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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届国际机械博览会——
捷克工业的引领者，强有力的国际参与

主要国外参展商：
德国，意大利，斯洛伐克，
奥地利，瑞士，俄罗斯

代表国家：
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
比利时，中国，捷克共和国，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英国，香港，匈牙利，印度，
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
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士，台湾，
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

来自12个国家的229家参展商
国外参展商比例达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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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参展商

来自28个国家的1482家参展公司
676家国外参展商，占比达45.6%
净空间达36480平方米的展区

 

自动化技术 



96%的参展商与潜在的捷克或国外客户取得联系
30%的参展商关闭或开始处理出口合同

大部分参展商认为参与国际机械博览会是最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

of the Czech industry, strong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96%的参展商认为此次
参展具有重要商业价值

62%的参展商评价观众为对口顾客
64%的参展商满意此次参展
75%的参展商还将参加明年的博览会

公司规模
（按员工人数划分）

25人以下
35.8%

25-250人
33.2%

逾 250人
10.9%

不详
20.1%

参展商产品主要焦点
工程 71%
汽车工业 61%
航空工业 19%
电气技术 12%
建筑业 12%
食品行业 12%
电力工程 11%
化学工业 9%

Sources: Market research from the Ipsos Tambor.



来自55个国家的71447位观众
6968位外国观众注册，占比例为9.8 %.

人数最多的国外观众来自斯洛伐克、波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来自8个国家的384名展会特派记者，43名来自国外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
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
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
厄瓜多尔、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英国、希腊、匈牙利、印度、
伊拉克、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
摩洛哥、蒙古、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南非共和国、俄罗斯、沙特阿拉
伯、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台湾、泰国、
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克兰、美国、
委内瑞拉

76%的观众决定或参与决定投资和购买

观众从事的行业
工程 77.6%
汽车工业 3.75%
电气技术 3.57%
塑料、橡胶技术及化学工业 2.83%
银行及保险业 1.44%
电力工程 1.32%
贸易行业 1.08%
冶金及铸造行业 0.89%
建筑业 0.80%
教育，科学，研究 0.80%
信息技术及通讯 0.70%

代表国家：



对参加此次展会是否满意

是 72%

否6% 不知道 21%

是否还会参观下一届展会

是 83% 

不知道 10%否 9%

满意 55%满意 71%

不满意 16%不满意12%

对展出的产品及服务的数量是否满意

满意 69%

不满意11%未评估 20% 未评估 28%未评估 17%

满意 84%

不满意 3%未评估 13%

对展出的产品及服务是否满意

是否满意业内重要公司的展出 是否满意展出的新品数量

观众评估

来源：Ipsos Tambor的市场调查。具体内容来自观众的登记

观众最感兴趣的行业

机床及成型机 16.9%

手动工具及仪器 15.5%

电子、自动化、测量技术 9.1%

驱动、液压与气动、
冷却技术

6.8%

焊接技术 6.1%

冶金半成品及金属制品 5.2%

表面精整及热处理 5.1%

塑料半成品及成品 5.0%

轴承、齿轮、离合器、制动器、润滑系统 4.6%

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服务 3.9%

塑料生产机械及设备 3.6%

电力工程 3.2%

包装材料、工业包装机械、
包装

2.8%

铸造技术 2.5%

工程化学 1.9%

处理及仓储技术 1.8%

生态技术 1.7%

强电流电气工程 1.6%

采矿、冶金、陶瓷及玻璃工程 1.2%



2013年国际机械博览会金奖

评定标准:展品的新颖性、发明的速度、创新过程、主要功能的
不同之处、附加功能的多样性。

入围展品由布尔诺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Radek Knoflicek
领导的评估审委员会评估。

2013年国际机械博览会最佳创新展品大赛

大赛承办方:
捷克共和国布尔诺
科技大学工业联盟

大赛主办方:
布尔诺博览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国际机
械博览会金奖

MCU 1100V–5X
生产商/参展商: KOVOSVIT MAS公司, namesti Tomase Bati 419, 391 02 Sezimovo Ứstí, 捷克共和国

