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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金属板材成形之家》微信公号
《金属板材成形之家@今日头条》
《中国金属板材成形网》
  MFC-冲压联盟名家直播

服务对象：冲压、钣金行业上下游企业

服务内容：提供创新和精准的定向营销、      交
流考察、行业数据分析、专业会议、专业展
览会等服务。

关于MFC



筑建行业人士的俱乐部

推动金属板材成形行业进步

传播和普及国内外行业知识

促进国内外企业间技术和
管理交流

MFC使命-让客户更具全球竞争力

提供可靠的行
业调研报告

促进优秀企业达成合作

高质量信息覆盖全行业的专业人士



MFC服务行业-一切用到冲压和钣金工艺的行业

依托15万以上的精准行业
数据，服务范围涵盖汽车、
家电、电子电器、航空、摩
托车、电梯、厨具、 船舶、
轨道交通、农机、工程机械、
石化机械、金融、物流、通
用机械、五金行业、饲料/
养殖机械等一切和金属板材
成形相关的业务。 



MFC的资源-经营人际关系和大数据

十万以上
精准行业
数据库

设备、模具、 零部件、
主机、周边、自动化、
汽车、五金、等各行各
业精准数据

华北、华东、
华南部分产
业集中区域

行业人士的深度交流；
联合行业组织和个人
开展活动，组织生产一
流的行业需求信息

40多家媒体、
展览、会议
产业链资源

上百个地方协
会、政府、媒
体、展览行业

人脉

行业资源整
合和原创内
容生产能力

50多所高校、研究所，
数百位行业专家



主机厂凝集零部件

赞
助

吸
引

主
机

厂

树立品牌
营销推广
数据服务
客户邀请

提升零部件质量寻求供应商

寻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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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模具、自动化、软件、耗材周边服务商

冲压、钣金零部件生产商及车间 汽车、家电等主机用户



 

MFC团队-原创能力和执行力超强的核心团队

刘明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2005年
入行；外语、写作能力俱佳，
熟悉营销和数据库管理，与国
内外协会、展会、会议人脉深
厚，冲压钣金行业资源丰富；

王思杰

南通大学中文，2007年入行，
长于策划、实施和销售，冲压
钣金人脉广泛，与各级协会、
政府和媒体关系密切，超强的

整合行业资源和市场开拓能力，
极富激情和干劲；

李建

内蒙古工业大学材料成形及控
制工程，2012年入行，一直
深耕钣金行业，曾负责杂志运
营和新媒体运作，积累大量的
行业企业人脉，具有很强的写
作能力以及活动策划、组织能

力；



MFC的资源-经营人际关系和大数据-冲压数据



MFC的资源-经营人际关系和大数据-钣金数据



MFC的资源-发行数据分布与职位构成



MFC的资源-群友通讯录-行业最大的人脉社区

粉丝数量 15231-截止2017年11月10日 每天10-50的速度增加

MFC的合作
客户，在合
作期内可以
享有查看所
有成员详细
名片资料的
特权！



MFC-金属板材成形之家构架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多媒体平台内容生产、
粉丝和客户大数据积累

Dummy Title

MFC商务咨询
线下会议、论坛、
考察等，积累深度
人脉

.

Dummy Title

互联网平台+小程序
整合行业黄页+人才招聘+
供求信息等

Dummy Title

江苏省金属板材成形协会
+行业协会联盟

Dummy Title

金属板材成形之家



公司愿景-打造金属板材成形之家 互联网公司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行业提供优质服务，为行业企业提供更多商机。

-三～五年内成为冲压、钣金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组织和媒体中心，汇聚
各方人才，成为行业的信息源、人脉源、新技术源、数据中心，促进国内
外业内交流，引领行业发展。

-5～7年成为类似“汽车之家”的互联网公司

-汇聚行业内各领域最优秀的前100名企业成为会员。



服务内容-信息服务类

定期发布行业报告.
Dummy Title

为知名企业量身
定制的杂志特刊.

Dummy Title

为企业运营公共帐号
et.

Dummy Title

《金属板材成形》
杂志及其公共账号

Dummy Title

深度报道、企业专访、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等

Dummy Title

中国金属板材成形网.

Dummy Title



服务内容-微信原创为主，业内影响力日趋增大

订阅号：MFC-Home  服务号：MFC_Home



服务内容-经典微信案例

每月出三到四期爆款微信，点击率破2000.



