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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剪折卷机械之乡中国剪折卷机械之乡

海安锻压机械生产历史悠久，

被誉为“中国剪折卷机械之乡”，

是国家火炬计划锻压机械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江苏省唯一的省级锻压机械产业基地集群，

李堡镇建有锻压机械产业园。

全国“锻压机械绿色发展基地”，

拥有省级锻压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海集团“JH”、东海集团“银利”、万力集团“苏中”等

中国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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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商会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成立多

年以来，积极促进行业交流，推动和引导行业进步与繁荣，

坚持帮助海安锻压机械企业转型升级，通过与北京机电研究

所签订战略发展合作协议，利用中国锻压协会、中国机床工

具协会等高端平台，为海安锻压机械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2015 年，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协会被民政部授予“4A

商会”称号。2016 年 9 月 20 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金属成

形会议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锻造会议上，海安县被授予“锻

压机械绿色发展基地”称号。

本期栏目聚焦海安锻压机械产业集群，并就产业发展情

况等采访了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商会会长陈友华先生。

MFC：请简要介绍一下海岸锻压机械产业发展情况。

陈友华：目前，海安锻压装备业已经成为国家火炬特

色产业基地，也是江苏省三大锻压机械制造集聚区之一。

2016 年底，业内企业近 20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60 家

（以 2000 万元为标准），超亿元企业 6 家。产品已形成钣

金加工机床、锻压装备、铸锻件和其他机械产品等 15 个门

类 200 多个品种。

海安锻压机械产品 80% 为金属板材成形机床，程控全

液压模锻锤技术水平达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程控锻锤产

销量占全国的 90% 以上，大型空气锤占国内市场的 50%

以上，百协锻锤被誉为“中国第一锤”；瑞安特集团生产的

滚珠丝杠副长度亚洲第一，与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共同为国家

重点支持项目；中机锻压是是中央科技型企业北京机电研究

所控股公司，是北京机电所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产业

化基地；江海集团与太原科技大学合作共建产业研究院，双

方共同研发的“高性能智能化大型液压滚切剪设备的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获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突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滚切剪技术；超力卷板机是二辊卷板

机国家标准起草单位，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2 项，拥有

44 个授权国家专利和 16 个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南通恒

鼎成功制造出校平精度在 0.1mm 以内的精密校平机，产品

稳步跨入行业一线品牌行列，成为一汽、二汽、东风等知名

企业优秀供应商。

MFC：商会针对会员都组织哪些工作？

陈友华：主要从三方面开展会员相关活动的组织工作。

(1) 出境参观考察招商。

连续多年，商会分批组织十余家重点企业赴德国、法国、

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及发展
——访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商会会长陈友华

文  | MFC

海安县锻压机械业商会会长陈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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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日本等国进行了多次的招商考察，分别在台湾、德