该展品为多功能5轴铣齿机床中心，其模块化结构可实现各种材料的各类工件的复杂
加工。该机床中心的模块性质使人们可以选择使用不同性能的主轴部件，可以使用不
同的夹紧系统来确定容纳多达360种工具的刀具座大小，可以附加一个车床工作台以
调整回转倾斜工作台的大小。刀具座为自动控制，其特点是硬度高、动力大和结构的
主动热稳定。布拉格的捷克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以及布尔诺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参与了该项目。

EPOS飞机智能驾驶仪
生产商: Evektor, spol公司, Letecká 1008, 686 04 Kunovice, 捷克共和国
参展商: Vysoke uceni technické v Brnĕ公司, Antoni'nska 548/1, 601 90 Brno, 捷克共和国

该智能自动驾驶仪为创新的自动数字飞行控制系统，该系统在飞行安全性方面有着
显著改进，同时保持着高水平的自动驾驶控制。在与Evektor公司的合作下，将该系
统安装于未来运动型概念飞机SportStar EPOS上。作为开发过程结果，通过数字飞
行控制技术和现代运动型飞机概念的一体化，实现了显著协同效应，该飞机由环保
电力引擎发动，能有效降低驾驶及维护成本。

M2 熔化机
生产商: Concept Laser公司, An den Ziel 8, 96215 Lichtenfels, 德国
参展商: Misan公司, Ke Vrutici 1795, 289 22 Lysa nad Labem, 捷克共和国

M2熔化机是一种金属激光熔化系统，可用于生产由热加工不锈钢、钛、铝、钴铬合
金、铬镍铁合金及贵金属制成的零件。这种添加技术系统采用激光来熔化逐渐添加
的金属粉末。可用于生产精细的最终的组件、带异型冷却水路的零件，以及铸造原
型。该技术可用于汽车、航空航天、铸模、医疗、牙科及珠宝行业。

 



TJ100S-125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生产商/参展商: První brnĕnská strojírna Velká Biteš公司，捷克共和国

该涡喷气发动机经设计制造为推力1250N的驱动装置，其最重要用途是用于无
人机。该发动机为单轴设计，带有单极离心式压缩机、环形燃烧室、单级轴流
式涡轮机和排气喷管。发动机的转子装在2个滚珠轴承上，润滑剂提供了自动
供油系统。在压缩机吸入压力的过程中，无刷起动发电机从板载网络中启动发
动机，并在发动机运行过程中产生能量。发动机由数字控制系统控制。

VD/VOD-VI二次冶金设备
生产商: VÍTKOVICE HEAVY MACHINERY公司, Ruská 2887/101, Vitkovice, 703 00 Ostrava, CZ 
参展商: VÍTKOVICE,公司, Ruská 2887/101, Vítkovice, 703 00 Ostrava, CZ

VD/ VOD-VIT型真空脱气装置是一种二次冶金设备，装有金属熔液的浇包放置在
密闭的真空罐中，在深度真空下进行熔炼。该设备可用于大规模生产钢，在真
空熔炼后，进行连续浇筑或浇铸到模具中，最后再进行真空电弧重熔。相比RH/ 
RH-OB/ RH-KTB型号的设备，该VD/ VOD设备的优点在于，熔炼过程中，处理过的
炉渣与金属熔化物实现乳化，而炉渣作为熔炼试剂而起作用。

Ing. Milo� Polá�ek, CSc.
他是机床和机械加工领域中的一位突出人物。他最开始在TOS Celakovice
（后来被称为机床及机床加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经过几年的实践，他
成为了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率先开始在研究中使用小型计算机进行计算，
他创造了电脑程序，并延展了它们在当时极其受限的用途。他写出了大量
研究报告，与他人合著者捷克专利达12项。

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捷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研究员。

终生技术性创造工作与创造性作用金奖



Tomáš Malatinskỳ，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部长
斯洛伐克已经连续55年参与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长久以来，斯洛伐克企
业热衷于在此展出产品，这充分说明了展会的影响力。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已
经二十年，但是斯洛伐克人民仍旧对布鲁诺这座城市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这
座城市也回报了我们，展出并呈现我们最优质的产品。

