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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IROS 
ANNOFER 
TURKCAST 
2020

预计将会

创造新的

历史记录！
冶金行业的全球大集会，ANKIROS / ANNOFER / 
TURKCAST 将于2020年11月12-14日举办。

金属锻造行业将加入到

ANKIROS 2020!

在上届ANKIROS / 
ANNOFER / TURKCAST
中，99.5%的参展商表

示会再次参加展会。

随着生产和出口扩张，钢铁和铸造

行业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为工业各

领域注入活力。

土耳其钢铁工业在欧洲位列第二，

在世界排名第八。土耳其铸造业继

续投资高附加值的金属铸件，排名

欧洲第三以及世界第十一位。 
  
ANKIROS / ANNOFER / TURKCAST 
—— 欧亚地区冶金行业的聚集地与

优质平台。展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汇集了全球行业领导者。



399
土耳其本土

621
海外

14.540
土耳其本土

2.657
海外

1.020家参展商 17.197名观众

+1.000
参展商

为何参展：

 

与1992年首届展会相比，参展商数量增

长了近10倍，2018年达到了1,020 家。

+22.000m2

净展出面积

+17.000名
观众

大会现场活动 

“冶金行业的前世今生”  

ANKIROS2020将继续保留与专业协

会和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的优良传

统。技术大会通过支持部门发展，学

术研究，为专家和行业专业人士提供

交流合作的机会。大会提供了一个适

宜的平台，将工程专业学生、研究人

员及行业相关专业人士汇聚一堂。

由 TüDOKSAD - 冶金学院及材料工程

师主办的第 11 届国际铸造大会，专

家将会在现场分享铸造行业的发展

趋势。

工业这一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面对面的沟通以及实物层面的展

示。ANKIROS / ANNOFER / 
TURKCAST 将会为您提供前所未

有的体验及一站式产品采集！

与来自全球的冶金行业生产商、

供应商进行商业会晤的唯一平台

将产品及服务集中在同一屋檐下

进行呈现展示

寻找合适的买家，面对面沟通，

订立商业合同

发展并且改善出口关系

探索市场最新发展动态，

掌握行业风向标 
 
面对面进行商业会晤，交换经验 

评估行业及地区情况



钢铁及铸造行业盛会

一切可能，
尽在ANKIROS

冶金行业
领导者
汇集同一屋檐!

第15届土耳其国际钢铁铸造及
机械产品展览会

获得TCUD（土耳其钢铁生产

商 协 会 ） 的 大 力 支 持 ，

Ankiros将钢铁生产商，全球

钢铁和铸造行业的供应商汇

聚一堂。土耳其钢铁生产商，

轧钢厂和钢铁服务中心以及

该行业本土和全球供应商将

在专门的展示区域展出其技

术及产品。

ANKIROS 2020加强了展商和

观众之间相互联系的机会，

为其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

系奠定了基础。



·综合工厂机械及设备

·轧机设备

·金属负载系统

·电弧炉和感应炉

·工业炉

·铸造机械

·制砂设备及核心机械

·表面清洁机械及材料

·原材料及消耗品

·耐火材料

·测试及分析仪器

·铸造技术及设备

钢铁工业的

特别展示区域

8 & 9 号馆

铸造和钢铁行业全球聚集地

参加展会

赢取未来

ANKIROS 2020 将展示来自欧亚大陆地区钢
铁、铸造和锻造行业的国内外制造商和供应
商的商业投资。

还有更多与铸造和钢铁相关的行业4.0、3D
成型机以及冶金行业中使用的最新技术。



第14届土耳其国际有色金属
加工技术、机械及产品展览会

有色金属行业

的制造商

及供应商相会

ANNOFER 
2020展会现场

ANNOFER 2020 汇集有色金属相关行业于

一堂，

一站式拜访所有快速增长的铝、铜和其他

有色金属行业相关产品，例如原材料和消

耗品。

ANNOFER 2020 为与会者提供了解有色金属

行业最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机会。除此之外，

通过设立适合各种需求的替代方案，提供相

应的满足不同期望的各种解决方案。

·感应炉及融化炉

·耐火材料

·铸造技术

·喷砂、铸模成型机和混炼机

·热处理炉、控制及测试系统

·其他有色金属相关行业领域



TURKCAST 第九届土耳其铸造产品贸易
展览会

自2004年以来，TURKCAST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

多铸造买家，主要来自欧盟的铸造密集型行业。今

年，观众将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铸造商会面。

土耳其铸造业凭借其优质的现代投资服务及满足客

户利益，在欧盟排名第三。TURKCAST广受好评，

是观众公认的铸造行业旗舰贸易展览会。

土耳其的商业局势为金属零部件生产商提供了新的投

资机会。汽车和零部件的生产，通用机械的生产，能

源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对复合金属产品、铸件和

锻件的需求正在增加。土耳其已经成为各种类型以及

形态金属的工业中心。

TURKCAST一如既往得到土耳其铸造协会的支持。

2020年，

TURKCAST
将面向来自

所有国家的

铸造商开放



汉诺威海外工业系列展

德国
汉诺威
■ 汉诺威工业博览展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

■ 土耳其能源与环境工程展

■ 土耳其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 土耳其国际钢铁铸造及机械产品展览会

■ 土耳其国际有色金属加工技术、
机械及展品展览会

■ 土耳其铸造产品贸易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美国分展

■ 美国数字化工业展

新加坡
■ 新加坡工业博览会 

墨西哥
莱昂
■ 墨西哥工业展

加拿大
多伦多
■ 加拿大国际电力能源展

澳大利亚
墨尔本
■ 澳大利亚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 俄罗斯国际包装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 俄罗斯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 EMO Milano - 金属加工世界

意大利
米兰
■ 意大利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 东南亚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曼谷

泰国
■ 亚洲智能能源转型展

联系方式
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 393 号百安居商务大厦 301 室 201204

沈婷婷女士/ 张诗雨女士 / 岳明蔚女士 / 宋瑶琴女士 / 邹少钧先生 
+86-21-20557081 / 20557082 / 20557080 / 20557078 / 20557079
hmesse@hmf-china.com
hannoverme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