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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渭水河畔迎来了一场
盛会。10 月 26 日至 28 日，2018 中国
（宝鸡）国际机器人暨智能制造展览
会（以下简称宝鸡机器人展）在陕西
宝鸡顺利举办。展会由中国国际商
会、陕西省贸促会和宝鸡市政府主

办，宝鸡市贸促会承办，主题为
“智造宝鸡 创新动能”，展览面积
达 2 万平方米，旨在推动发展宝
鸡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
产业，实现宝鸡工业升级。

展会首日就吸引了57个国家
的相关人士到场，包括33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代表团和 24个国
家的采购代表。多地贸促会负责
人到场参观。展会还同期举办了

产业高峰论坛、园区考察活动、宝鸡
工业之最发布、机器人表演赛等多场
活动，贴合宝鸡当地智能制造产业状
况，把脉宝鸡装备制造行业发展。

六大展区各具特色

为集中展示智能制造领域的
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
新应用、新模式等智能制造前沿科
技，宝鸡机器人展共设置智能制

造、宝鸡智造精品、数控机床及机
器人、汽车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生
活、航空航天等六大展区。

其中，智能制造展区集中展示
国家和省市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国
内外知名智能制造企业推出相关
技术、设备、理念与品牌。宝鸡智
造精品展区集中展示当地优秀智
能制造企业，彰显宝鸡智造的特色
和成果。汽车生产与制造过程中使

用的机器人、智能制造生产线、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等则汇聚汽车装备
制造展区。智能制造+生活展区展
示消费电子、娱乐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教育机器人等。航空航天展
区则展示航空航天制造领域新材
料、新技术及航空航天技术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数控机床及机
器人展区集中展示了工信部“五三
五十”重点任务中的关键技术与设
备，包含数控机床、机器人、增材制
造（3D打印）、智慧传感、核心元器
件、核心基础设施等主要方面，尤
其是在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宝鸡具
备优势的相关产业方面，邀请国内
外优秀企业进行集中展示。

各界嘉宾高度肯定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陕西省
副省长、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中心
副主席、科技部原秘书长张景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四院副院长
侯晓，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张屹，
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兰建文，陕西
省贸促会会长薛华，宝鸡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马赟，宝鸡市委常委、副
市长徐延波，宝鸡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宁岗，以及陕西省工信厅、商务
厅、西安交通大学、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等单位的嘉宾。大家均对宝鸡机
器人展表示高度肯定。

宝鸡市委副书记、市长惠进才在

致辞中表示，这次展会为宝鸡发挥创
新驱动优势，把握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脉搏，做大、做强、做优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产业搭建了良好平台。宝鸡
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智能
与生产、智能与生活深度融合，为传统
制造业发展插上智能的翅膀，为“装
备中国、走向世界”贡献宝鸡力量。

呈现国际视听盛宴

据了解，宝鸡机器人展在“国际
化、品牌化、市场化、产业化和专业
化”方面亮点突出，注重实效对接。
参展企业达198家，参展企业80%以
上为宝鸡市外企业。知名企业（世
界500强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企
业、行业前十等）占比超过20%。

其中，德国库卡、日本安川、山崎
马扎克、优必选等30家名企亮相，覆
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娱乐及教育
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参展特装比例
超过60%，参展设备达1000余件，显
示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澎湃动力。

通过举办产业高峰论坛、园区
考察活动、宝鸡“工业之最”发布、
机器人表演赛等多场活动，宝鸡机
器人展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智能装
备领域的国际视听盛宴。展中有
会，会中有展，实现了产品技术与
市场的无缝对接，打造了政策制
定、技术研讨、产品发布、市场开拓
的多维度、一站式对接平台。

推动新兴产业 助力工业升级

宝鸡机器人展搭建产业发展升级平台

丹桂飘香，群贤毕至。在宝鸡
机器人展举办期间，中国·宝鸡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研讨会成功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
业家共同交流研讨智能制造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态势，共
谋新常态、新趋势、新经济大背景
下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大计，为促进
宝鸡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智慧支持。

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120名商协会
及经济组织代表，美国、德国、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的 70名跨国采购
商代表和行业企业代表，陕西省重
点装备制造企业和宝鸡智能制造
领域企业代表，南宁、烟台、庆阳、
南充、榆林等省内外地市贸促会及
宝鸡市各县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会。

