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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在群友通讯录上建了一个

1.5 万人的冲压和钣金的行业群，每天

都有企业询问设备、模具和零部件的供

应商信息。

互联网已经这么发达了，各行各业

多是买方市场，为什么还有人为找供应

商发愁呢？

我们以模具行业为例，试着搜索了

一下：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官网；各种信

息虽多，但准确性很难保证；国家和地

方的模具协会出了会员及重点企业名

单，模具展历年的展商也都不少，都是

把压铸、注塑、橡胶、发泡、锻压、挤

压、吹出等模具混杂在一起，要分辨出

冲压模具并不容易。

帮助客户过滤信息和节省时间是

MFC 存在的价值之一，这次 MFC 继

续发挥死磕精神，对全国的两百多家冲

压模具做了一个梳理，联系方式加入发

行库，成规模的 100 多家企业的简介、

网站和联系方式汇集成了一个文集，读

者可以登录 MFC-Home 的微信公共

账号，或者本杂志末尾的信息采集表登

记获取。

中国的冲压模具是伴随汽车、家

电、工程机械、3C 电子等行业发展起

来的，主机产业发达的地区，周边伴

随着大量专业的模具和冲压企业。现

有规模较大的企业，多是主机厂的模

具车间独立出来，对外接单，成为商

业化专业模具制造商。一定规模的冲

压企业通常有模具设计和加工能力，

而模具专业企业也常常生产冲压件，

以加快资金流转，提高利润。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几十人

的中小模具企业占绝大多数，各种类型

的模具订单都接，以塑料模具制造商最

多，金属模具次之，以小型精密模具为

主，因为这对加工手段投资要求较小，

准入门槛低。产业集中区的中小规模企

业的产品大同小异，基本都是做到一定

规模，就裂变出一批人，复制出几乎一

模一样的企业。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

各类模具需求量大，而近十年来的金融

创新，也为大小模具的生存和发展提供

了保障。

以汽车行业为例，车型更新越来越

快，每个车型存活的时间越来越短，一

年一小改，两年一大改，大部分车型

的模具是没有被充分利用就淘汰了。

2016 年中国市面上销售的乘用车有

510 款车型，年销量 30 万辆以上的有

11 款；20 ～ 30 万辆之间的有 8 款；

10 ～ 20 万辆的有 56 款；1 ～ 10 万

辆之间的有 217 款，其余的 218 款，

年销售额不足 1 万辆。其中，年销量

中国冲压模具企业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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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以上的车型中有 24 款是自主品