Mustapha Sever，土耳其共和国经济部第一副部长
1959年起，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每年一次，是中欧最大的工业贸易展，也是
建立商业往来的重要平台。很荣幸，土耳其今年作为伙伴国参与了这一重要的
传统展会，我相信今年，我们两国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将得到长足的发展，两
国间经贸关系蕴含着巨大潜力，有待挖掘。 

Jiří Ciencala，捷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长
我想说的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将科学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产品与
服务的一部分。当然，在我们拥有能源保证，且善于利用地下财富的条件下，
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方法从这些财富中获得任何东西，都必须完全用于投资新知
识。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政治精英
应该如此，生产者、研究者、开发者、学者、教师以及所有其他关心我们共和
国命运的人们亦不例外。 

Jiří Rusnok，捷克共和国总理
纵观整个现代史上，捷克共和国都是一个工业国家。不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解
体前还是在最近20年，工业传统与现状对这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
经成为了我们基因的一部分，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今年迎来85周
岁生日的布鲁诺展览中心，在此，我向该中心致以衷心的祝贺。为了做到最好，
我们必须激情飞扬。我们必须面对全世界最好的竞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
可以在国际机械博览会上成功实现。

2013年10月7日，开幕式
A厅，圆形大厅



展会反响
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
今年是俄罗斯联邦经贸日第十次举办，这让我很是惊喜。我
们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俄罗斯地区，贸易
本身就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的许多企业家在那儿经营，创办
合资企业，这很好。政治家不应当在经贸往来设置障碍，而
是应当为彼此打开大门。

H. E. Mr. Vitavas Srivihok，泰王国驻捷克大使 
布鲁诺是一座贸易展览名城，我们认为这是泰捷两国公司交
流信息建立合作的好地方。这也是我们身处此地的原因之一。
我们正在展会上介绍第一场有关泰国的展览，我们的大厅里
有10家泰国公司和2位观察员，还有一个信息展台，到场人员
包括了来自泰国工业联合会、泰国分包商促进会、泰国投资
委员会以及泰国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的代表。

Christian Miller，奥地利商业理事会
我们认为，对于中欧地区的机械公司而言，布鲁诺国际机械博
览会是一个重要的会所地点。布鲁诺举办的这一国际机械博览
会，即便在奥地利也是久负盛名，许多如今在座的公司冷战结
束前很久就已经定期出席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奥地利公
司正以独立展商的身份，或通过其在捷克注册的分支机构参与
这一盛会。参与这一展会的成本不低，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回报。
我们定期跟踪各参与公司的反馈，它们的满意度是我们评估进
一步促进组团参加的主要标准。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布鲁诺
国际机械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尽管该展览从专业上讲涉
及面很广，但这些公司通常还是能够找到建立合作的途径。

Michal Macko，法国-捷克商业理事会，销售总监 
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是法国机械业展现实力并与捷克伙伴
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契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今年的展会上，
在捷克市场具有很大潜力的公司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中。展会
上，来自法国的中小企业兴趣愈加浓厚，这说明，它们对捷
克共和国和中欧地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Rudolf Fischer，捷克-德国商业理事会主席
这是我本人第四次身处此地，但是我已听闻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
达十到十五年之久，总而言之，这是中欧最重要的贸易展。 
我想，该展会对于捷克公司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机遇，但机遇不仅仅
为它们创造。众多德国公司正在此处参展，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年年
来此，而一些新公司也是场场必到。如此之多德国公司一年一度来
到此地，充分说明该展会是它们开展业务的重要场地，同时也是它
们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入口。

Jaroslav Hanák，捷克共和国工业联合会：
我很荣幸告诉大家，捷克工业联合会是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金
奖的发起人之一。我还可以告诉各位，对于那些在布鲁诺国际机
械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企业而言，这金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我们
的选手在奥运会、世界杯，以及欧洲杯上问鼎。因为这枚金牌是
一种对顶级品质的保证，意味着获奖产品有着极高的竞争力以及
工艺与技术价值。

