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电 话：0755-23207500

电 邮：jinrong.cai@hmxzq.com

网 址：www.laserfair.cn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021-20557139

电 邮：daisy.ge@hmf-china.com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激光制造商情》编辑部

电 话：0755-82129237

网 址：www.gdlaser.org.cn

联系方式

*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在主办方团队的专业组织下，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谨
代表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对此表示感谢。VDMA 作为欧洲最大的
工业协会，代表着德国以及欧洲机械工程行业的权益。

作为 VDMA 的下属部门之一，材料加工用激光和激光系统工作委员会致力于激光
技术，专注于材料加工，我期待代表 VDMA 参加即将到来的 LMN 2021 世界激光制
造大会。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在 2020 年特殊的情况下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我希望未来它将不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预祝 LMN 2021 世界
激光制造大会成功举办。

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大家出席将于 2021 年在深圳举办的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众所周知，为响应国际行业需求的发展，激光产业与技术已开始向 5G 半导体、智能汽
车等的工艺要求迈进。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正是您交流与探索创新的理想平台。

在为期三天的大会中，组委会将组织一系列特别活动与论坛，我诚邀每一位专业人士
积极参与并提交最新研究成果。

预祝 2021 年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圆满成功！也祝您在美丽的深圳度过愉快的时光。

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激光专家
Gerard Mourou教授：

各位激光行业同仁：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的关注与支持！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
会由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和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依托其总公司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全球优势资源与专业办会经验，大会
旨在打造与华南光电产业相匹配、业内一流的技术创新应用型大会。

大会自 2019 年重组升级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分别吸
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罗斯、瑞士、比利时、立陶宛、澳大利亚、日本、
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知名专家与代表，共同探讨激光
行业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势。大会得到了包括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光电子
分会、美国光学学会（OSA）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等在内的众多行
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也赢得了与会专家与听众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 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光通信行业的加速升级。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支持光通信行业，而光模块、光芯片等
关键光器件是光通信发展的关键。作为大会举办地，深圳是中国激光产业聚集高地。
2019 年，其激光产业规模高达 260 多亿元，占中国的 25%，并已逐步形成了集上游激
光核心零部件、中游激光加工装备和下游激光应用的完整的激光产业体系。

在此背景下，LMN 2021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将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 -7 月 1 日在中国
深圳举行，并将进一步提升规模与档次。按照会议日程，6 月 29 日为大会开幕式和全
体大会；6 月 30 日 -7 月 1 日召开十余场平行论坛。届时，全球光电、激光行业大咖汇
聚，分享探讨关于 5G、新能源、新基建、智能汽车、生物医疗和 3C 产品工艺等在内的
最新议题。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出席 LMN 2021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成为主讲嘉宾或是大会的一
员，共同为世界激光产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致以美好的祝愿！

柯克勒博士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
材料加工用激光和激光系统工作委员会
董事总经理Moritz Förster博士：

欢迎辞 欢迎辞

LMN 2021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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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激光行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汇集了
全球知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物的参与。申请成为 LMN 2021 世
界激光制造大会的演讲嘉宾，即有机会向来自光学、光子学和激光
领域的行业代表展示您的创新技术和专业成果。

成为大会的赞助商，您能从您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如果您的对
手已经决定成为赞助商，那您的赞助就显得更为重要。把握机遇，巩
固您在市场上的领先优势！

获得竞争优势

展示研究成果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的听众包括院校科研人员、企业高层、技术
总监等，覆盖金属加工、通信、3C、汽车制造、民用航空等各个相关行
业。无论是建立商业伙伴、寻找客户还是贸易合作，LMN 2021 世界
激光制造大会将为您搭建一站式的知识共享与协作平台。

寻求绝佳合作机会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理事会旨在推动各国之间激光制造技术的
创新、交流、合作，推动专业人才、学术和商贸的合作。申请成为理事
会成员，即有机会参与大会讨论、策划活动主题和分论坛内容，并与
其他成员一道畅谈行业最新动态、把脉行业。

闪耀世界舞台

为进一步提升您与您的机构组织在大会中的参与度，成为本次活动
主要的参与伙伴之一，您可以申请大会主席或平行论坛主持的席
位。作为会议主席，您将与大会组委会和大会的主旨演讲者们密切
合作，确保活动的成功举办。

提升业内知名度

LMN 2021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将为您提供绝佳的机会与来自科研和
行业机构知名专家共同探讨行业所面对的挑战，并共同制定策略，以
找到应对方案。

共商行业难题

参会理由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美国光学学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材料加工用激光和激光系统工作委员会

