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业（俄罗斯）品牌展

展出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

展会地点：莫斯科红宝石展馆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温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境外合作单位：俄罗斯工商会、法兰克福展览（俄罗斯）有限公司

展会周期： 每年一届

展会规模：10000 平米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2018 年 10 月底拟在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举办中国机械工业（俄罗斯）品牌展。

市场背景

近段时间以来俄罗斯经济面临前所未有挑战，西方多家对其经济

制裁，卢布持续贬值、国际油价下跌这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

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

中俄对外贸易往来在世界经济放缓的国际背景下保持了“逆势上

扬”态势。据海关统计， 2016 年中俄贸易持续上涨，2017 年 1-10

月对俄机电产品出口额为 1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5%，呈现出明显

的反弹趋势。



俄罗斯仍然是中国制造商最希望的市场之一，这得益于：

—发达的商品流通。

—制裁限制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进入俄罗斯市场。

—中国制造商的有利定价政策。

近年来，俄罗斯对机械和设备的需求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俄罗

斯政府预测俄罗斯市场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政府将通过数十亿欧

元的资助计划为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各种迹象正在昭示俄罗斯市场正

逐渐放低门槛，中国机械工业行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步伐逐渐加速。俄

罗斯工业成品相对弱势，从长期来看，对于出口工业产品的器械厂商

来说，俄罗斯市场拥有巨大潜力。

展会介绍：

此展是专为机械工业产品而举办的国际性展览会，是由全球知名

的法兰克福展览集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为中

国企业量身打造的机械工业类展会。展会也得到了俄罗斯商贸部、俄

罗斯经济发展部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中国机械工业（俄罗斯）品牌展是为中国企业量身打造的机械工