本次研讨会由专家学者及企
业家牵头，打造国际化、权威化、前
沿化、专业化、精准化的产业峰

会。宝鸡市委常委、副市长徐延波
主持本次研讨会。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马赟，陕西省贸促会副巡视
员成云甫，约旦工商会高级项目官
员斯玛迪·卡蒂亚伊萨姆·艾哈迈
德分别致辞发言。

马赟表示，本次研讨会有幸邀
请到了来自智能制造不同领域的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商合作，共
谋发展，期待与各位业界同行加强
信息沟通、推进资源共享、实现互
利共赢。宝鸡借此机会，诚邀国内
外优秀人才来宝鸡创新创业，热忱
欢迎全球智能制造企业来宝鸡投
资兴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
定能够谱写新时代宝鸡智能制造
新篇章。

研讨会上，南京工业大学运动
控制研究所所长舒志兵向观众介
绍了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与发展趋
势，中信重工开诚特种机器人董事
长王书玉，秦川机床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智能装备研究所所长陈长

胜，京东无人机（西北）营销总监李
传义，华中数控总裁田茂胜，中国
五金交电化商业协会秘书长陈伊、
山崎马扎克西北大区总监廉海峰
等多位行业大咖就智能制造的市
场动态、前沿趋势、技术问题作了
深度解读，为宝鸡产业把脉。

陕西省贸促会副巡视员成云
甫表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研讨
会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界代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宾以及各
省市贸促会代表，激荡思想、凝聚
共识，共商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大
计。通过这次研讨会，一定能够

进一步加深了解、增进共识、推动
合作、实现共赢。

陈伊告诉记者，智能制造领域
前 景 光 明 ，“政 府 搭 台 ，企 业 唱
戏”，有了政府对行业的前期引导
和适时铺垫，相关企业可以获得
更多机遇。

群英齐聚机器人展 专家共话智能制造

工业兴，则宝鸡兴；工业强，则
宝鸡强。西部工业重镇宝鸡是丝
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古称陈
仓，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素有周秦
文化发祥地、青铜器之乡和民间工
艺美术之乡的美誉，有15个国家级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及 分 中 心 。
2017年，李克强总理视察宝鸡时寄
语——装备中国，走向世界。

宝鸡机器人展国际化比例突
出，专业化水平显著，具备国际化
品牌大展的实力。通过展会平台，
宝鸡进一步加强了与沿线国家智
能制造领域的深度合作，推进了广
泛深入的人才、技术及创新成果的
对接，为自身优势资源和产业对接
提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新思路和
新动能，也为“装备中国，走向世
界”贡献了力量。

记者了解到，宝鸡制造业历史
悠久，自 1937 年陇海铁路通车以
来，经过“一五”、“三线”建设以及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宝鸡市
已经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钛及钛

合金、烟酒食品、能源化工、装备制
造等五大支柱产业集群，以及航空
航天、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高档数控机床等五大战略新兴
产业。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达到 690家，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

宝鸡市委副书记、市长惠进才
介绍说，宝鸡是国家层面规划建
设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
市、西部装备制造业名城和工业
大市。近年来，全市坚持把工业
作为立市、兴市、强市之本，大力
实施工业强市“1553”行动计划，加
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已形成汽
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五大支
柱产业和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
五大新兴产业集群。机器人、无
人机等智能制造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拥有国内机器人关节减速器
产品系列最全供应商。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蓄势待发，智能制造已成为
世界工业发展的潮流。宝鸡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马赟透露，全市
正在把握时代机遇，将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作为宝鸡工业未来制胜
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智能装备
产品，积极推广智能制造应用模
式 ，加 快 构 建 智 能 制 造 服 务 体
系。下一步，全市将继续按照李
克强总理的要求，以建设装备制
造名城为目标，抢抓机器人关键
零部件和智能化生产线集成两个
制 高 点 ，全 力 打 造“ 中 国 制 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国家级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引领区，加速“宝鸡
制造”向“宝鸡智造”转变。

许多与会人士认为，宝鸡具有
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对外开放潜
力。从展会的角度看，宝鸡具备立
足本地、辐射西部的良好基础，宝
鸡机器人展将大有可为，宝鸡智能
制造产业将会有蓬勃发展。