俄罗斯激光协会

澳大利亚光学学会

立陶宛激光协会

瑞士光学和显微学会

新加坡光学与光电子协会

北方激光研究院（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台湾雷射应用科技协会

广东省光学学会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单位：

深圳市智造激光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仪器仪表学会

《激光制造商情》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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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生物力学

自适应光学

干涉量度学

光学成像、传感和机器视觉

应用工业光学

光学计算

光谱学、成象学和计量学

生物医学光学

光纤光学

光学材料与器件

光学仪器

光遗传学

有机光子学和生物医学光子学

光电探测器、传感器和成像

光子和光电材料与器件

能源光子学

等离子体结构和量子点

超快电子学、光子学和光电子学

绿色光子学和微波光子学

分子光物理和光谱学

纳米光子学和光学操控

光流控学

激光系统

有机激光器

光纤激光器及其应用

激光光谱学与显微镜学

等离子体技术

量子电子学

量子信息与测量

半导体激光器和发光二极管

激光科学和激光纳米技术

激光超声技术及其应用

激光损伤

激光在生物医学及治疗中的应用

非线性光学与光子学

有机光电子学和集成光子学

激光、光学和光子学方面的先进技术

量子密码学

微光机电系统与微机电系统

光学和光子学应用与发展趋势

面临的挑战及当前发展趋势

激光和光子学在工业中的应用

光学通信、交换与网络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中的光学

硅光子学和碳光子学

先进的光子学材料成像技术

光子学

激光技术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01

03

02

议题范畴

光 学

国际前沿激光技术的现状与展望 

后疫情时代激光行业如何迎接新机遇 

激光在5G、新能源、新基建、光子与量子通信等的应用与发展
先进激光在汽车轻量化、汽车电子、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技术的应用
激光技术在生物医疗行业、3C产品工艺的应用

• 

• 

• 

• 

• 

09:00 – 10:00 大会注册
10:00 – 10:45 LMN 2021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开幕式
10:45 – 12:00 主旨演讲
12:00 – 13:30 午休
13:30 – 15:30 主旨演讲

主题：赋能制造，“光”耀未来

全体大会 2021年6月29日

2021激光与智能制造产业投融资峰会
先进激光与汽车轻量化技术大会

2021 激光技术在3C电子工艺中的应用大会
2021 激光技术在生物医疗行业的应用大会

2021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大会
2021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峰会

第八届荔研论坛之“创新发‘光’·智慧来‘电’”分论坛（拟）

平行论坛 2021年6月29日-7月1日

会议内容

议 题: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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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能在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在疫情阴云笼罩的困
难时期，主办方能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此次大会，我谨此表示衷
心的祝贺。此次大会，无论是场地还是组织都非常出色！

很荣幸能参加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开幕式和全体大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会议上，我不仅了解了光子学领域的最新成果，而且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专家
大咖们分享了立陶宛激光工业和科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我是在线参
会的，因而无法与现场的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同仁和专家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所有
与会嘉宾的报告，尤其是中国专家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会议为中国
和立陶宛在基础光子学和工业激光技术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今年我全程参与了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看到了激光制造在广东省的蓬勃发
展，也看到了广东省各级领导对激光制造的重视，更看到了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和支持
中国激光行业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组委会在激光行业长期的服务分不开。我
相信武汉 · 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与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的进一步深入合作，中国激
光制造将引领世界的发展。

很荣幸被邀请参加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有机会向国内外激光领域和激光应用
领域的顶级专家和行业领导者学习和交流，从中学习、了解了激光技术和激光应用的
发展现状和未来需求，受益匪浅。同时通过大会相关会展，进一步了解业界激光应用
最新技术，也感受到我国在激光应用技术和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大会为高校、研究所、
企业和用户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有效地促进了 “用产学研” 的结合，对激光技术与
应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相信会议会越办越好，成为国际著名的激光技术
交流平台。

经过精心策划和认真筹备，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业已成功落下帷幕。我在线上
参加了开幕式和全体大会，参会过程堪称完美。我认真聆听了全体会议上所有演讲嘉
宾的演讲，并且我也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在最后的问答环节，我还应邀对现场嘉宾所
提问题做了回答。在全体会议上，与会嘉宾探讨了最先进的激光应用方面的问题。会
议的组织和场地安排井然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亲自到
现场参会。藉此机会，我能与中国的同仁们进行分享和探讨，这将为双方的进一步合
作铺平道路。在此，我对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的圆满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很荣幸能参加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开幕式和全体大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通过参加此次大会，我不仅了解了光子学领域的最新成果，而且有幸与世界各地
的专家大咖们分享了我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我是在线参会的，因而无法与现场
的专家们进行面对面交流。大会上，中国科学家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
这些报告再次证明了当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了发达的工业国。如今，中俄两国之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在日益加强，对此我深感欣慰。这也为两国在基础光子学和工业激光技术
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 VDMA 看来，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盛会。对于会议组织工
作，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深圳会场，主办方都非常出色。在此，我谨代表材料加工
用激光和激光系统工作委员会对组委会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很高兴能再次于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上发言。这是疫情防控新常态下举办的
大会。该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从现场演讲到线上发言实现了无缝衔接。尽管现场会
议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此次大会表明了，在疫情时期，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将人们召集
在一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感谢主办方，希望我们有机会在以后的会议中再见面。

