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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后报告
Post-             Exhibition report

由电子制造工厂联合发起的展会         为电子制造工厂量身定制的展会

全力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CMM展”，全面展示智能制造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制造环境、

品管技术、工装夹具、过程材料、智能仓储、信息化技术等资源，以满

足电子工厂在智能制造转型道路上的各类需求。

       2022年6月23-25日，第六届CMM展于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

心隆重开幕。

       与              知名电子制造行业品牌及               专业观众，共同谱写

智能制造新篇章！

展后报告
Post - Exhibi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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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模 专业观众 自动化演示线 品牌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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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分析
The audience Audience data analysis

SMT设备

SMT周边配件

插件机设备

测试自动化设备

组装自动化设备

包装自动化设备

仓储运输自动化设备

制造用工装夹具

制造用过程材料

制造环境

产品零配件

信息化系统

生产管理体系/知识产权/人力资源

电芯生产设备

BMS生产设备

PACK及测试设备

锂电池二次回收及处理设备

其它

10.24%

8.12%

7.39%

12.38%

11.52%

11.21%

6.35%

5.73%

4.92%

2.12%

2.40%

2.44%

2.10%

4.33%

4.11%

2.94%

1.21%

0.49%

兴趣分析
interest analysis

目的分析
Purpose  analysis

采购生产设备

了解行业前沿资讯/市场情况

了解技术发展情况

与行业伙伴会面/交流

拜访客户、销售产品

考察竞争对手

了解CMM展会

27.13%

21.51%

22.24%

13.21%

10.22%

5.45%

0.24%

企业负责人/总裁/总经理 等

多个部门或区域的负责人/总监/部长等

单个部门负责人/经理 等

部门内职能小组负责 等

高级技术管理者\高级工程师

中级技术管理者\中级工程师

一线班组长\技术员

16.10%

21.80%

24.30%

12.70%

11.30%

8.50%

5.30%

职位分析
Job analysis

企业高层管理 

采购/供应链管理

产品研发/设计

PMC/物管/仓储

生产制造/工艺 

工程技术

测试测量 

品质/质量管理  

市场/推广  

销售/业务  

其它（请注明）

23.50%

17.30%

15.80%

3.70%

10.40%

12.50%

4.20%

3.10%

5.60%

3.10%

0.80%

工作分析
Work analysis

电子制造OEM公司

电子制造ODM公司

电子产品品牌公司

锂电池品牌公司

锂电池生产公司

LED封装及照明

IC封装

太阳能光伏

新能源汽车企业

印制电路板

触摸屏／平板显示制造

电子模组及零部件供应商

自动化及工控电子设备公司

仪器仪表

制造信息化系统

电子制造辅助材料

电子制造相关贸易

其他

18.50%

15.53%

12.41%

7.57%

8.43%

6.60%

2.86%

3.41%

3.75%

2.34%

4.65%

6.36%

8.83%

3.12%

5.23%

4.85%

3.35%

2.19%

行业分析
Indust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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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6000+

6月24日

8000+

6月23日

12000+

总入场人数：28361 人



知名品牌展商云集
Famous brand exhibitors gathered

汇集电子制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表面贴装技术

自动化设备

测试自动化

过程材料、工具及部件

信息化软件系统

半导体周边设备

机器视觉设备

激光焊接

机器人集成及AGV运输

制造环境

其它

17.40%

21.80%

14.10%

4.50%

3.20%

8.90%

9.20%

6.40%

11.30%

2.8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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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线真机展示无人化车间
The whole line of real machine show unmanned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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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实体演示线现场整线真机展示最新的无人化车间㎡5000

 

插件（DIP）自动化线SMT 自动化线

组装自动化线

成品包装线

主板测试

测试自动化线

组装测试自动化线

智能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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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采购团
Professional purchasing team

数百家电子工厂组团前往现场进行设备采购

据统计，有33%的专业观众，每年只参加CMM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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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立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长城开发

VIVO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华勤通讯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

中兴股份有限公司

传音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电子有限公司

联想有限公司

苹果（中国）有限公司

比亚迪集团

东莞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新科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中杰艾克森

惠州市美特伦科技有限公司

CVTE-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宝网络通讯(东莞)有限公司-旭福厂

达创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威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京瓷办公设备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达电子电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德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惠州海弘科技有限公司

捷普（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惠州永惠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盈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高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昭和电子有限公司

视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科技创新促进会-参观团

深圳市绿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美特伦科技有限公司

CVTE-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宝网络通讯(东莞)有限公司-旭福厂

达创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威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京瓷办公设备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达电子电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德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惠州海弘科技有限公司

捷普（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惠州永惠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盈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高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昭和电子有限公司

视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科技创新促进会-参观团

深圳市绿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微波和清洁事业部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纵达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拓邦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泰克威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信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元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海弘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恒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记忆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高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天安数码城

艾默生电气（珠海）有限公司

广东卓瑞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能达组件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欧普照明电器(中山）有限公司

惠州市广宏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铁将军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闻泰通讯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思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钮铂尔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伟创力制造有限公司

伟易达(东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TCL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深圳市鸿泰渝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元兴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制造分公司

惠州市百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鼎智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永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永惠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有成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琦联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栢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爱三（佛山）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信佳集团

东莞新能德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峥嵘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元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美晨通讯有限公司

惠州市法斯特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海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有限公司

广州市保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州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台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技研新阳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盛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力佳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创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电子信息商会

东莞市电力行业协会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东莞市龙丰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浦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新科技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伟易达（东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顺德电子信息商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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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purchasing teamProfessional purchasing team

