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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与锻压行业结缘

来之不易的求学路

当过知青的张清林，上过山，下过乡，插过队，在农村

磨砺出不怕任何困难的坚韧性格。1974 年，他在插队的地

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人帮粉碎后，传来恢复高考大好消

息，在农村插队锻炼了四年的张清林，对知识渴求的热情被

强烈激发出来，积极复习参加高考，并考入北京钢铁学院（现

北京科技大学），专攻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插队锻炼的几年，更坚定和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望，所

以有幸到北京上大学后，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真是如饥似

渴地去学习。”回忆这段经历时，张清林感慨道。

再见，18 年奉献的地方

大学毕业后张清林被留校任教，后又去日本继续学习深

造。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当时国内一些政治因素，那一批留学

生都被留在了日本。张清林进入在全球锻压设备行业居于领

先位置的日本某知名压力机公司工作，一干就是 18 年。

在该公司，张清林开始是做技术工作，后来负责海外市

场。15 年的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工作，张清林带领他的团

队将亚太地区的销售额从几亿日元做到 100 多亿日元，占

总公司市场销售额的一半以上，也因此他很快就被破格提升

为日本总部的执行理事。

2007 年，中国经济和制造业迅速发展，尤其汽车、家电、

电子等行业的急速扩张使得国内企业对锻压设备的需求大幅

提升。张清林捕捉到这正是公司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好时

机，便提出在中国开设第二家工厂的建议。

“当时公司的社长，专务，常务都来了，开始说可以进

一步投资，但是后来却用‘中国人太聪明不好管理、担心技

术泄密、中国局面不稳定’等理由否定了投资的决定，却最

终在马来西亚扩大了产能来供应中国市场。志不同道不合。”

就这样，张清林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该公司。 

张清林：

他是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留校任教之后

赴日深造；18 年日企高管生涯，带领团队创造了亚太地区市

场份额占总公司份额一半以上的骄人业绩；

2011 年他开始创办公司，注册日 9.18，秉持初心，振兴

民族锻压业。5 年多时间，以匠人心态恪尽职守，带领团队取

得近 20 项研究成果，在伺服压力机、冷温精锻压力机、多工

位压力机、周边自动化装备等领域填补国内多项空白。

他是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清林。

2017 年 2 月乍暖微寒的江苏溧阳。干净整洁的厂区，孔

圣人雕像，雅致的白色办公楼，MFC 专访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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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起，振兴民族锻压业

十多年的行业打拼和专业积累，加上一直以来有意识的

对中国锻压行业发展趋势的调研和了解，张清林清楚认识到

国内钣金冲压、锻造等设备与国际高端水平的差距。

离开日资企业的第四年，一些以前的部下，也因为各种

原因相继离开公司，他们找到张清林，表达了想要和他一起

闯，打造一个自己品牌的美好愿望。

做不做，做什么？

“这个简单的愿望也成了我们的梦想，要不要做？做什

么？我反复思索了很多，当时也去和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领

“振兴中国锻压事业，创新智能制造装备”
——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锻压协会名誉会长何光远先生为公司
题词

导进行探讨。”不断地深思熟虑中，有三点最终驱动了张清

林做出最后决定：(1) 国内钣金冲压、锻造等设备与国际高

端水平的差距，以及国外设备的价格不菲，让很多有需求的

国内企业既渴求又被高昂的价格所阻挡。(2) 很多客户需要

的不仅仅是买一台或几台设备，他们更需要的是一整套的解

决方案，比如模具以及工艺的设计、产品生产线的自动化提

升等。(3)2011 年张清林专门到德国去考察，开始逐步意识

到信息化、智能化将是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而这方面中

国还很落后。

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加上这三点认识，张清林内心

明确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振兴中国锻压事业，创新智能制

造装备！

2011 年，星期天的“9.18”

80 年前的 9.18，带给中国黑暗与苦难。

80 年后的 9.18，张清林执着的要把这一天定为公司的

注册日。

图中自左往右分别为：张清林总经理、张忠良董事长、
西田精机西田浩高社长、北京超同步项久鹏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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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EC 是江苏中兴西田数控

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Creative 创

新、Productivity 效率、Tunable

柔性、Eco 环保、Knowledge 智能，

振兴中国锻压事业，这一切构成了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

思想内核。

“之所以在这一天注册，我认为不仅仅是民族之间的问

题，更是想给自己的一个无形的动力，尽管在我们这个公司，

有日本的背景，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技术，但我们更要知道

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要和日本的标杆企业去做对比。”

然而，2011 年的 9 月 18 号恰逢星期天， 张清林想尽

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北京商务部，请求能够协调

解决。精诚所至，结果工商局破例在星期天

办公办理注册手续，最终实现了张清林的

心愿。

在采访说到这一段往事时，张清

林说：“这段经历很难忘，也一直激

励着我们整个团队，要更加努力，做

产品也要做出和日本一样的品质来，这

样才行。”

振兴中国锻压业不能喊在口头上

在公司组建前的第一个筹备会上，张清林就

明确了三点：第一，振兴中国的锻压事业不是喊在口头上

的，是一定要为客户量身定制，替代进口，给客户提供价值。

第二，不跟风，不随波逐流，不做大路货。第三，做高品

质的伺服压力机，给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将日本的

技术，日本的品质拿到国内来，给客户打造交钥匙工程。

CPTEK- 兴锻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联合在溧阳召开《金属冲
压工艺及装备实用案例宝典》新书发行盛会