牌，其他 51 款车型都是合资品牌的车

型。2014 年由大众发起的降价风潮，

把合资品牌的利润相继压缩。降低成本

的压力，使得国产模具陆续进入合资品

牌的采购清单。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各集中区域的模

具及冲压企业情况，以及相关的行业组

织。

东三省

长春

根据吉林省模具工业协会的统计，

该协会会员 160 多家，一汽模具、一

汽铸造模具、北车集团长春市国凯模具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带动省内 100 余

家行业企业共同发展。估计吉林省模具

行业从业人员近 2 万人，直接模具产

值 30 多个亿元，带动汽车零部件产业

从业人员十几万人，效益几十亿元。

该省知名模具及冲压企业：一汽模

具（车身模具、焊接夹具、白车身工装）、

元隆达工装设备（员工 1100 人，汽车

冲压模具、检具及焊装夹具、冲压件总

成、汽车内高压成形）、华翔轿车消音

器、吉林金洪汽车部件、澳圣工贸、韩

吉模具 ( 冲模 + 冲压件）、力众模具（连

续模、多工位模、汽车底盘类、座椅骨

架类、车身结构件等汽车冲焊零部件）、

羽尧模具（冲压件）、吉文汽车模具（连

续模及多工位模）、恒信模具、长春恒

拓模具、长春市恩威博模具（冲压件）、

同信模具、吉顺冲压、本特勒长瑞（热

冲压件）、东兴模具等。

吉林省模具工业协会

网站：www.cdmia.com

大连

大连市模具及相关企业近300家，

30% 为 日 资 为 主 的 外 商 投 资， 规 模

15 ～ 100 人之间的企业居多，主要向

日本出口。其中，生产塑胶模具企业

占 40%，冲压模具占 35%，压铸模具

占 15%，玻璃及粉末冶金占 10%；

办公设备领域为 30%、电子电器领域

为 20%、汽车行业为 40%、其他行业

10%。大连的冲压模具以小型精密模

具、模具部件和冲压件为主，包括小型

连续模具、小型拉伸模具和各种模板、

模块和标准件等，各种表面处理、研磨、

热处理、夹具、模具翻转机的配套专业

企业齐全。

冲压知名模具及冲压企业有：盘起

（模具标准件）、神通（汽车、电器连

续模具和冲压件）、东明（模具标准件）、

大连皓麟、大久制作（冲模）、诚译（冲

模板和部件）、三协（连续精密模）、

锦田精密模具、茂森、泷田金属、思锐

达、艺才（电子、汽车模具冲压件））、

东量机械、国浩、东立机械、泰和冲压、

永太（电机连续模、超硬级进模）、宏

马（电子、机电）、井上、博森、泰一

（电子接插件、半导体）、锐拓、奥凯

（打印机、复印机、电子模具）等。中

源汽车零部件、大显控股是当地规模靠

前的冲压零部件企业，大连已经有日产

汽车和奇瑞工厂入驻，可能引导当地冲

压模具向中大型发展。

大连市对模具产业比较重视，集中

开辟了模具园，政府出资引进部分精密

测量和加工设备供企业使用。大连市

模具协会还持续组织展团赴日本参加

Intermold 亚洲模具，活动能力很强。

大连市模具行业协会

网站：www.dlmold.com

沈阳

沈阳汽车和航空业发达，因此模具

主要服务汽车和航空业，行业企业规模

普遍较小，也产生了一批实力较强的冲

压模具和冲压件生产企业，知名的有兴

华航空电器、沈阳长胜汽车模具、沈阳

瑞博精密部件、金杯汽车模具、锦达精

汽车车身冲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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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汽模具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汽车

模具企业，2016 年销售额 19.72 亿元，

收购了德国 GIW 模具公司部分优质资

产，开拓欧洲市场，2017 年收购了北

美模具公司 DieTech，成为一个全球

模具巨头。

天津知名模具及冲压企业有：天汽

模（模具、冲压件、检具夹具）、隆之

珠模具 ( 汽车结构件、覆盖件冲压件、

汽车覆盖件模具以及检具、夹具 )、津

兆机电（汽车、家电、电机中大型级进

模）、中环三峰电子（小型精密冲压件、

精密模具）、津荣天宇（小型精密级进

模具、电子、汽车小型精密冲压件及焊

接、组装）、鑫茂天和机电（模具标准件）、

天龙工具（冲压模具）、泰亨模具（模

架、冲压件）、天津开发区精锐精密模

具（电子和汽车小型精密模具）、金海

天（电子、电器精密模具、工装夹具、

冲压件）、新锐（精密连续冲模、精密

模具等）、志诚模具（天汽模子公司，

中、小型汽车覆盖件模具及高强度板模

具、支持自动化夹持器（TRANSFER）

生产线的模具）等。

天津模具工业协会

网站：www.tjmjw.cn

河北

河北的冲压模具产业主要集中在沧

州泊头、东光、南皮、黄骅，以及廊坊

的霸州一带。南皮在全世界都是小有名

气的五金冲压之乡，模具设计制造及加

工能力强，从接单到生产反应快，价格

有竞争力。

⑴南皮县。

南皮注册的五金冲压钣金企业有

3000 多 家，2000 万 产 值 以 上 的 有

10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基本都有一

定的模具设计和加工能力，生产五金接

插件、车用零部件、汽车及大型机械设

备齿轮、电子产品配件及外壳、机柜机

箱、铁路信号器材、铁路专用扼流变压

器、太阳能设备及器材、不锈钢制品、

各种防爆器材、各类渔具、各种型号专

用电动机、地源热泵、大中小型榨油机

械设备及配件、棉花打包机设备及配件、

汽车暖风机及汽车整机、风力发电海上

运输装备等，模具制造企业及个体户大

约有 300 多家。

知名的冲压及模具相关企业有：慧

邦、铁路信号、益民五金、力志五金、

赛格机电、昌瑞五金、龙达电子、利达

金属、力昶伟业、恒基五金、鑫亿五金、

顺通电气、南风、华丰电子、瑞青五金等。

⑵泊头市。

泊头是全国闻名汽车冲压模具生产

基地，基本能生产国产车的大部分模具，

和国内几乎所有自主和合资品牌都有合

作，部分模具出口到国外。泊头汽车模

具及配套生产厂家有 70 多家，国家骨

干企业有 5 家，从业人员有 1 万人，

设计人员有 900 人。

企业产品多为汽车中大型模具，不

一一单列，知名模具及冲压企业有：兴

达、兴林、京泊、金键、黄河、恒亿、

启航、福锐、隆泰、奥鹏、诚信、德道、

亿鑫、众鑫、鑫田、久和等代表性企业，

其中前 6 家的企业规模较大，产值多

在 2 亿以上。泊头的模具企业在上海、

重庆、成都、武汉等地都有开枝散叶，

生产模具和冲压件，为国内合资及自主

品牌供货，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河

北、山东的低速及新能源汽车规划产能

惊人，泊头的模具产业功不可没。

大型汽车模具

未完待续，本文下篇将介绍江浙
沪、珠三角及其他地区的冲压模
具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