MFC-千聊微课平台-MFC-冲压联盟名家直播间

-PPT演讲

-语音播讲

-反复收听，现场提问答疑、长时间保留

-低成本、病毒式传播

-量身定制的讲座

-第一期AIDA讲座 现场2000人次，累计6000多人次

 第二期ABB现场人次800多人次，累计2096人次

远远超过传统会议的影响力！



MFC今日头条视频-传播广泛的流量入口

凡
是
你
喜
欢
的
，
给
你
更
多

同
类
的
…
…

关注粉丝2.6万，400多段视频，每周更新



服务内容-自办专业会议

-专业展览会及同期配套的各种论坛和行业会议

-各种专题性会议\论坛，配套小型展示会

-为知名公司承办技术日、客户联谊会、新品发布会等

第三届汽车制造峰会-1200人，其中冲压论坛460人；廊坊金属板材成形论坛467人



服务内容-交流考察及其他

－参观国外知名的展览会、会议（欧美日工业考察之旅）

－参观考察国内外上下游及同行企业

－俱乐部联谊会

－寻找代理机构和人员招聘

 -定制客户数据服务

国内各种交流、会议每月一到两次



服务内容-行业协会交流

－参观国外知名的展览会、会议（欧美日工业考察之旅）

－参观考察国内外上下游及同行企业

－俱乐部联谊会

－寻找代理机构和人员招聘

 -定制客户数据服务

国内各个行业协会交流频繁



服务内容-交流考察及其他
－参观国外知名的展览会、会议（欧美日工业考察之旅）

－参观考察国内外上下游及同行企业

－俱乐部联谊会

－寻找代理机构和人员招聘

 -定制客户数据服务

第一个团
20家企业
26人出访



MFC-《金属板材成形》
新型多媒体杂志
《金属板材成形》是 MFC金属板材成形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打造的新型综合媒体平台，旗下有“MFC
金属板材成形之家”订阅号、“金属板材成形”服
务号、“金属板材成形之家 @今日头条”、《中国
金属板材成形网》、MFC-冲压联盟名家直播（千
聊平台）、MFC1.6万人群友通讯录，以及在百度
百家、腾讯、搜狐、知乎等平台开设的原创资讯账
号。

以直邮和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两种渠道，为中国的
冲压和钣金行业上下游企业、政府及行业组织提供
行业资讯、技术动态、经济、管理信息、精准定向
营销、交流考察、行业数据调查、专题会议、展会
快讯等服务，影响到数十万专业人士。

MFC金
属板材
成形之
家

今日头
条：金
属板材
成形

1.5万人
MFC群
友通讯
录

 

被报道企业官网微
信

MFC-冲压联盟名
家直播-千聊

纸质阅读+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多媒体阅读

MFC官网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结合纸媒7000份的优质原创内容+互联网病毒式传播获得巨大影响
力。

-集合全行业的智慧，用高稿酬激励，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商。

-以纸媒承载部分精华内容覆盖成千上万的核心客户资源，以移动互
联端承载更多的文章以电子版形式配合视频、详细的图文资料进行生
动又具深度的拓展。

-让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所有专业人士能随时随地-利用移动网络平台
（手机、平板等）同步获取最高、精、新的行业信息。

将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便捷地传递给有需要的专业人士。



MFC—《金属板材成形》已经出版期次

不讲技术细节，供决策层快速了解市场和技术



网络
PDF

10000+微信账号文章+图
片杂志+视频+二维码扫描
图文扩展阅读资料，一对
一单发资料

抽奖、H5问答、微投票、微
留言、微社区、微邀请、高
级群发、微信墙、拆礼盒
微助力、抢红包、微服务
10000+

7000+准确数据库、精准投递精英人群

杂志冠名、主办会议、资料入袋
1000+

微信电
子版

传统
直邮

展览
会

会议
论坛

杂志传播-纸媒的优质内容+专业粉丝+互联网的病毒传播

MFC

粉丝转
发

展商特刊+游戏互动长粉+赠阅
2000+

百万级的粉丝，十万级的阅读量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

习惯PPT和图片快速抓住要点阅读

习惯用视频和音频来接受新知识

对个人职业规划和企业发展有期待

关注行业发展，不断追求进步

视野开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参加各种圈子交流和分享

敏锐感知行业和市场变化，并且积极地去适应这

些变化。
.

读者画像-靠电脑和移动互联网获取资讯的专业人士

高质量内容轻松阅读，占领专业人士的破碎时间



MFC-2018年活动计划



MFC-2018年出版计划



刘明星  手机/微信:13439041875  
Email:liumingxing@mfc-china.org

王思杰  手机/微信:13522255542  
Email: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李建  手机/微信: 18600452879 
Email:lijian@mfc-china.org

MFC-联系方式



敬请关注!
欢迎来做客！

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9号理工科技大厦2111室
电话/传真 : +86 01 68465067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社华东运营中心
江苏省启东市兴龙路一号（启东科技创业园）管委会二楼（226223）

微信公号：MFC金属板材成形之家 今日头条：金属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