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冲压钣金人的行业盛会

MFC第二届国际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主办: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社

冲压行业联盟



了解行业信息，结识行业人脉

2018年6月6日（周三）-7日（周四）时间

江苏省苏州市（详细地址报名后通知）地点

36场讲座，20家展商，参会人数大约500人规模

冲压钣金上下游企业行业专业人士大聚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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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2017年，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联手冲压行业联盟-
行业里最活跃的两个新媒体，在武汉、廊坊和苏州举办了
三场分别超过450人的专业金属板材成形会议，有能力继
续打造中国冲压、钣金行业内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交
流最充分的盛会。

第二届论坛将继续邀请业内顶尖的专家分享冲压钣金行业
上下游的材料、设备、模具、新工艺、自动化、智能工
厂、物联网、精益管理、环保、劳动保护方面的议题。同
时，主办方将启用全新的IT会议技术，让所有赞助商的影
响力在业内有效传播，让所有会议代表都能发出自己的声
音，并有机会和感兴趣的参会代表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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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赞助商

钻石赞助商：

黄金赞助商：

白银/展台赞助商：



主机厂凝集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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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优质应商

供应
商

主机
厂

零部
件

考察同行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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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代表构成-冲压和钣金行业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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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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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来源和职位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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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6月6日上午大会

时间 内容

9:00-9:10  苏州市领导致开幕辞

9:10-9: 40 主题:2018税制改革后对我国制造业有哪些影响及政策解读
演讲: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9:40-10:10 主题:谈冲压、钣金智能车间应用现状
演讲: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0:10-10:40 茶歇、代表交流、展台展示

10:40-11:00 主题:2018新经济形势下中国金属板材加工行业发展
演讲:《金属板材成形》杂志首席专家

11:00-11:30 主题:大族激光装备在汽车制造与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演讲:大族智能装备集团

11:30-12:00 主题:家电产品对于金属板材成形智能化生产的要求
演讲: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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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13:30-14:00 主题:汽车轻量化及智能冲压的规划与应用

演讲: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4:00-14:30 主题:新能源汽车金属成形工艺技术的新思路
演讲:演讲:车和家汽车有限公司

14:30-15:00 大型多工位冲压自动化生产线在汽车冲压行业的应用
演讲:扬力集团有限公司

15:00-15:30 茶歇、代表交流、展台展示

15:30-16:00 主题:金属成形工艺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发展
演讲: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00-16:30 主题:丰田汽车伺服压力机技术实际应用
演讲: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6:30-17:00 主题:吉利汽车轻量化应用与开发
演讲:吉利汽车研究院

17:00-17:30

会议日程-6月6日下午冲压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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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6月7日冲压分会场

时间 内容

9:00-9:30 主题:热成形技术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应用
演讲: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9:30-10:00 主题:新能源汽车铝车身铆接技术工艺解析
演讲:上海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10:00-10:30 主题:伺服压力机技术在汽车冲压行业的应用
演讲:江苏中兴西田数控有限公司

10:30-11:00 茶歇、代表交流、展台展示

11:00-11:30 主题:北汽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规划与冲压工艺
演讲:北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1:30-12:00 主题:邀约中
演讲:邀约中

13:00-17:00 冲压企业参观，或参观上海DMC模具

DMC模具展：2018年6月5-9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02 时间 内容
13:30-14:00 主题:厨房电器行业现状及未来加工特点

演讲: 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14:30 主题:翰备数字化钣金加工管理系统探讨
演讲: 翰备机械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14:30-15:00 主题:柔性钣金加工生产线在钣金行业的应用案例和解决方案
演讲: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5:00-15:30 茶歇、代表交流、展台展示

15:30-16:00 主题:数字化钣金工厂应用成果
演讲: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30 主题:一叶知秋之数冲模具的微观成本分析
演讲:美国MATE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6:30-17:00 主题:数字化给钣金、冲压企业如何带来质飞跃
演讲:深圳诚瑞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0-17:30 主题:持续改善的带来的飞跃 演讲:无锡润联科技有限公司

17:30-18:00 主题:龙光电子钣金环保喷涂措施 演讲:龙光电子集团

会议日程-6月6日下午钣金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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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6月7日钣金分会场

钣金分会场（6月7日上午）

9:00-9:30 主题:银河电子喷涂系统经验分享
演讲: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30-10:00 主题:工业4.0的钣金柔性生产线解决方案
演讲:普玛宝钣金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10:00-10:30 茶歇、代表交流、展台展示