Jan Prokš， 捷克及摩拉维亚电机及电子业协会理事
对我们的电机工程师而言，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是中欧最好的机
械展会，我们认为在此参展比参加专门的电机工程展会的感觉更好。
原因就在于，当前，电机工程的足迹几乎遍布所有领域。尽管我们
的成员公司不希望在在展会上发现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希望接触
到最大的合作伙伴与顾客群体，这就是机械。捷克电子行业的产出
有80%用于出口，我们发现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是我们促进出口
的重要契机。

Georgiana Huiban，项目协调人，欧洲动力传动经销商协会
（EPTDA），比利时 
我们是一个拥有120家会员公司的制造商与经销商协会，总部位于比
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们已经参加过两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今
年首次来到布鲁诺，就被展会的规模以及展馆与参展捷克与外国公
司的数量所震撼。尽管存在语言障碍，我们仍旧与本地市场建立了
有价值的联系，并获取了有效信息，展会中的B2B交谈作用尤为明显。
今年，我们的展台规模不大，但是明年，我们将进行大规模展出。
我们对大会的组织、服务，以及广告都很满意。



展商看展会
Daniel Orel，ARBURG spol公司，自动化与项目负责人
本届博览会的反响符合预期。每天都有很多的顾客前来我公
司展台参观、咨询，可谓是门庭若市。有时候太挤了，有些
人不得不等着。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次博览会如此具有
吸引力，我们的展览吸引了很多潜在顾客。博览会可谓是一
个既能讨论技术问题、亦能交流日常生活的社交展会。

Marek Zloch，Aroja公司3D工厂品牌创办人，3D打印机开发主管
以往我们都是展览的机械设备，但机械设备已经随处可见了，
所以我们在此次博览会上将目光转向3D打印。我们想要吸引
眼球、吸引更多的观众，当然我们确实成功了。看到被观众
层层围住的展台我们非常满足。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大家带来
捷克的3D打印机，而我们也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目标。目前，
我公司已经和很多的学校以及机构组织开始洽谈合同事宜。
我们对这样的博览会很感兴趣，也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
参与这次博览会让我们能发现市场的兴趣所在，以及人们对
3D打印机有何期待。

Jiří Stanšk，DOMINANTA GROUP控股公司，销售总监
我公司于四年前成立， 主营天然气和原油加工。目前，我们
正在土库曼斯坦实施一个天然气干燥设备的重大项目。在本
次博览会上，我们的重点是分包与银行业。我们所有的供应
商都参观了我们的展台。同时，我们进行了很多洽谈，并与
Kralovopolska机械工厂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

  

Craig Medhurst，澳大利亚，Eastern Automation公司，总监
我公司通过澳大利亚商会得知此次博览会的消息。因此，我
们决定来这里一探究竟，看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如何获
得成功。我们感兴趣的市场在中欧和俄罗斯。
我们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有制造厂房，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来
这儿。起初，我们不知道能从这次博览会上收获什么，但是
我们对于此次活动的结果表示满意。澳大利亚商会给我们安
排了与几个潜在客户的洽谈。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将看合同进展如何。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年还会参展。

Michaela Zachova，EQUICom通讯社，包装传动项目经理
包装传动项目是一个由11家公司和奥斯特拉发技术大学共同参与
的包装线项目。我们推介了现代的包装机械和技术，包括一项欧
洲的最新技术成果-即使用ARC机器人技术公司的码垛机器人M-410iC，
加上Viking Masek公司生产的新机器用于折叠小盒子。 每天观众
们有四次机会，可以亲眼观看如何把巧克力包装并储存到盒子里，
之后如何贴标签、传输大盒子、钉纸箱、加固、粘合、标示，并
最终码垛。