国柏林、日本千叶县举办锻压机械产业专题推介会，参观了

第 24 届台湾国际机床展、第二十一届国际锻造会议、日本

MF-TOKYO 冲压·钣金·成形加工展等。 

(2) 推进产学研技术交流活动。

组织企业赴各类高校推进产学研技术交流活动，以

2016 年度开展活动为例：邀请高新区丁锋书记赶赴北京机

科发展科技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邀请合肥工业大学翟华院

长一行来海安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组织并邀请郑州机械研

究所副所长王长路带队到海安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 召开

扬州大学 - 海安锻压机械专场成果发布会；牵头召开“中

科院专家走进海安”锻压机械专场成果发布会等。

(3) 参加行业展会。

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各类锻压机械展会。增进区域行业间

交流，为企业发展开阔眼界，拓宽发展思维。

MFC：近期海安地区锻压发展都取得了哪些重要成

果？

陈友华：如果说显著成果，那就是国家央企对接取得了

明显成效。

比如成立了中机锻压，这是县地税局引进的第一家混合

所有制经济企业，由南通海卓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与央企北京

机电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也是中央科技型企业北京

机电研究所控股公司，是北京机电所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产业化基地。

另外，根据海安地区锻压行业技术发展需要，整合海安

地方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提供行业共性技术支撑，该局在与

机械科学总院经多轮谈判，招引海安北京机电所研发中心落

户海安，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将海安打造成国内一流

的先进成形装备制造基地，落户开发区软件园，下设锻压装

备研究室、自动化技术应用研究室、基础工艺研究室三个专

业研究室。2016 年，研发中心支撑单位中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

MFC: 您认为目前国内外同类企业是否存在差距，差

距在哪里，企业发展要如何自我提升？

陈友华：目前，国内工业企业保有的制造设备以普通机

床为主，设备的数控化率总体不到 10%，远远代于世界平

均水平，可见我国锻压机械制造行业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较

大。我认为企业发展需要进行自我提升，一是提升产品的数

控化率，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精密方向发展，让产品升级

换代，实现进口替代。二是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与高校和研

发机构更深层次的紧密合作，让更多的处于国际前沿的研发

成果在企业得到产业化的发展。

MFC：行业发展离不开人才，你认为未来海安地区锻

压行业在人才需求方面趋势如何，应重点培养哪些方面的人

才？

陈友华：锻压行业的人才匮乏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生

产一线技能型人才，至今尚未得到改善并且呈现增长趋势。

锻压企业大多都是从社会招聘没有专业背景的农民工，经过

短期培训即上岗操作，导致产品质量稳定性差，企业成本提

升，管理难度加大，很难形成稳定、专业的员工队伍。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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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很大程度上束缚

了企业的发展，我认为企业重点培养技能型产业工人，特别

是重点培养技师级产业工人。

MFC：请您谈谈下一步海安县在产业发展上将有哪些

规划？

陈友华：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推行，锻压机械产业面对的

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有效应对国内和国外的竞争，

我县锻压机械产业必须统筹规划，从以下四个方向落实发展：

一是通过战略性重组和分工协作，合理配置资源，培育

行业领军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专业分工协作体制的建

立，大力发展专业配套及服务产业，压缩转移多余生产力，

合理配置资源产品向精密、高效、智能、柔性方向发展，培

养行业内单品冠军企业，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进行县内或跨

地区的企业间的战略重组或兼并，实现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向规模化、综合性、集团化方向发展。

二是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将传统产业做好做

精，将特色产品做大做强，瞄准客户需求，开发适应市场需

求的高端产品，在“十三五”期间不断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

高端机床产品。

三是合理招引，在上游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制造商以及

下游 IT 产业、家电、电气等方面下功夫招商引资，形成产

业链发展，学习台湾锻压行业“中卫体系”，以中心厂带动

卫星厂的抱团发展模式，抓住上海、苏南等先进地区产业转

移的机遇，完善产业招商目录，加快招引一批产业链缺失、

与现有产业融合度高的专特精项目，以项目带动促进产业集

聚。

四是深入两化融合，探索成立融资租赁机构的可行性，

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开发战略，积极主动

对接上海、苏南等先进地区，开展锻压机械制造产业协同创

新，形成具有海安特色的锻压产业链条，打造海安锻压产业

发展新引擎。

南通东海机床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国内锻压机床行业生产规模大、品种全的骨干企业。

拥有员工 300 余人，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一流的技术检

测加工装备，具备国内先进的 20m 大型数控五面龙门加工

中心、16m 数控落地镗铣床、全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

卧式镗铣床、各式铣边机、钻床、龙门刨铣床、坐标镗床、

数控车床、铣床、锯床、磨床、电焊机、砂轮机等加工设备。

公司在管理上采用部门负责制，设有财务部、销售部、国际

部、生产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综合办公室。

为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技术开发力度，公司成立全

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和新产品研发团队，并通过了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在新产品开发上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是国内大型

