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10日到12日

金属处理,机床和工具展览会，工业激光器和激光技术展会，

机床板材展览会， 工序虚拟化展会， 焊接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3D打印日子活动

工业春季活动
凯尔采会展中心

www.przemyslowawiosna.pl



工业春季活动是于凯尔采会展中心与金属加工领域相关的活动。凯尔采

展会工业春季活动是每年三，四月间在凯尔采市每年举办的行业活

动。工业春季活动一年比一年引起越来越多参观者的兴趣。此证

明，stom展会提供参展商推广商务和建立新业务联系的机会。 

stom - TOOL

AWEXIM 商人 Tomasz  Zieliński 先生
整个2017年的工业春季活动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在物流，服务和参观人
数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博览会。在活动之前和活动期间与我联系的每个
Targi Kielce的员工都是专业和亲切的.

ROEHM波兰 总经理 HUBERT ZALEWSKI 先生
这是一个组织一流的博览会。我们展品的卸载到展示无缝衔接，没有不必
要的延迟。

HAIMER GmbH 总经理 Marcin Sawczyn 先生
我们希望永久参加凯尔采会展中心的“工业春季”,成为我们公司重要的事
件。

HURCO 董事长 TOMASZ SURMA 先生
对我们来说2017年 整个春季工业活动非常好，所以我们打算明年继续参
展。
 

第十一届金属处理、机床和工具展览会被视为工业春季活动的最重要同类行盛会。

在展会上，许多企业展示最新的技术，机械，设备和材料用于金属加工,刀具和机床的工装, 

压弯机，现代机器人以及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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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 - BLECH & CUTTING

第十一届机床板材展览会是工业春季永久性的展览会。机床板材展览会展示激光切

割和等离子切割机，成型技术，管型加工，以及加工技术和金属板涂层。

TRUMPF波兰 地区主任 Wieslaw Augustyniak 先生
我们对这个活动的整体印象非常好！ 一如往常，我们很满意地
离开凯尔采。

BOMAR 总经理 Hubert Zalewski 先生
在我们看来，凯尔采博览会是所有同类行活动中最好的博览
会。展会价格适中，参观人数众多，服务专业 。 [...]我们每
年都在Targi Kielce展出。 我们注意到，每次展览吸引越来越
多的观众和参展商。

ARCO 技术和商业顾问 Damian Rudenko 先生
我们在这个展会上第三次展出-这是我们行业的季节的一个很好
的开端。大量参观者让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很忙。 Targi Kielce
性价比很高。

SWATY COMET 分区经理 Juhart Sega 先生 
我们已经出席了别的波兰展览会。 比较而言，我认为这里有
更多的参观人，很多人都推荐凯尔采会展中心。

CRIPPA 区域代表 Diego Sala 先生
我们对本公司第一次参加“工业春季”活动非常高兴。

PTV波兰 市场的销售和服务部门 Stanislaw Gurniewicz 先生
我们要赞扬展会的优秀技术支持 - 组装顺利，快速，无缝。

展商评价：



stom - LASER SPAWALNICTWO

第五届stom-LASER工业激光器和激光技术展会展示行业的最新产品、创新的技术和

设备如: 生产系统激光，金属激光加工，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机械化，机器配件

和机器工具的生产和再生以及激光光学系统。

第十三届国际焊接技术和设备展览会展示最新的机械，

设备和技术及配套的焊接工艺结构，激光器，机器人，

自动化，技术线，焊接机以及热接机器，设备及配件。

三菱综合材料 销售专家 Krzysztof Zawadzki 先生
这是一个组织的极好的博览会。本公司在stom展会多年出席是
我们满意的最好证明。

SIEGMUND 业务发展经理 Agnieszka Grzelak 女士
工业春季的活动是我们行业合作与活动的良好平台。我赞扬展
会的优秀准备，专业服务，实质性内容。 

KIMLA Magdalena Kimla 女士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STOM展上展出，很值得来到凯尔采。 
一切都好：有效的组织，可靠的沟通。