Otto Havle，FCC prumyslove systemy公司 ，总监
作为捷克及摩拉维亚电机及电子行业协会的会员，我公司受邀参加
“机器人公园展”。我公司带来的是一款可用于生产过程能力管理
的机器人测量系统。我们欢迎此项技术，并邀请我们的顾客共同体
验。我公司为塑料工厂提供测量机械。机器人解决方案生产的产品
不仅数量多，而且各有千秋，因此大家对此非常关注。

Karel Navrkal，FERRUM公司，业务代表N
今年我们做的很成功。此次博览会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顾客，同时我
们和老顾客也有非常愉快的洽谈。我们在此不得不赞扬的是和布尔
诺博览会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色合作。观众的出席率很好，我们明年
一定再来。

Ladislav Kuruc，Formetal公司，主管经理
尽管在本届博览会中参观我们的观众并没有往届的多，但是更多的
顾客不仅来了而且知道为何而来，甚至还采购了一些产品。我很高
兴看到来了很多学生，他们对于先进的机械设备越来越熟悉。参观
我们的还有斯洛伐克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多，尽
管他们自己国内也有类似的博览会。布尔诺博览会股份有限公司为
我们提供了卓越的服务。

Šárka Ošťádalová，HAHN Automation公司，主管经理
继去年我们首次参加博览会后，今年我们非常高兴再次参与其中。
去年以来我公司在布尔诺获得了非凡的业绩，签署了许多新合同，
由此得到很好的业绩。今年收获比去年的还好，超乎预期。

Martin Kaván，HIWIN公司，经理
就我公司而言，本届的博览会比上届的收获更多，我们又开发了更
多的客户人脉。我们也发现布尔诺经济在不断复苏。本次博览会超
乎我们的预期。当然，在博览会结束后我们仍需评估所得到的人脉
质量。大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全激光，当然对其他的产品也很感兴
趣。同时，我们也在全力加强和布尔诺现有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不断
拓展合作领域。明年，我们还会来参展。

Martin Volnỳ, KOVOSVIT MAS公司，营销经理
我们对工程机械博览会很满意。事实也可证明，近三年以来我公司
的展台面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金奖的参展产品立式加工中心吸引
了新的潜在顾客。即使是在生产线上使用了其他竞争者产品的顾客
们也表示了他们的兴趣。我们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商务会谈。

Jaroslav Blažek, Surfin公司，执行董事
我们提供的是遮挡和铰链技术。观众数量让我们满意，人们对我们
的产品很感兴趣。我们的展台实际上整天挤满了观众。需求很大，
关键是我们能最终确定下来多少客户。我们在评估完本届博览会后
就能见分晓。我公司从博览会中受益颇多。此外，博览会也是一个
社交展会，在这里我们会见的不仅是商业客户，还有朋友。



我们非常高兴在布尔诺展览中心将众多奖项收入囊中，因为
我公司是连续55年参加博览会的八家企业之一。我们对此颇
感荣幸、欣慰。这是一项殊荣，我公司的管理高层也把布尔
诺机械博览会列为最高级别的贸易展会。我公司是一家跨国
公司，在业内排名世界第二。我们的高层经理人说，布尔诺
博览会是中欧地区的头号展会。今年我们又有了新顾客，因
此我们从展会中再次受益。

Jarek Hudec, PILOUS - pásové pily, spol公司，主管经理
每年参加博览会总能满意而归。本届博览会确已显示全球机械
行业市场的复苏迹象。很多观众对我公司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很明显，现在人们又跃跃欲试想投资机械领域，甚至是更大、
更昂贵的机械设备。就我公司而言，正是在布尔诺的展览中心
我们才事实上进军全球市场。

Luboslav Jantek, Plastigo / Asten集团，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总代表
我们借本次博览会把新的公司标志介绍给捷克共和国和斯洛
伐克的客户。此次博览会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对此表示满
意。布尔诺是我们商务洽谈和产品展示的平台。

Petr Kaufman，Profika公司，总经理
此次博览会的效果达到预期。很多潜在顾客参观了我们的展
台，他们对我们的新款CNC（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床颇感兴
趣。我们和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布尔诺举行了会谈，同时，
我们还向他们推荐了我们的尖端机械加工中心。