比亚迪
创维液晶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仲恺分公司
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旺鑫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东莞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有成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新科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晨通讯有限公司 广东祥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汇美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海弘智能电子有限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惠州市广宏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拓邦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汇能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三华工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盈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洲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 新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信佳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展商评价
The exhibitors to evaluate

观众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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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业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过来是想看看最新的行业趋势，在现场也见到了不少设

备的新机型，感觉展会非常专业，覆盖范围也很全面，明年

会继续过来参观。

特邀嘉宾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组团过来参观，我认为CMM展是一个很

接地气的智能制造行业展会，真正做到了为电子制造工厂服

务的这样一个展会，希望展会能保持自身优势，继续努力。

专业观众

今年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严格，那么从我一个观众角度来看

观展也是比较安心的。现场服务也很到位，有这么一个平台

让我们了解和采买到新的设备,对我们公司也是有着很大的帮

助。

专业买家

C M M展 是 行 业 内 同 行 们 都 很 认 可 的 一 个 展 会 ， 每 年 过 来

展会现场，可以深切的感觉到中国智能制造行业真是日新月

异。祝愿中国智造和CMM展越来越好！

专业观众

特邀嘉宾专业观众 富士康 海泓科技

博实结 华勤

德赛辰奕智能

连 续 两 天 过 来 参 观 ， 还 参 加 了 第 一 天 晚 上 的 答 谢 晚 宴 ， 现

场内容很丰富，还介绍了我认识的很多同行朋友一起过来，

大家都说CMM展专业性强，服务到位，明年有空还会过来。

CMM展能够走到今天，和他的专业、用心是分不开的。作

为今年东莞的第一场电子展，今天在现场看到了不少新的

生产线解决方案。2022是不平凡的一年，也希望CMM展持

续发挥自身长处，越办越好！

CMM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展会，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从展

会创立之初，我们就一直与展会一起成长。祝CMM展越来

越 好 ， 越 来 越 壮 大 ， 与 中 国 电 子 制 造 行 业 共 同 成 长 ！

深圳市德富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谢昊     销售总监

富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黄建伟     副总经理

我们不仅在现场看到了老朋友,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CMM

展给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希望CMM展

可以越办越好,为中国的智能制造提供更多的资源,贡献更大

的力量。

东莞市虎山电子有限公司

作为展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CMM展；但作为观众，从第

一届开始我持续关注着CMM展了，展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

的。希望CMM展能够越办越好，不断扩大规模；希望能有

更多的业界朋友来到展会现场，共同交流！有更多的业界

朋友来到展会现场，共同交流！

代剑锋   总经理

广东隆崎机器人有限公司

研赛是高端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制造商，CMM展的专业

度很高，与我们公司的产品非常匹配。希望CMM展未来更

专、更强，打造智能制造设备一站式采购平台。

黄生春     总经理

深圳研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我们是第二次参加CMM展了,祝CMM展会圆满成功,也祝所有

的来宾,愉悦而至,满载而归,祝愿所有的参展商,生意兴隆!

这次参加CMM展收获还是比较多的。第一，我们收获了客

户；第二，在展会上我们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第三，我

们 收 获 了 知 识 ， 开 拓 了 视 野 。 祝 C M M 展 越 办 越 好 ！

陈林     总经理夏运刚     



现场活动
On-site Exhibition Activities

多层次、多场次专业论坛展会同期论坛，大咖云集，

14 场专业论坛聚焦新能源、3C电子制造、SMT、半导体等行业热点话题。

多层次 · 多场次专业论坛

论坛议题

创新工业计算在数字工厂中的落地               数字工厂互联互通一站式解决方案

康士达AI计算盒赋能智能制造                                “吃透”工艺，满足客户要求

2022年安达智能七大布局                            隆崎机器人赋能电子制造自动化

贴合自动化装备及未来应用                         挺进高端制造，坚守长期主义

smartFAB异形电子元件的插入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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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 供需洽谈会

28家企业如：TCL、创维、德赛电池、龙旗等电子制造工厂

现场发布采购需求，快速对接供应商促成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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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采购额：          亿400

TCL聚采 德赛电池琦沃智能

创维液晶

华星光电 

⾠奕智能

三和朝阳科技 

众鑫科技

⿍智通讯

臻享云集团

三华⼯业

通⼒科技国美通讯



答谢晚宴

600余位电子制造工厂总经理&总监、协会会员、行业嘉宾等汇聚一堂，

共同打造一场盛大的行业盛宴，现场高管齐聚一堂，谈合作，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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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On-site Exhibition Activities

高层峰会-制造的智慧
展会同期举办“2022制造的智慧-动荡环境下电子工厂的机遇与风险”

现场汇聚电子制造领域内的重量级人物，

共同探讨制造业热点话题并与现场观众互动。

峰会议题

疫情下，未来一年电子制造业有哪些机会与风险；

美国印太战略下，对产业外移的判断与影响的看法；

内循环战略下，电子制造如何抓住机遇；

俄乌冲突下，中国电子产品在俄罗斯的机会和风险；

未来一年锂电行业的展望；

公司未来一年对自动化设备的投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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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te Exhibition Activities

600+
业内高层荟聚盛筵



政策支持

展会优势
The exhibition advantage

展会推广
The exhibition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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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1、深圳市中小企业局补贴

CMM展自2018年起，连续2年被列入

深圳“重点经贸科技类展会”。补贴最

高可达展位费50%，参加CMM展的深

圳 地 区 企 业 均 可 获 得 相 应 参 展 补 贴 。

2、广东省百强会展项目

2022年，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

展被广东省商务厅评选为广东省百强会

展项目，展会在今后的政策扶持、宣传

推介等工作中，将会获得优先支持。

 *具体补贴金额以”深圳中小企业服务局”、官网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