厂区门口，矗立着圣人雕像。彰显出
公司“尊崇圣贤文化，敬天爱人，厚
德载物”企业文化的精髓。

公司来自日本的首席工程师，
正在手绘图纸作业

谈及取得的这些成

果，张清林说：“公司的

首席设计师来自日本，每一个

产品都是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知

识产权，每一张图纸都是自己

设计出来的，我们的目标非

常长远，要打造的是百

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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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清林原来的客户中兴精密集团张忠良董事长的大力

支持下，张清林觉得一定要利用好日本的技术，所以决定和

日本的西田公司合作，成立了江苏中兴西田这个合资公司。

日本同行业的六位资深专家和国内行业的十数名专业技术人

员也都加盟了进来，形成了一个拥有 35 名国内外一流专家

组成的研发团队。

修匠心，打造百年企业

张清林带领团队，首先明确了公司的发展方向：打基础，

练内功，铸品牌。通过一步步的努力，为中国锻压业实现质

的飞跃做贡献，可以和国外的设备并驾齐驱的占领市场。

鉴于要把产品做差异化，要打造百年企业，所以公司买

了土地，自己建设厂房，先后投入 2 亿元人民币。接下来

为了打好基础，从国外购买先进的设备，同时董事会也达成

共识，采取重资产经营的方式，五年内不考虑利润和分红。

创新是发展的关键

在公司发展的五年多，不断创新，开发出新产品，满足

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张清林作为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第一任技术部长和开

发部长。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研发团队不畏辛苦，收获了一

项又一项成果：开发出了五、六十种产品，已经形成系列化，

并且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这些都受到了国内外众多高端客户的青睐和好评，纷纷

购买 CPTEK- 兴锻品牌的设备，并有许多回头客几次和大

量的购买，其中著名的方太公司已经前后几批累计购置了

一百多台兴锻的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而且兴锻的几条自动

化线也相继出口到了韩国、泰国以及日本等地。

在核心技术方面，攻克了伺服电机直驱、多电机同步控

制、系统集成控制、远程诊断与维护等多项关键技术，并和

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攻克了低转速大扭矩伺服电机、伺服电机

驱动和控制等核心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而且这几年里，张清林除了抓好公司经营和开拓业务之

外，总会不知疲倦地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大量的技术专题讲座，

热心交流和普及国际上的新冲压技术和冷温精锻知识，并毫

无保留的展现兴锻的创新技术。

2015 年，张清林的专著《金属冲压工艺及装备实用案

例宝典》正式出版，被称赞为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冲压专业工

具书和教材，在机械行业内成为一本机械类的年度 TOP 畅

销书。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张清林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夜以继日的

与稻盛和夫先生合影

说到哲学，张清林尤

其认可及推崇稻盛和夫的

经营哲学，比如其中的“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要

谦虚，不要骄傲”、“ 积善行、

思利他”等，这些也是张清

林自身做人处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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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着此书的姊妹篇《金属冷温锻造工艺及装备实用案例宝

典》，预计 2017 年年底就会顺利出版问世。

积淀科研实力

在科研方面，公司先后取得 8 项发明专利、数十项实

用新型专利及近 50 项软件著作权。为保证品质，公司斥巨

资引进了三菱卧式镗铣床、三菱龙门五面加工中心、激光跟

踪仪等关键加工及检测设备。公司建成伺服冲压、自动化锻

压生产线、金属塑性成型工艺三个研究所，还设立了江苏省

智能伺服锻压工程技术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和江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产学基地，设立了研究生

和博士后工作站。

如 今， 公 司 已 经 开 展 了 为 客 户 提 供 冲 压 信 息

（CPTEK-IMS）系统，从专业角度对客户的冲压设备进

行大量的数据采集，可通过“车间现场生产过程透明化掌控、

问题追溯分析、客户订单跟踪管理、员工生产跟踪、细化成

车间现场

编后语

张清林的每日行程单很满，从公司发展规划，

到生产及员工管理，从客户合作交流，到专业书籍

编写…他用行动践行着匠人精神，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带领着 CPTEK 一群人，一辈子，为打造

民族品牌而全力以赴。2016 年底，张清林正式入

选第十三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成为溧阳

市首位高层次海外引进人才和国内锻压行业第一位

“千人”; 公司智能精密伺服项目也随“千人计划”

跻身国家级项目。

第 36 期幸福人生学习营在 CPTEK 圆满谢幕

本管理…”等手段帮助客户实现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用心暖心  员工培养

公司要打基础练内功铸品牌，首先就是人。在用人方面，

张清林有自己的原则：公司自己培养人才，从不主动去“挖

人”。在他看来，做好产品，第一关是先做好人品，所以在

员工教育方面，公司尤为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

公司多次组织员工分批到山东威海专门的培训基地和集

团公司的教育学院进行专门的圣贤文化的培训教育，新员工

入职，无论哪种岗位，都要去那里进行分批集中式封闭培训，

为期 5 天。

这 5 天，军事化作息，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9 点，手机

全关闭，一起学习圣贤文化，学习弟子规，学习稻盛和夫的

经营哲学。在一些大的传统节日中，张清林会带领全体员工

对孔老夫子的尊像进行祭拜。

在公司还有一种文化，叫“家文化”。公司所有员工，

无论何种岗位，何种职位，大家都是一家人，把企业的价值

同时体现在员工的幸福感中。从一日三餐，到各种文化活动，

让员工时刻感受到“暖心”。

“在我看来，公司就是家，需要家人一起去维护，把家

的名声维护好了，产品自然而然的质量也就上去了。”这是

张清林对“家文化”的阐述，很简单，也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