三角地区发达的制造业的优势，充

分发挥制造业配套能力强、创新资源丰富

的优势，培育出汽车等一批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重镇，辐射带

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产业水平提升。

本届展会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国机精工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国际

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中国机床工具工

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磨料磨具分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涂附磨具分会、国机环球（北京）展览有

限公司、河南爱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中汽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国机展览

有限公司、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联合承

办，并得到了广东省磨具磨料专业委员

会、广东省五金磨具行业协会、河南工业

大学的大力支持。

张鹏 张国锋/文

三磨展形成南北呼应新格局

9 月 27 日，2018 世界职业教育大会暨

展览会国际峰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展馆举行。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机国际）副总经理程永顺出席峰

会并致辞。

程永顺副总经理在致辞中表示，中机

国际作为中央企业始终坚持践行社会责

任，深化职业教育人才体系创新改革，为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共建

国际职教交流合作平台，共同探讨国外

领先职业教育体系与本土化结合的有效

途径。

论坛围绕“新工作世界的应对与挑战：

以数字化为特征的职业教育 4.0”的主题，

邀请来自行业专家、科研机构和相关行业

企业领导等嘉宾，就现代教育发展发表主

题演讲，与在座两百多位行业人士共同探

讨职业教育新模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法国驻华大使馆，教育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究所，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

培训研究所（BIBB），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德国教育行业协会教具联

合会（Didacta），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德国巴伐利亚州教育与文化部，德国巴

登符腾堡州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等单位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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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作世界的应对与挑战

世界职业教育大会暨展览会国际峰会举行

机器人展、职业教育展、

数控机床展、三磨展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