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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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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

测量装备
成形技术与成形设备

3D等激光技术CAD/CAM/CAE与信息化技术

自动化技术及装置

质量控制与检测设备

模具及模具制件

DMC
展 品

精密加工装备

模具材料
“优秀供应商”评选——打造中国模具供应链

“精模奖”评定——引领中国模具创新

近5年“优秀供应商”评定出模具制造设备工具47家，模具管
理软件9家，模具材料37家。

发布第九批“重点骨干模具企业”、
《优秀模具装备采购指南》——推进品牌建设

截止目前，中国模协评定了八批共计209家“重点骨干模具企
业”。《优质模具装备采购指南》（2022版）即将发布。

近5年“精模奖”评定出一等奖85项，二等奖116项，三等奖
100项。2020～2022年精模奖团队奖励将近500人（申报截止日
期至11月30日）。

2022DMC同期会议——抢抓政策机遇 创新引领

● 2022中国模具行业大会
 ◆ “数字化制造路径探索与反思”经验分享峰会
 ◆ “质量与检测管控”提升行动实战论坛
●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光制造应用高峰论坛
● 2022模具材料高峰论坛暨优秀模具材料分享会

2022DMC同期体验——贯通产业链

● 2022・电子・汽车・医疗新消费零部件对接中国模具产业高峰会
● 全球制造业500强境内外资、合资企业VVIP采购商采配专场
● 中国航空航天领域展场重点体验

12月21-24日
三展联动，6个展馆20万平方米

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

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新能源汽车）

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详情咨询：

电话：(86-21) 6279 2828 转 DMC
电邮：dmc@siec-ccp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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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2022
整装再出发

12月收官展



DMC回顾 展区分布

模具、模具相关行业数据

中国“十一五”末就进入世界模具消费大国的行列，“十三五”成为世界模具第一大消费国，约占世界
模具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作为第一大模具制造国，产值占世界模具的三分之一，是国际模具采
购中最具性价比的模具制造基地。据德国WBA亚琛模具制造研究院《2018世界模具发展情况》的报告显
示:中国是世界模具最大的市场，位居全球竟争力排名(德国、日本、美国、中国、韩国、意大利)前列，其注塑
模具和板材成形冲压模具的产值在全球占据绝对地位。现代模具工业既是关乎民生工程的重要装备制造
行业，也是提升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支撑产业之一。

2020-2025年的“十四五”还处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风险显著上升的重要研判期。

“十四五”处在第一个百年完成之时与第二个百年目标交汇之初，是衔接两个一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
历史机遇期。

“十四五”是模具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窗口期，站在历史重要关口的中国模具产业进入了效率效
能、质量管控、创新能力、发展模式、全球化产业布局等各方面系统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开启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模具“十四五”面临处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深度调整、公共资源来
源多元化、产业竞争白热化、面临内循环来自上下游产业的挤压，内循环加码与外循环复杂的变革期，昭
示着中国模具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

中国模具支撑中国制造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换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改善管理、全面梳理组织架构、优化机制配置、重塑供应链核心新价值、以产业链思维激发内循环新动能
、实现高效能、系统化的集约型增长，打造国内市场深耕和国际市场开拓竞争新优势的新征程。

2022年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的模具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供给质量明显提高，在上
年的基础上稳步增长；在全球制造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中国模具企业表现出产品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快，装
备能力更加精良，产业协同能力更加完善，精准对接下游产业以及综合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等优势。从
立足中国，服务中国，到立足全球，进入了高质高效的全球供应链！

行业资讯

2022年第一季度机床工具进出口

2022年第一季度汽车制造工业

总额为89.4亿美元，同比上年增长超过13%，其中进口总额为

14.6亿美元，同比上年下降达8%，破上年同比的15亿美元;出口

模具总额为74.8亿美元，大幅度增长,同比上年增长超过19%，站

上70亿美元的出口台阶;顺差达60亿美元。

2022年第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增速
低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2.5个百分点。（年主营
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单位）

2022年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4%，与
1-2月相比，增速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3.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年1-3月机床工具行业进出口总额80.1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9 . 7 % 。其 中 进 口 总 额 3 2 . 0 亿 美 元，同 比 降 低

2.3%；出口总额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9.6%。进口略有下降，出口

继续明显增长。

2021年度中国模具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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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