Jaromír Studenỳ, Siemens公司，公关部主管
我们认为布尔诺机械博览会是中欧地区领先的展会之一。我
们也是连续55年参加展会的八家企业之一。此外，我们和布
尔诺的顾客见面，在现场给予他们回馈，并解决他们提出的
问题。他们当然都喜欢我们的机床、软件和控制系统演示。
观众到场人数很多，可谓人气超高。

Karel Stelc，Stema-Tech公司
我公司对本次博览会表示满意。在展台时我们基本上没有休
息的时间，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参与本次展会的目标。我们举
行了一系列的商务会谈。观众到场人数也很多。我们将参加
明年的博览会。

Jaroslav Blažek, Surfin公司，执行董事
我们提供的是遮挡和铰链技术。观众数量让我们
满意，人们对我们的产品很感兴趣。我们的展台
实际上整天挤满了观众。需求很大，关键是我们
能最终确定下来多少客户。我们在评估完本届博
览会后就能见分晓。我公司从博览会中受益颇多。
此外，博览会也是一个社交展会，在这里我们会
见的不仅是商业客户，还有朋友。

Miroslav Voborny，Šmeral Brno公司
我们的展台一直人气很高，观众川流不息。很
多潜在的顾客也前来参观。我们在博览会举行
之前，就已经和我们的新老顾客举行了众多商
务洽谈。他们能够深度观察感兴趣的机械，甚
至也能了解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今年的
新品，废物处理装置（特别是油），可以说，
更是被观众层层包围。我们在博览会举行之前
刚刚完成这款产品。我们对本届博览会表示满意。

Tomáš Pavlík，TM Technik公司，主管经理
我们带来的展品有：CMM、3D技术、摄影系统以及传感器设备。我
谨代表我们公司，对博览会的举行表示欢迎，希望博览会可以不
断发展壮大，并在欧洲的贸易展会中始终保持其领先的地位。因
为它可以力挺捷克的市场，各家公司都应参展，并在今后建立合
作关系，人员的联系不应当消失。明年我们一定还会再来。

Lubomír Gogola，Vítkovice公司，销售总监
在布尔诺举行的机械博览会，是我们同机械工程行业客户建立起
合作关系的一个重大展会。博览会历史由来已久，我们非常自豪
是连续参加55届展会的八家企业之一。对我们而言，工程是我们
的主营业务，因此我们支持博览会的举行，顾客们也已习惯来这
里找我们。国际机械博览会在促进技术发展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此我们投入许多资源。证明即是，我们在今年和去年的
展会上连续荣获金奖。这个奖项不仅让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对
我们的营销和推广更加重要。

Stanislav Růžička，ŽĎAS公司，营销与广告部主管
我公司是连续参加55届博览会的八家企业之一。我们获得了布尔诺
博览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Ji�í Kuli�颁发的荣誉证书，并且
获得了27项金奖，我们深感骄傲与自豪。我们是博览会的一员。我
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展台。在布尔诺是我们与我们的商业合作伙
伴会面的会见之地，他们也总能在这里找到我们。我们得知，今年
没有参加展会的公司明年也会前来参展，因为他们发现不来参展是
个错误的决定。很多顾客涌入了我们的展棚，特别是在前三天的高
峰期。我们感觉非常满意，明年还会再来。



www.bvv.cz/msv

2014年国际机械展与国际机床工具博览会将与
国际焊接设备展览会、国际铸造交易会、国际
塑料、橡胶及复合材料交易会同期举办

第15届国际铸造交易会

第9届国际机床工具博览会

第5届国际表面技术博览会

第56届国际机械展

第22届国际焊接设备展览会

第4届国际塑料、橡胶及复
合材料交易会

2014年国际机械展      2014年国际机床工具博览会 

布尔诺博览会股份有限公司
V�stavi�tě 1
布尔诺647 00
捷克共和国
电话： +420 541 152 926
传真： +420 541 153 044
msv@bvv.cz
www.bvv.cz/msv2014年9月29日—10月3日

捷克共和国布尔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