10:30-11:00 主题:钣金件喷涂异常解决方案
演讲:深圳中兴新设备有限公司

11:00-11:30 主题:彩钢板电梯行业的应用及成形工艺
演讲: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11:30-12:00 主题:环保无磷喷涂解决方案
演讲: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13:00-17:00 钣金企业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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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会刊

http://www.mfc-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MFC%E5%BB%8A%E5%9D%8A%E9%87%91%E5%B1%9E%E6%88%90%E5%BD%A2%E8%AE%BA%E5%9D%9B%E4%BC%9A%E5%88%8A.pdf
http://www.mfc-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MFC%E5%BB%8A%E5%9D%8A%E9%87%91%E5%B1%9E%E6%88%90%E5%BD%A2%E8%AE%BA%E5%9D%9B%E4%BC%9A%E5%88%8A.pdf
http://www.mfc-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MFC-Deep-Drawing-Catalogue.pdf
http://www.mfc-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MFC-Deep-Drawing-Catalogue.pdf


往届回顾-2017首届国际金属成形会议-廊坊

工信部、汽车协会、环保机械协会、
电梯协会、广州、深圳、武汉、南
皮、青县、廊坊等地协会专家分享行
业报告

来自全国各地的467名代表参会交
流；
来自上汽大众、江淮、北汽新能源、
安道拓、扬力、首瑞、大族、普玛宝
等36名专家分享

会议代表参观了首瑞集团和天气模工
厂。



往届回顾-2017年首届拉深会议-苏州

来自业内最顶尖的拉深生产企业、
设备、模具、工艺、自动化专家分
享

会议代表参观了苏州三维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500多名深拉伸行业的专业人士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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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参会费用-一次出差费用，精准结实业内人士

介绍同行参会，享受10%-20%折扣，或者直接现金奖
励！



让每一个参会者满带希望而来，满意而归

会场每家企业代表
发言机会，名字投
射到大屏幕；

会议的微网页发布
供求信息，现场配
对洽谈业务。

加入本次会议微信
群及相关微信群；

现场获得本次参会
代表的公司名+名字
+职务信息，现场介
绍认识。

获取演讲嘉宾的
PPT的PDF版本，仅
限于注册代表获
得；

获得MFC《金属板
材成形》杂志的赠
阅机会。

加入MFC和冲压联
盟的万人通讯录；

以及各种新媒体的
推广和人脉推介活
动。

参会代表的收获-拓展人脉和商机



一个会议的价值，除了演讲报告和展商，所有的与会者都是重要的商机和信息

源，今年MFC的会议论坛将首次采用现场IT匹配技术，让每一个参会者发声，并

且匹配需求，详情请联系MFC工作人员。

提交申

请
缴费

提交资

料
参会

参会步骤-IT技术扩展人脉，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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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式样

现场背景板 大屏幕两侧背景板现场展台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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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主会场演讲+展台展示+会刊广告+杂志广告+晚宴致辞+会议主持人

1、赞助地位: 将列为钻石赞助单位，并在会议现场背景板、前期宣传、会刊、邀请函、微信显示贵公司LOGO标识

2、主题演讲: 赞助商公司专家在论坛做主旨演讲（约30分钟）

3、杂志广告: 赠送《金属板材成形》全年前插彩页广告。论坛的会刊中提供一页彩色的广告页，设计稿由贵司提供。

4、资料入袋：贵司可提供宣传彩页，随袋发放

5、展台展示: 论坛现场提供一个展位进行产品和公司形象展示，展台旁放置易拉宝(展台的背景版由组委会喷绘，展商只需提供设计稿件和排

版)

6、会议分论坛主持：由赞助商公司负责人担任会议分论坛主持人

7、赠送论文集企业介绍一页。

8、参会名额: 四人可免费参加论坛（含演讲嘉宾、可邀请客户）。

9、晚宴现场钻石赞助商5分钟致辞，上主桌，我们主办方介绍业内大咖人物及政府协会领导

10、免费名额: 贵公司客户免费邀请5人（仅限冲压、零部件厂商），但需主办方确认。

赞助金额：RMB:：68000元，陆万捌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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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赞助商

主旨演讲+展台展示+会刊广告+

1、赞助地位：将列为金牌赞助单位，并在会议现场背景板、前期宣传、会刊、邀请函、微信显示贵公司LOGO标识

2、主题演讲：赞助商公司专家在论坛做主旨演讲（约30分钟

3、杂志广告: 赠送《金属板材成形》前插彩页广告六期。高峰论坛的会刊中提供一页彩色的广告页，设计稿由贵司提供。

4、资料入袋：贵司可提供宣传彩页，随袋发放（资料入袋仅限4家企业）。

5、展台展示: 一个论坛展位进行产品和公司形象展示，展台旁放置易拉宝(展台的背景版由组委会喷绘，展商只需提供设计稿件

和排版)