剪折卷机床生产基地之一。

东海集团典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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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制造数控型 / 普通型剪板机、

折弯机、卷板机、压力机、液压机、联合冲剪机、数控冲

床等高品质平板加工机械。与江苏大学、江苏理工学院、

济南铸锻机械研究所、新加坡科码公司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特长型剪板机项目如 4000t 18m 三机联动数控折弯机项

目，气体绝缘特高压输电线路超长管智能成套加工设备，

实现大型不同机型折弯机成形加工的完美组合并获专利，

填补国内空白。“银利”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

船舶、农机、电器、仪表、医疗器械、五金加工等生产加

工领域。

公司产品远销于东南亚及欧美 30 多个国家，先后获得

国家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

科技术企业、江苏省质量信得过企业、文明诚信单位、资信

AAA 企业等荣誉称号。银利系列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名牌产品、江苏省质量信得过产品，

多项产品获得高新技术产品，均获欧洲 CE 安全认证，银利

商标在海外 28 个国家进行了注册，公司核心技术获多项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海安海太铸造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法人独资企业，位于

江苏省海安县高新技术开发区。距启扬高速（S28）海安西

出口 3km，距上海机场、南京机场仅 2h 车程。公司占地面

积 99800 多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 53600 多平方米，拥

有 3 个铸钢生产车间。

2014 年投资 9000 万元，新建 2 万平方米的金工车间，

并于 2015 年 3 月投入生产。公司拥中高级职称技术管理人

员 56 人。连续三年年均缴纳国地两税 2000 多万元。

公司以生产优质碳钢和低合金铸钢为主，产品主要有

水泥机械：托轮、轮带、半齿圈等；石油机械：壳体、

海太铸造典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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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盖、缸盖等；轧钢机械：机架；船舶机械：艏柱、前

轴支架、后轴支架、轴毂、上下舵承、挂舵臂等。风电产

品：定轴、转子等。潮汐发电产品：上刃、下刃等机械

零配件。现具有年产 50000t 铸件的生产能力，最大铸件

190t。生产采用碱酚醛树脂砂生产工艺和水玻璃砂 CO2

硬化工艺；主要设备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 8t 电弧炉（最

大熔化钢水量 28t），还有 20t 中频炉 2 台套，50t 中频

炉 2 台 套，120t 精 炼 炉 1 台 套。2016 年 新 上 120t VD

炉 1 台套，能满足高端产品的铸造质量要求。公司拥有

12m×8m×6m 的热处理炉台套，200t 冶炼行车一台，

150t 行车 4 台。2.5~8.5m 立车合计 12 台套，镗铣床

6130~6290 共 8 台套，具备从铸造到精加工成品交货 

南通太和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机械工业未来生产

剪、折、卷、油压、校平机床、冶金设备的重点企业之一，

占地 150 余亩，拥有大型落地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等

100 多台套高精尖加工设备，在全国各省市均设有销售服

务部门，及时为用户提供便捷迅速的上门服务。公司产品远

销欧美、中东、南非、巴西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期间

公司荣获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发的《2012 年度工业百强企业》

称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协会颁发的《江苏省民营科技企

业》以及《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013 年新建厂房 10000 平方米，新增设备合计 700

整套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公司配备了先进完善的检测设备，主要有：德国进口直

读光谱仪、超声波探伤仪、磁粉探伤仪、硬度计、万能拉

力、冲击试验机、金相分析仪，可进行 UT、MT 无损检测

及化学成分、金相组织、机械性能等的检测。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

理体系，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并通过德国 (DNV.GL)、美国 (ABS)、法国 (BV)、意大利

(RINA)、韩国 (KR)、日本 (NK)、中国 (CCS)、英国 (LR)

船级社的认证。2016 年 7 月，公司还通过了 API（美国石

油协会）20A、SPEC Q1 认证 , 使得公司成为全球第 3 家，

国内第 2 家取得 API-20A 证书的厂家。

太和机械集团典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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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左右，购置数控动梁龙门移动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

