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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聚会！ MFC2018 第二届金属板材成形论

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6 月 6 ～ 7 日，由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和冲压行业联盟联合举办的 MFC2018 第二届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在苏州成功举办，这是上半年国内国内规模最大的冲压和钣金行业盛会之一。

在两天的时间里，近 300 家企业的 500 多名专业人士到达会场，峰值大约是 480 多人同时在会场，会议的第一天下午结

束和第二天中午大约依然有近 300 名专业人士在会场，充分显示了会议的专业性。

他们来自冲压和钣金行业的供应商、零部件生产商、汽

车主机厂、钣金下游用户等，聆听了 36 场精彩讲座，其中

有 80 多名代表参观了钣金路线的西斯特姆集团和无锡润联

科技有限公司，80 多名代表参观了億和精密工业（苏州）

有限公司，还有近 30 名代表参观了 DMC 中国国际模具技

术和设备展览会。

本次论坛从筹办到实施，前后大约一个半时间，得到了

业内广泛专业人士的大力支持，从演讲内容、会议形式、营

销方式多有创新，最大程度保证了所有赞助商的宣传效果，

保证了参会代表学习和扩展人脉的需求。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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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钣金行业协会许昊秘书长、武汉·中国光谷精密

制造行业协会郭勇秘书长、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郭武龙秘书

长、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商厨会乐加础秘书长、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蒋海泉镇长到会并且致辞。

特别感谢如下单位的赞助：

钻石赞助商：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感谢你们对 MFC 一如既往的

支持！

黄金赞助商有：

江苏扬力集团

萨瓦尼尼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美国美特模具公司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罗维特铆钉制造有限公司



金属板材成形    2018.6

60 EXHIBITION 会展

白银赞助商有：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柏慕机电有限公司

威尔登环保设备（长沙）有限公司

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大族松谷智能装备股份邮箱公司

北京奥德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此外还要感谢亿和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西斯特

姆集团 、无锡润联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对本次企业参观和模具展参观的赞助！

亿和和西斯特姆的自动化水平高超，无锡润联的喷涂技

术极具特色，让代表大饱眼福！

最后感谢如下公司的讲座赞助！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大族智能装备集团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奇点汽车有限公司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汽车轻量化技术中心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悬架弹簧有限公司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集团）

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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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备机械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美国 MATE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无锡润联科技有限公司

龙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威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

浙江天盛集团

今创集团

MFC 组织千人冲压钣金专业观众参观

CIMES 2018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CIMES2018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于 6

月 26 ～ 30 日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共有

29 个国家的 1300 多家展商参展，展示面积高达 12 万平米，

其中金属冲压和钣金展商分布在 E3 ～ E4 展馆，展商 200

多家，展示面积接近 3 万平米。这是今年上半年北方地区

唯一的国际性大型机床展，全面展示了机床、自动化、智能

化、功能部件、模具、测量仪器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专业观众的关注。

本次展览会，CIMES 2018 和冲压钣金行业颇具影响

力的新媒体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合作，组织了 700

多家京津冀的产业集中区的制造企业的 1000 多名专业观众

参观本次展览会。从 6 月 26 日到 6 月 28 日，连续三天，

MFC 的工作人员举着牌子，领着专业参观团源源不断从展

馆的北门进入 E4 馆，成为展商们最喜欢见到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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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上午九点半左右，来自宝沃、福田的 50 多人的第一个团到达现场，早有消息灵敏的展商等候在门口，将熟识

的客户拉到自己的展位，剩下的团队参加了由 MFC 在 E4 馆 C302 展位组织的“中国制造 2025 与金属成形技术论坛”的开

幕式。

上午十点半左右，来自沧州南皮、黄骅、沧县等地 8 辆大巴，近 400 人参观团到达展览会现场，一度在北门形成了小小

的拥堵，为 E4 ～ E3 馆注入了旺盛的人气。这个代表团的企业多是汽车冲压、五金冲压、钣金加工行业，交货期短，性价比高，

极具竞争力，在全世界都有小有名气，有很多专攻外贸出口，技术实力很强的企业，不为国内用户所知，他们在应用新设备、

新技术方面也是非常敏感和积极。

6 月 27 日上午十点开始，来自河北青县、香河的钣金冲压参观团陆续到达，共有 350 多人乘坐 7 俩大巴及自驾赶往展

览会北门。有了第一天的接待经验，第二天的入场有条不紊。青县和香河是全国知名的钣金集中产业区，集中了上千家钣金

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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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来，尤其是青县进步神速，投资了大量的国内外最新、最顶尖的激光切割机、数控钣金冲床、喷涂线、各种周

边辅助矫平、去毛刺、上下料、软件等，设计和制造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该区域的企业在质量和成本控制方面极具竞争力，

销售半径高达上千公里，依然有性价比优势，这里也是各钣金设备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观众们进馆后，各大展商的销售们蜂

拥而上，将代表团的老板们纷纷拉到自己的展位，演示各种高达 15000KW 的激光切割机和各种三维的切管设备等。

6 月 28 日上午十点四十，来自河北沧州泊头的 260 多人的冲压、模具及钣金代表团陆续到达展览会现场。这个代表团

的团员们五点多就起床，6 点就从泊头出发，路上遭遇大堵车，耗时四个半小时才到达展览会现场。参会的专业观众们，拿

着圈好的展前预览，急匆匆赶往计划参观的展位。泊头是中国汽车模具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能够生产 A 级车几乎所有、B

级车大量的覆盖件和结构件模具。由当地模具企业衍生和孵化的模具及冲压企业遍布上海、重庆、武汉、吉林、广东等各汽

车集中产业区。泊头也是汽车零部件冲压的集中区，当地的模具企业基本都有相应的冲压零部件企业为汽车的主机厂及一二

级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冲压件。所以当地也是冲压设备、机加工设备、钣金加工机床的重要采购区

除了上述的集中组团，来自北京汽车、长安汽车、天津模具行业的代表团因未能达到 30 人的最低成团标准，由观众们自

行驾车前往参观。

本次大规模观众组织，是 CIMES 展和 MFC 的首度尝试，完全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

自 2017 年 7 月，国机展览的市场部提前一年开始策划，由两家公司的相关人员多次奔赴上述产业集中区，向当地的政

府、行业组织宣讲 CIMES 2018，赢得各级政府和行业组织负责人的信任。后者在 2017 年底总结及 2018 年初的工作计划

中，将 CIMES 展列为头等重要的行业活动，引领当地企业开阔眼界，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尤其环保和信息化方面的技术，

应对越来越严厉的环保督查及人力、交货期和质量的挑战。

CIMES 展集中了中国乃至全球最顶尖的展商，展示的展品丰富多彩，从软件到硬件，从配件到主机，各行各业都有大量

的解决方案，相信这些会给所有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CIMES 2020， 北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