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

90,000m2 265,000m2

2021年

375,000m2

315,000m2175,000m2
累计

累计

累计

累计

NH /3H/4.1H
5.1H/6.1H/7.1H/8.1H

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

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新能源汽车）

12月21-24日
三展联动

碳中和博览会

低碳智慧出行展

中国国际模展

南广场

东厅



DMC引领中国模具创新 ——“精模奖”评定

2022年模展同期会议

依托DMC平台，打造中国模具供应链 ——“优秀供应商”评选

中国模协每逢公历双年免费开展模具技术水平评定的“精模奖”项目评
定活动始于1990年。经过30年的发展，“精模奖”评定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程度不断提升，影响力日益扩大，模具企业的申报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同时
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精模奖”评定活动不仅激发了模具企业的技术
创新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模具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正在成为促进模具行业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2020年，在对参评“精模奖”的模具项目进行参评要求及获奖条件，技
术水平充分论证基础上，一等奖基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则从严控制产
生；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二等奖、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三等奖也经过专家论
证合议产生；最终评出2018-2020年度“精模奖”项目一等奖23 项、二等奖 
34项、三等奖 35项。

随着历届中国国际模展的成功举办，已成为彰显当今
世界模具设计、制造先进技术与装备、管理与信息化水平，
反映中国模具行业新貌、具有知名品牌的专业性展览会。中
国国际模展对促进我国模具行业的技术进步，降本提质增
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推动上下游行业的融合发
展，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委托所属三个专业委员会开展优秀
供应商评定工作。

近三届会议回顾

2021中国模具国际合作与进出口工作会议
2020年中国模协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大会
2020模具高质量发展行业大会

年度模具行业大会与DMC同期同地盛大召开

连续四届⸺模具制造装备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论坛
连续四届⸺模具材料高峰论坛暨优秀模具材料分享会
连续三届⸺激光与增材制造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2021第四届模具行业数字化信息化推进工作会议
2020模具行业产学研用示范运用峰会
2020模具数字化与自动化制造应用高峰论坛
2019第二届模具智能设计与模具自动化制造应用示范高峰会

技术引领

2020中国国际汽车零部件对接模具产业高峰会
2019“一带一路”国际模具产业论坛
连续四届全球制造业500强境内外资、合资企业VVIP采购商采配专场

市场开拓

报 名 中

-- 2022中国模具行业大会
--“质量与检测管控”提升行动实战论坛
--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光制造应用高峰论坛

2022年模展同期体验

-- 汽车主机厂及零部件商与模具制造企业现场采配对接，遴选 
 供应链
-- 中国航空航天工具协会携企业展场精密加工体验



2021上海国际车展推广DMC

AD7

参观团

VVIP采购配对
邀请了473名500强企业VVIP，其中333
人到场参观、采购、洽谈。今年将继续推
进VVIP买家计划
2021年邀请到土耳其制造业巨头Arcelik
(阿齐利克)模具展现场进行采购对接会。

2021模具成形装备与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
和市场报告会在2021上海国际车展举办

呼叫中心

外呼进行筛选的历届展商观众数据
库近60000条数据。邀约到场参观，
扩大展会影响力

汽车零部件行业覆盖
汽车零部件企业点对点定向邀请参观洽
谈，覆盖汽车零部件企业30000人

2021回顾

拥抱数字化生态
(行业智享汇沙龙)

特邀用户企业与领军模具企业精准
对接上下游，通过数字化下模具与
终端用户行业领军企业就新消费产
品研发与模具制造的协同,制造与测
试的协同。

DMC多渠道引爆宣传

参观券20万，信函10万封

短信50万次，Email电子快讯80万次

9万核心专业观众数据库，8万专业人士电话邀请

网站访客采集15246人，广告投放量382374次，地
标覆盖人脉1474452人，广告投放量4618230次，
广告引流总计29072次。

网络平台强力推广

媒体广泛合作超过50家行业
专业媒体

媒体合作

1.DMC 直播 / 2.MM 现代制造 / 3. 工智播/ 4. DMC云讲堂

现场直播平台

DMC官方网站

抖音：累计广告投放12天累积曝光333.11万次，覆盖
长三角及周边31个城市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投放2520万盖覆精准行业人
士数据库

移动平台强力推广

包括地铁广告，模具集聚区广告等

户外广告

参观团总数100个

20多个国内知名用户行业展会重点宣传

40家用户行业协会创新合作

20个用户产业园区创新合作模式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上海市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电话：(86-10) 8835 6466
传真：(86-10) 8835 6461
电邮：cdmia@cdmia.com.cn

电话：(86-21) 6279 2828 转DMC
传真：(86-21) 6512 4191
电邮：dmc@siec-ccpit.com

联系方式：

宣传推广

第十六届ISTMA世界大会
-汇聚全球工模具行业
ISTMA（国际模协）拥有世界22个国际模具行业
协会，8000家顶尖企业
ISTMA（国际模协）拥有世界22个国际模具行业
协会，8000家顶尖企业

行业咨询 参展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