陕西省贸促会副巡视员成云
甫表示，宝鸡位于欧亚大陆桥第三
个十字枢纽上，是通往祖国西北和
西南的必经地，区位优势明显。智
能制造产业的发展也已是全省排
头兵。秦川机床、渭河工模具等企
业的科技实力和研发水平在陕西
省乃至全国都有广泛影响力，宝鸡
陈仓区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被
省工信厅命名为“陕西省机器人智
能制造示范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中心副主席、科技部原秘书长张
景安表示，举办宝鸡机器人展是宝
鸡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宝
鸡智能制造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
一次盛会。在他看来，“机器人革
命”已经成为智能制造领域的一个

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深刻影响
全球制造业格局，宝鸡具有完备的
工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
国家政策引导，大有可为。

张景安评价说，宝鸡机器人展
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产业化
和专业化程度高，百余家行业领
头智能制造企业携带最新的技术
与产品寻求商机，让观众深切感
受到了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澎湃
动力。

许多参展商也表示，来宝鸡参
展能够感受到这里良好的营商环
境。来自河北廊坊的智华兴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凯告诉记者，
他主要涉足家用机器人领域，希望
让更多消费者了解相关产品，参加

宝鸡机器人展有利于智能化产品
的应用推广，使观众熟识机器人，
促进互动，获知反馈情况，进而推
动行业发展和消费产业升级。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专
业展会的成功举办，能够快速有效
树立城市的产业形象。一年一度
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通
过举办机器人展览会，宝鸡传递了
城市的营商环境、产业发展战略和
信心，树立了生态宝鸡、魅力宝鸡、
发展宝鸡的城市形象，传递了西部
智能制造重镇的靓丽名片。

打造西部最大机器人展

宝鸡为“装备中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谢雷鸣

宝鸡发布“工业之最”获赞
宝鸡机器人展期间举办了宝鸡

“工业之最”发布活动。宝鸡机床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机床）总
经理李清耀向与会嘉宾推介了企业
发展、技术创新、智能制造等方面情
况，积极对外展示宝鸡智能制造企业
的发展成果。

李清耀介绍说，宝鸡机床是 1965
年伴随国家“三线”建设时期成长起
来的机床制造企业。近年来，企业瞄
准机床产业前沿，形成了以柔性加工
单元、自动生产线等中高档、自动化、
智能化为主的产品集群，承担和参与
国家重大专项、“换脑工程”30项。在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方面，宝鸡机
床紧跟国家产业调整步伐，成立国家
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武汉
华中数控在数控系统二次开发、智能
制造和机器人应用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并依托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陕西分中心，致力于数控系
统、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和智能装备解
决方案的深度研发与优化。

据悉，宝鸡机床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初就取得外贸出口自营权，目前产
品出口已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以中欧、东南亚、美洲三大板块为
主体的辐射全球销售网络和售后服
务体系，出口结构从普通车床到中高
档数控车床拓展。近两年，该公司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请进来、走
出去”步伐，成立进出口公司，连续两
年举办海外重点经销商大会，大力推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往来
和深度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

李清耀透露，宝鸡机床已在胡志
明市、约翰内斯堡、底特律三大城市
成立营销服务中心。公司与俄罗斯
合作伙伴在俄奔萨州合资建厂项目
正加快推进，新公司有望年底组建完
成。“十三五”末，公司将在全球重点
区域构建五大“宝鸡机床专卖店”，组
建一个海外公司，开展跨国经营，实
现年出口额 5000 万美元以上。面向

“十三五”，宝鸡机床将充分发挥企
业智能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和高端
数控机床装配优势，努力打造具有示
范辐射功能的“宝机品牌”培训模
式。整体思路是融合先进制造技术
和大数据、云平台，将智能机床组成
柔性加工单元、组成生产线、改造成
智能车间，最终在 2022 年打造成数
字化工厂。

与会中外嘉宾纷纷为宝鸡智造
点赞。大家表示，宝鸡高端装备与智
能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前景喜人。在宝鸡机器人展现
场，嘉宾通过参观了解，充分感受到
了智能制造的魅力，希望进一步加强
交流沟通，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深度
合作。

陕西省副省长、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前排左二）与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张屹（前排右二）、陕西省贸促会会长薛华（前排右一）等嘉宾共同推杆启动宝鸡机器人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