6、参会名额: 三人可免费参加论坛（含演讲嘉宾）。

7、赠送论文集企业介绍一页。

8、免费名额: 贵公司客户免费邀请3人（仅限冲压、零部件厂商），但需主办方确认。

赞助金额：RMB:45000元 肆万伍仟元整体



04
银牌赞助商

主旨演讲+会刊广告+一对一洽谈

1、赞助地位：将列为银牌/展台赞助单位，并在会议现场背景板、前期宣传、会刊、邀请函、微信显示贵公司LOGO标识

2、会刊广告:峰会的会刊中提供一页贵司彩色的广告页，设计稿由贵司提供。

3、杂志广告: 赠送《金属板材成形》3期前插彩页广告。论坛的会刊中提供一页彩色的广告页，设计稿由贵司提供。、

4、赠送：论文集企业介绍一页。

5、参会名额: 二人可免费参加论坛（含演讲嘉宾）。

6、免费名额: 贵公司客户免费邀请2人（仅限汽车零部件厂商），但需主办方确认

赞助金额：15000元



04 其它赞助

主题演讲

政府高层、产业领袖以及业内资深人士解读国家政

策，分享技术研发成果，分析市场情况，预测汽车

行业市场前景

圆桌讨论
围绕业内感兴趣的话题而特别设计的不同主题的讨

论，参会代表可以直接参与讨论，为您提供绝好的提
问互动的机会

展台展示
特别区域的展览和展示，确保机构或者企业在快速

发展的市场中建立新的和维持长久的商业关系

参观考察
从思绪飞扬的会议现场，走入机构、企业的现实中。
近距离体验、考察的良机，让企业与客户双方都有一

个全面接触的机会。

一对一会谈
在会前提供所有参会者信息，选择3家目标客户，

安排私密空间，每次交流时间20-30分钟

鸡尾酒会
璀璨光耀的场合与同为业界精英人士接触。参会代
表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享受着浓郁的葡萄酒和美

味的食物，与潜在的商业伙伴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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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电梯协会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
成都市钣金行业协会
江苏省钣金加工行业协会筹备组

南皮县经济团体联合会
昆山市模具工业协会
江苏海安锻压机械协会
青县电子机箱行业协会
泊头市模具工业协会
北京奥德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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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参会企业

>>汽车、家电等行业主机厂（冲压车
间、模具科、规划科）、冲压零部件厂
商、冲压模具制造企业。
>>冲压成形、落料及切边设备；
>>自动化及搬运等周边设备（定长裁
剪、开卷、进料、机械手、机器人、矫
平、涂油、加热、换模、搬运小车、减
震、攻牙等）；
>>原材料(钢材、碳纤维、铝镁合金板
等）；>>辅助耗材及连接（焊接、铆
接、润滑油等）；
>>表面处理（清洗、除锈、去毛刺、抛
光、拉丝、电镀等）；
模具、标准件及修复；检测及质量保
证；软件、数据、信息化、出版、政
府、协会等

>全国钣金加工制作企业:电梯、通信、
厨卫、电工电气、轨道交通、新能源、
金融、钢制家具、医疗器械、仪器仪
表、电气等行业钣金加工企业。
>>板材切割设备（激光、水、等离子
等）；数控冲床、剪板机、折弯机/折边
机、卷板机；
>>辅助耗材及连接（焊接、铆接、气
体、锁具等）
>>辅助设备（校平、开卷、拆/堆垛、
机器人、机械臂、废料处理）；表面处
理（清洗、磷化、除锈、去毛刺、抛
光、拉丝、电镀、喷涂等）；软件、数
据、信息化、出版、政府、协会等；>>
检测及质量保证；仓储、劳保、安全、
环保



05
主办单位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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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与模具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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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及线下会议等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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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行业联盟 由深圳市华冲联机械有限公司打造的冲压装备、技术、
人才专业互联网生态圈。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北京总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9号理工科技 大厦2111室

参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建 18600452879 lijian@mfc-china.org

张盟 15901258519 mfc-home@mfc-china.org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华东运营中心）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兴龙路一号（启东科技创业园）
联系人：王思杰 13522255542 
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联系人：陆双杰 1302195954  info@mfc-china.org

欢迎参会，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