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 请 函
打造最具影响力的轻金属全产业链展览会

轻量化，轻未来，战略性市场开发与机遇尽在 LMEXPO2017
※ 主办单位 ※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 特邀机构/企业 ※

国际钛协会 国际镁业协会 美国铝业协会

台湾轻金属协会 中国铝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陕西省镁工业协会 中南大学轻合金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镁业分会

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赛峰（SAFRAN）集团 Beneteau(博纳多)集团 霍尼韦尔国际

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重工 波音(中国)公司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中国核工业集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石油集团

中国航空集团 中船重工集团 国家电网公司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德国采埃孚股份 万向集团

中国一汽集团 北京汽车集团 上海通用集团

重庆力帆摩托车集团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哈飞航空工业集团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长春轨道客车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造船集团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

※ LMEXPO 2017 展商、采购来源 ※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业客商----分别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

中国台湾、英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加拿大、泰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

▼30 多个国内外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分别来自工信部、有色金属、铝业、

镁业、钛业、汽车工业、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冶金、铸造等部门；

▼定向特邀 300 多家国内外轻金属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Alcoa、美国镁业公司、伊利可创镁

业、死海镁业、索里卡姆斯克镁厂、海镁特、Timet、AMETEK、ATI、Kasto、Toho、日本神户制

钢、新日钛、VSMPO、中钢公司、中国铝业、宏桥集团、忠旺集团、丛林集团、陕镁集团、闻喜

银光镁业、云海金属、东义镁、青海盐湖工业、宝钛集团、攀钢集团、中船重工 725 所、宝钢

特钢、宝鸡“钛谷”高新技术开发区、乌海镁合金产业科技园、中铝龙江铝镁产业园……

▼近 10000 名各行业专业采购商----分别来自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轨道交通、汽

车制造、海洋船舶、机械制造、信息通讯、电子产品、电动工具、冶金、石油化工、防腐工程、

医疗器械、摩托车、自行车、体育器材、仪器仪表等领域。



在全球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局势下，绿色节约和轻量化是金属材料和制造业

高端市场的发展趋势，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海洋船舶等高耗能装备企业纷

纷开始思考如何“瘦身减重”、降耗提效，通讯电子、家用电器、医疗器械、体育户外、日用

工艺等领域对轻质型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铝、镁、钛等轻金属材料市场开发潜力猛增。为进

一步推动轻量化材料的革新和市场应用，带动轻金属产业链结构重整，并激活制造装备领域最

新的市场需求，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联合行业权威机构，将于 2017 年 9 月 21 至 23 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召开“2017 中国（北京）国际轻金属展览会（LMEXPO 2017）”。

LMEXPO 2017 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紧靠“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展出内

容涵盖从原材料、半成品、各领域终端产品、生产技术与设备及相关机械设辅料耗材在内的轻

金属工业全产业链，旨在推动全球铝、镁、钛等轻金属制造和应用领域的广泛合作，助力轻金

属冶炼和深加工发展。届时，展会将依托轻金属市场发展与应用研讨会等丰富的同期活动，邀

请来自全球数百家铝、镁、钛冶炼及生产加工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数十个应用领域专