等离子火焰切割机等国产设备 48 台套。配套原有厂房和设

备，可形成年产 240 台套高精度数控闭式机械压力机的生

产能力。

为加快新产品开发步伐，公司积极与科研院校挂钩，合

作研发。新产品已投入市场且产生效益，先后合作院校机

构有：太原科技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盐城工学院等。

2013 年研发成功：双号闭式压力机；冶金机械产品液压式

滚切剪、双边压力滚切剪；汽车制造业、钢结构业专用产品：

16X12000 起液压滚切等；以及数控剪切中心。

在企业跻身行业前列的进程中，公司始终紧抓企业、科

江苏江海机床集团原名南通江海机床有限公司，创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是国家机械工业生产剪、折、卷机床

的重点企业之一。

目前集团公司占地面积 27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注册资本 2 亿元，实收资本 2 亿元，拥有

各类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近 200 台套，现有职工 600 余人。

近年来江苏江海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在传统的剪、折、卷机

械产业的基础上，目前已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电动清扫车、

电动观光车等相关环保设备的研发和生产。过硬的技术、

学规范管理，推行 7S 管理，在通过 ISO9001：2008 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公司的质量管理业绩得到了考评组

专家的高度评价；在企业推行“执行力管理”模式方面，公

司运用独特的管理理论，并聘请专业培训团队深入公司指导

工作。在推崇创新理念和创新活动中，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剪折卷机床的市场萎靡不振，以及竞争的

白日化，公司开始尝试开发新产品，寻找新项目。今年年初，

公司开始与太原科技大学合作，引进专利和技术，合作开发

电液伺服数控液压机，并已进入产业化阶段，目前该产品技

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江海集团典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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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质量、广阔的市场，使之成为南通市最耀眼的明星

企业之一。

公司具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承担本公司数控机床以及新能源、环保设备的研究和开发，

公司现有授权专利 20 件，高新技术产品 14 个，承担国家

火炬计划 2 个，国家重点新产品 1 个以及省级科技项目 3 个。

公司创新团队被省认定为“双创团队”。近年来通过与

华中科技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战略性产学研合作，产品正逐

步向多元化、大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与太原科技

大学对全液压定尺双边滚切剪技术的研制成功，彻底打破了

国外剪切技术的长期垄断地位，其核心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公司生产的 PPF6000/125 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为国

内首创；与一汽青岛、青岛海隆集团联合研发的 8T、12T

新能源清扫车已着手向有关权威部门申请公告。

近年来，企业先后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名牌产品、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创新型

企业、中国机械工业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等荣誉称号。

公司所生产的剪板机、折弯机、卷板机以及数控开卷校

平剪切生产线，以其品质优良、结构合理、节能高效等优点，

特别适用于车船制造业、钢铁企业、家用电器、厨具、电柜、

钢架结构办公用品、不锈钢制造业、装饰装潢业、机械五金

制造业、大型管道工程、金属板料门窗制造加工等各类行业，

近年又开发了节能环保设备电动扫地机、垃圾压缩机、电动

汽车、电动垃圾车、电动清洁车、电动观光车等系列项目。

2010 年 4 月 8 日，公司隆重举行了“江苏江海机床集

团、太原科技大学产学研生产基地”开工奠基仪式。该生产

基地位于李堡镇南端 211 省道延伸线北侧，占地 318 亩，

总投入 2 亿元，一、二期工程已全部竣工投入生产，将形

成国内一流的系列剪板机、折弯机、卷板机、开卷校平剪切

线、双边全液压定尺滚切剪、圆盘剪、矫直机、冷床、洗地

机、扫地机、垃圾压缩机、电动汽车、电动垃圾车、电动清

洁车、电动观光车等产品，打造国内一流的数控机床以及新

能源汽车、电动清扫车产业集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