业类展会。展会力求树立“中国制造”形象，重点展示所属行业优质

企业和优质产品,推出中国机械工业产品品牌形象。

2017 年展会参展企业共有 133 家，展览面积达 7000 平方米。

展品主要涵盖了包装机械、机床、工业零配件等俄罗斯市场需求大的

产品。徐工集团及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等多家中国知名机械工业生产企

业进行了特装展示。展会现场设立了中国品牌公共展示区：公共展示

区集中展示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知名企业及其优质产品、样品及模

型。三天展会共有 5651 名专业买家到会,同期举办 311 场一对一对



接洽谈,参展企业普遍表示展会效果超过预期,对俄罗斯市场进一步复

苏表示乐观。

展品范围：

一、工程机械：道路建筑及机械、挖掘机、运载机械和运土设

备、道路维修和养护机械、建筑和专业运输车辆、刚性和铰接式自缷

车、非开挖铺设通信线路用机械、钻孔设备、用于挖掘和地下作业用

的泵和设备、可移动成固定式升降机和其它升降设备、混泥土生产设

备、压缩机、发电机和移动供电装置、破坏和拆除设备、定位系统、

度量系统和测量仪器、破碎和筛选设备、运输车辆、设备、机械和材

料、机械零件及部件、建筑机械等。

二、机械传动、流体动力传动、工业冷却技术及空气调节技术、

流体动力传动（液压和气压传动）（泵阀产品归在此类）：液压泵，液

压电机，液压阀，液压蓄电池，液压循环元件和液压系统，试验台，

液压系统，液压油缸，过滤器，软管和软连接管等；气动元件：气动

马达，气缸，气压阀，电磁阀；气压控制/调节装置，气动离合器，电

压互感器，压力继电器，密封及其他气动元件等。 机械传动：轴承、

齿轮和齿轮传动装置，转向系统和转向轴，无限调节齿轮传动装置，

其他齿轮传动装置；滚动轴承，滑动轴承等各种轴承及附件；线性传

动，直线导轨、连轴节，制动器和制动（刹车）系统；带传动和链传

动系统，电力驱动系统和电机保护设备。工业冷却技术：小型/特殊冷

却技术机械，冷却装置的控制调节，工业流体冷却器。 空气调节：空

压机及真空泵配件，回转式空压机，螺杆式空压机；鼓风机；干燥、

处理、过滤设备电脑辅助规划、设计与制造（CAD，CAM,CIM）在（液

压及气压传动、机械传动及空压技术）相关领域应用。

三、电力电气：发电设备：水利发电设备、火电/太阳能/风力发



电设备；发电机；涡轮机、转子等发电相关组件；电力、电工测控仪

器：电力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电力仪表仪器、绝缘监测设备，损耗

测量设备、电缆故障定位设备、遥控操作系统，继电器、断路器、互

感器、电容器、启动器、补偿器、防雷器、绝缘子等； 电气自动化技

术与设备：中低压电网配电产品，电气控制与自动化成套设备，配网

自动化、MIS 系统、电网调度管理系统，电力通信设备，电力电子产

品与技术，低压开关装置、防爆开关装置、开关的控制集成电路； 输

电、配电设备及附件：变压器、整流器、电流接触器、电力稳压器、

电加热设备，电网及输配网自动化系统，电力输送设备及配件,电力电

缆装置、通讯电缆系统、电缆的铺设、储存和处理设备，绝缘绝热材

料，电力施工设备。电气工程：控制技术，测量技术，调节器技术，

工业用计算机，网络/工业通讯，无线电自动化。

四、工业制造零配件及原材料：工业机器人：焊接机器人、喷涂

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其他工业机器

人等。工业零配件：铸锻件，冲压件，紧固件、标准件、模具、金属

成品件、固体成型，非切割技术零件，机切割金属零件，部件装配和

金属结构，索具，五金件、塑料零件和橡胶加工件等；各类密封件及

辅助设备，工具及模具加工、滚定轴承、滑动轴承等各类轴承，以及

其他机械零部件等；精密机械类精密齿轮部件、精密模具部件等。

五、机床：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加工中心、铣床、普通车床与自

动化车床、镗床、锯床、插床、拉床和刨床、制齿加工机床、组合机

床及组合部件；工具加工磨床；研磨；抛光及超精加工机床；金属成

型机床：金属薄板切割机床和加工中心；板料、薄板、型材剪床、板

料、板材折弯机棒料、管材折弯成型机、冲床、冲压机、步冲轮廓

机、各种压力机。数控机床：数控系统、数显装置和机床电器、机床



零部件及辅助设备、磨料磨具；刀具、工夹具及相关产品、检验和测

量设备。

六、塑料及包装机械：塑料机械： 塑料工业和橡胶工业的机械与

设备类：预加工机械设备、二次加工设备、回收利用设备、挤出机、

注塑机、成型机、成型机零部件、熔接技术设备、辅助设备、车间设

备及仪器，包装机械；材料类；塑料及橡胶的成品和半成品等

报名方法

企业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报名并获取更多的展会信息和资料。

宁波三众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会展路 181 号国际会展中心 10号馆 9楼 C 区 17

电话：13175956909 吴双

传真：0574-87153188



附件 1

中国机械工业展（俄罗斯）品牌展

2018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

收费标准表

费用项目 单位 金额

人民币(元)
一、展位费
1.普通标准摊位（包括墙板，楣板，地毯，基 每 9 平米 35000
本灯光设备，电源插头，清洁费。1 圆桌 3 折椅

1 咨询台 2 射灯 1 垃圾篓，中国展区豪华布置，

含基本用电（1KW）、基本展具及日常清洁费，展

台高 3.5—5 米，突出中国展团及企业形象）

2.光地费用 36平米起 3300

二、展品费用
1.展品集货、海陆运、商检、报关、运至展台 每立方米 未定

（不足 0.5 立方米按 1 立方米计算，1 立方

米以上按实际体积相承计算；如展品重量超

过，将根据重量计算）

2.关税、保险（另收） 据实收取

3.展品回运费、结关费用（不回运免交） 每立方米 据实收取

三、人员费
1.全程随团（国际机票、城市间交通费、市场考 25000元/人
察费、全程食宿、交通、公杂费。10 天，不含

个人补助）
2．展期随团（7 天，含国际机票、展期交通费、
食宿、交通、公杂费，不含个人补助） 19800元/人
四、签证费（自办免交） 每人 1000

五、保险费（自办免交） 每人 300

六、展览注册费（国内外通讯联络、资料、进馆 每公司 2000
证等，会刊登录、网站展商名单列入）

七、出国集中费（不集中免交） 每人 450

注： 国际机票将随季节浮动进行调整



境外展会参展报名表（合同书）

展览会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展（俄罗斯）品牌展（俄罗斯莫斯科 2018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

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邮编

英文

参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展 传真： 手机： 公司网址:

单
电子邮件: 进出口代码：

申请展 □标摊： 个（每个 9 平米，含标配搭建） 随团参 因私护照： 人

位 位面积 展人数□光地： ㎡（无搭建） 因公护照： 人

持因公护照人员须填写：出国任务通知书主送单位（有权出具出国、赴港、澳任务确认件

的省市人民政府、中央部委及在外交部备案有出国审批权的总公司等单位）：

主要 中文：

展品 英文：

参展约定：

1、 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合同。

2、 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不得提早撤展、不得销售展品、展览期间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

施。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

3、 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览举办国的相关法律，严禁携带知识产权侵权产品参展。参展企业因违法、

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企业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4、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组团单位各项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展品运

输、签证等各项筹展工作。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责任与组团单位无关。

5、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齐各项费用，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

展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如因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企业，组团单位将如数退

还企业交费用。

6、参展人员被拒签或未能及时得到签证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已

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7、由于不可抗力或非组团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并将参

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还给参展企业。

8、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

同等效力。



参 展 单 位 组 织 单 位

(加盖公章) 电话：13175956909

领导意见： 传真：0574-87153188

负责人签字：

地址：宁波会展路 181 号国际会展中心

10 号馆 9 楼 C 区 17

年 月 日 联系人：吴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