业采购人士，齐聚一堂，打造一支出色的“轻骑兵”队伍，抢占市场竞争核心点，驱动制造业

减重前行，早日实现强国梦想。LMEXPO 2017 现诚邀您相聚北京，携手开拓发展新思路！

◆ 应用于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轨道交通、汽车制造、海洋船舶、机械制造、信

息通讯、电子产品、电动工具、冶金、化工行业、防腐工程、医疗器械、医药、摩托车、自行

车、体育器材、仪器仪表、零部件、等行业的轻金属制成品；

◆ 轻金属基础材料和产品：铝、镁、钛等矿产品原材、棒材、管材、板材、带材、丝材、卷

材、环材、型材；铝、镁、钛等压铸件、铸件、锻件等；

◆ 轻合金材料和技术及产品：铝合金、钛合金、镁合金等轻金属合金；铝、镁、钛基复合材

料；耐蚀、高温、高强高韧、复杂结构、特种功能轻合金材料；新型泡沫金属材料等；

◆ 矿业技术与设备：勘探、采、选设备、过滤设备、粉体加工设备、施工及运输设备等；

◆ 冶炼技术与设备：冶炼炉窑、精炼设备、冶炼泵阀、过滤设备、输送设备、换热设备、烟

气制酸设备、耐腐设备、湿法冶金、电解设备、大功率整流电源、电解槽、萃取设备等；

◆ 加工技术与设备（熔炼、加热、冷热轧、挤压、拉伸、矫直、剪切、铸造设备等）；

◆ 环保、再生、节能减排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仪器仪表、包装设备、表面处理设备等；

◆ 生产用辅助材料（化学品、溶剂、耐火材料、催化剂、气体、润滑油等）；

◆ 最新科研成果、专利技术；行业组织、媒体、咨询服务、招商引资等。

▼产品应用研讨会：涵盖国家政策与趋势、应用于各领域的轻金属科研成果及产品应用等；

▼企业新产品、新技术专场发布会：致力于推动各种轻金属材料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深加工；

▼主办方还将安排多场展商技术交流会、产品及新闻发布会，欢迎广大参展商申请举办。

组委会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万达广场 C 座 1709

联系人：李晓婷 18701617892 电 话：010-68634308 传 真：010-8868 0811

邮 箱：630952330@qq.com 网 站：www.cilmexpo.com

◎展会概述

◎参展范围（以下企业请报名参展）

◎同期活动、高端论坛、产品/新闻发布会

mailto:630952330@qq.com
http://www.cilmexpo.com


欢迎参加 “2017 中国（北京）国际轻金属展览会”，为确保你顺利参展，取得良好展出

效果，组委会将竭诚为你提供专业、热情、周到的参会组织服务工作。

单位名称（中文）

（英文）

详细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网址： 电子信箱：

展示的产品或技术：

◎ 参展方式及费用（双开口展位费用加收 10%）

展位类型 展位规格 国内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展位/展期
（3×3）㎡ RMB10800 RMB14800 USD3200

（3×4）㎡ RMB13800 RMB19800 USD4200

精装展位/展期

（3×3）㎡ RMB12800 RMB16800 USD3800

（3×4）㎡ RMB15800 RMB21800 USD4800

（3×6）㎡ RMB25600 RMB32800 USD7200

光地/展期 36 ㎡ 起租 RMB1100/㎡ RMB1480/㎡ USD320/㎡

选择标展（光地）： m2，展位号： ；费用 元；

A、会刊广告：选择版面： ；费用 元；

□封面 ￥18000 元 □封二 ￥10000 元 □扉 页 ￥8000 元

□封底 ￥15000 元 □封三 ￥8000 元 □彩色内页 ￥5000 元

B、其它广告：选择类别： ；费用 元；

□参观券 RMB8000 元/万张 □胸牌 RMB20000 元/展期 □吊带 RMB20000/展期

□手提袋 RMB30000 元/万个 □横幅 RMB30000/展期（按实际尺寸大小收费） □请柬 RMB10000/万张

C、技术论坛：国内企业：RMB10000/场/30 分钟，选择 场，主讲人及职务 ，费用 元；

国外企业：USD3000/场/30 分钟，选择 场，主讲人及职务 ，费用 元；

◎ 以上参展费用总计（大写）： ； 付款日期： 年 月 日

收款单位：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黄楼支行

收款账号：0200 0420 0902 4515 636

◎ 特别提示：报名申请展位成功后，组委会将复函给予确认，七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全款或 50%预付

款）汇至组委会；组委会收到参展费用后即出具等额发票并邮寄给展商。

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参展企业盖章：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

万达广场 C座 1709 负责人签名：

电 话：+86-10- 68634308
传 真：+86-10-8868 0811
联系人：李晓婷 18701617892 日 期： 年 月 日

参
参展申请及合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