Connie Chang-Hasnain  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

Carmen Menoni  教授
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光电子分会会长

Yuri N.Kulchin  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Moritz Förster  博士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材料加工用激光和激光系统工作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Anand Asundi 教授
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前任主席

Kestutis Jasiunas
立陶宛激光协会董事局成员

朱晓 教授
武汉 · 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会长、湖北省激光学会名誉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陈刚 教授
重庆大学

非常荣幸大会主办方邀请我参加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并作大会报告，在今年十
分特殊的背景下，此次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很高兴通过此次会议认识了全球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新朋友，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行业内最新的激光制造技术，使我对现阶段的
研究工作有了很多新想法、新启发！再次感谢主办方热情周到的安排，期待下一届的世
界激光制造大会更加精彩！

甘棕松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非常荣幸可以参加 LMN 2020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与众多激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交
流，并了解到各地区激光产业的发展情况。感谢主办方为本次大会所做的努力，也对
主办方在新冠疫情下举办一次如此成功的大会表示祝贺！非常期待下一届线下的盛会！

钱代数 博士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嘉宾感言 嘉宾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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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以下简称 “激博会”）由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广东省激

光行业协会、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主办，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及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承办，《激光制造商情》为官媒依托，目前已成长为华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激光、光电行业展会之一。

 

华南地区作为我国激光生产与加工技术、光电技术以及相应产品应用的重要地区，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激光、光电

行业密切关注的焦点。激博会专注于激光加工技术及创新应用，聚焦激光生产与加工技术、激光器与光电子、光

学与光学制造、检测与质量控制等激光、光电智能制造在汽车、金属加工、消费电子、集成电路、半导体、通信、医疗、

能源、轨道交通、家电厨卫、高校科研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最新成果。

作为由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共同倾力打造的华南地区工

业大展，2020 年首届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无疑为疫后湾区的智能制造产业带来 “新气象”。2021 年，

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展会专题与布局，全面助力湾区制造产业续写 “更多春天的故事”，共绘新时代发展的壮丽华章。

与博览会同期的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IAMD SHENZHEN）和华南国际机器视觉及工业应用展览会（Machine 

Vision Shenzhen）历经多年培育及沉淀，已具备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并将联合同期的数控机床及金

属加工、数字化工厂、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及工业配套、电路板设备与材料等多个主题展共同展出，旨在为

全行业搭建一个高效率的全工业体系展示贸易平台，助力企业获取市场先机。 

1月

3月31日

5月28日

6月29-7月1日

6月29-7月1日

6月29-7月1日

报名开始（嘉宾/听众）

赞助广告早鸟优惠截止日

摘要提交截止日

LMN 2021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第十五届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

2021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2021

SHENZHEN

SOUTH CHINA

重要日期

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01

赞助广告赞助广告

大会战略合作大会战略合作

专项合作 

平行论坛演讲赞助        45,000 元（含税）

资料袋广告赞助        28,000 元（含税） 

插袋资料赞助 17,000 元（含税） 

摘要集广告赞助             封底、封二、封三、跨版内页、1P 内页 8,500-30,000 元（含税）

大会指南广告赞助        封底、封二、封三、跨版内页、1P 内页 4,300-16,000 元（含税）

总结报告广告赞助        封底、封二、封三、跨版内页、1P 内页   8,500-30,000 元（含税）

胸牌赞助 28,000 元（含税）

挂绳赞助 28,000 元（含税）

茶歇赞助 28,000 元（含税）

易拉宝赞助 10,000 元（含税）

礼品赞助 10,000 元及以上（等值礼品）（含税）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8,000元
（含税）

限定1名

金皇冠赞助商

108,000元
（含税）

限定2名

银皇冠赞助商

68,000元
（含税）

限定5名

皇冠赞助商

09 10

礼    品 易拉宝 手    册 晚    宴

20
21



20
21第十五届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

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
LMN 2021 第三届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7 月 1 日
中国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

www.laserfair.cn

        光联万物
                激荡未来
        光联万物
                激荡未来

合作机构：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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