TECHNAX 销售经理 Didier Faure 先生
参展商的报价非常有吸引力 - 这让我们参加了。 [...]多样性
使得这个博览会脱颖而出。 对于我们这个展会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没有跟这个活动同类行的更好的盛会。

FANUC 波兰 Arkadiusz Morzyk 先生
我们来到凯尔采会展中心为了获得更多波兰东部的客户。我认
为STOM展会提供我们公司推广商务和建立新业务联系的机会。

STIGAL 市场推广经理 Grzegorz Siejek 先生
我们很久以来一直都是凯尔采会展中心的忠诚客户。对我们来
说这个活动每年都取得很大的成功。

展商评价： 展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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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春季活动
凯尔采会展中心 这是最好开始的时间！

业务会议 凯尔采会展中心的基础设施

比赛与认识（B2B）会议是被Staropolska工商协会每年都举行的商务会议。当时，波兰和外国公司约有50
次此类会议。商业会议由成功建立新业务联系的人员高度重视。

2018年4月10日至12日，STOM 2018工业春季于凯尔采会展中心。

STOM 2018是金属处理行业最重要的事件。

作为欧盟项目的一部分，凯尔采会展中心不
断扩大。作为Kielce展会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一部分的会议中心已经开始运作。参加大
会，会议等活动的人数将近1000人。 Kielce
市对凯尔采会展中心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正
在尽全力使Kielce成为一个展览和访客友好
的城市。 Świętokrzyskie省的道路基础设施
正在扩大 - 新的旁路和进入凯尔采会展中
心，到南，北，东的新的快速公路。从主要
交通干线的现代化和多功能的大会允许您在
几分钟内到达凯尔采会展中心的现代入口。
为方便参展商（除了停车场1.4万辆），还建
有五层停车场（近一千辆），设有免费停车
标志系统，为参展商和参观者节省宝贵的时
间。

具有高负载能力的现代展厅能够呈现大型机
器。几家有经验的运输和卸载大型重型机械
转运公司提供专业的货运和物流服务。有很
大代理商的数量允许参展商获得优惠的转运
费。展厅配有无线网络，所有参展商和客人
均可免费使用。参展商和参观者对这些方面
非常满意。

在凯尔采及周边地区，有许多不同标准和位
置的酒店，包括连锁的酒店QUBUS或IBIS等。
其中一家酒店位于展会对面。作为国际展览
的组织者，凯尔采与大多数酒店签订合同，
这使我们有可能控制参展商和客人的价格水
平和质量。 凯尔采会展中心在酒店方面采用
的政策使得凯尔采成为波兰最便宜的展览中
心，在展会期间的住宿价格，同时酒店提供
在世界高水平上的服务。



波兰凯尔采展览公司 Targi Kielce S.A., 凯尔采，Zakladowa路1号, 邮编：25672,
邮箱: biuro@targikielce.pl, 网址: www.targikielce.pl

  

每年Targi Kielce共举办75场
展览和700场会议，活动汇集了

248000位嘉宾。

Targi Kielce在中东欧展会中排
名第二，拥有25年的传统。 

联系方式： 

工作团队

凯尔采展览会项目经理

公关部

Piotr Pawelec 

+48 41 365 12 20, 606 447 384 

pawelec.piotr@targikielce.pl

Ewelina Matys 

+48 41 36 51 211

matys.ewelina@targikielce.pl

Urszula Kołodziejczyk

+48 41 365 14 36

kolodziejczyk.urszula@targikielce.pl

项目经理助理

Piotr Odziemek 

+48 41 365 13 34, 797 339 397 

odziemek.piotr@targikielce.pl

队员林娜音Karolina Pasek女士(中文)

+48 41 365 14 03

+48 696 447 610

pasek.karolina@targikielce.pl

凯尔采会展中心董事Andrzej Mochoń先生

+48 41 365 12 00

zarzad@targikielce.pl

铸造技术展览会班组：

队员Agnieszka Puchalska女士

+48 41 365 14 46

+48 504 842 373

puchalska.agnieszka@targikielce.p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