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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019 京津冀钣金加工企业新春
交流会”1 月 12 日在河北三河成功举办
文 | 李建、王蕾

2019 年 1 月 12 日上午，天寒地冻，

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被铺天盖地的雾

霾笼罩，中电科技（三河）精密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二楼会议室温暖如春，能容

纳 30 人的会议室满满当当。来自 15 家

钣金生产企业和 7 家供应商的三十多名

参会代表欢聚一堂。因为天降大雾，河

北和天津的部分高速公路封路，还有十

几名代表未赶到会场，尽管如此会议交

流的氛围已经很热烈。

本次会议由 MFC《金属板材成形》

杂志发起，由中电科技（三河）精密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协办，杭州祥生砂光机

制造有限公司赞助。

第一场报告由中电科技的李前总

经理带来，他是科班研究生毕业，从事

钣金近二十年，对钣金工厂的每个环节

都很了如指掌，独立研发一套完整的信

息化管理体系。他简要介绍了中电科技

中电精密 2018 年的经营情况：库存发

货模式中协议的占 26%，快速周转占

10%，叫料占 64%。2018 年实际完

成了 1.53 亿元的合同额，而 2017 年

是 1.02 亿元，也超过了 2018 年的计

划 1.35 亿元，利润率是 3.3%。贷款是

2900 万元，营收同比 2017 年增加，

但是账上的现金流反而减少了 340 万

元。他强调在目前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

活下去是第一要务，而对企业就是现金

流。目前钣金企业的很多现金变成了在

制品、成品库存和原材料，获得的利润

只是虚的。从 2018 年年底开始，中电

开始降库存，从 600 多万元降低到 200

多万元，留足现金过冬。他认为大批量

的钣金活必然要下降，小批量多品种的

钣金业务将是主流，他的主要用户都调

低了景气预期。但是不管怎么样，钣金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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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广泛，各行业都需要，不会有断

崖式的降低。

之后他把时间交给该公司的李秀云

计划经理，介绍中电的信息化工作。李

经理先介绍了公司的简况：中电科技（三

河）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电精密”）成立于 1999 年，隶属

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世界 500 强

的 388 名，2018 年 302 亿美元营营收）

第三十九研究所，建筑面积 16000 平

方米，是国内金属板材加工行业具有较

强综合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公司研制

生产的各类机箱、机柜、控制台等机械

结构类产品，在军品领域重点服务于总

装系统各科研部队和电子、航天等多家

科研院所；在民品领域主要服务于多家

世界 500 强企业，如 ABB、西门子等，

同时也和多家国内上市企业合作，如北

京科锐、合纵科技等。

她介绍中电精密从 2003 年 573 万

元的营收起家，到 2018 年计划合同额

是 1.59 亿元，实际签订合同 1.61 亿元。

中电精密将自身在客户的定位区分战略

供应商、关键供应商和还是一般供应商。

公司追求的采购、生产、研发、销售、

质量控制的整体平衡，运用基于质量体

系自主开发的 539 张实时监控的电子表

单，解决体系和实际生产两张皮的普遍

性矛盾。通过这些实时表单，能够识别

出公司的长板和短板，让所有环节的所

有员工都能理解自己的工作对生产经营

的意义和贡献，在体系中的价值，并很

快弥补不足，以免出现局部环节过强，

而其他环节跟不上，以至于影响整体进

度的情况。

中电精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钣金加

工厂，要给客户把柜体组装好，涉及的

装备零部件高达 1200 多个，对于如何

保证物料及时准确到位，如何以低于客

户要求的工时完成任务，如何让客户实

时动态监控装配进度和把控质量，已经

通过这套体系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所有

的工人和车间主任能够通过手机客户端

发送和接受信息，了解实际工时和计划

工时之间的差异，了解物料准备、加工

进度、入库检验、设备状况、合同和回款、

风险控制等方方面面信息。

李经理说，钣金企业永远面临着

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的挑战。而中电精

密在缩短交货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挖

潜，尽可能一天多道工序，不断挑战极

限，使得最后产品工时都能达到甚至低

于客户给出的工时标准，提升了公司的

整体竞争力。

李前总经理补充说，这个表单系

统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思路就是追

求的系统的整体平衡。一般钣金工厂的

管理者注重局面柔性化，或者提升某个

折弯、焊接的效率，但是如果整体的管

理水平不上来，局面的优化对于最终的

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帮助，尤其是在服务

高水平的客户，加工附加值高的复杂产

品的时候。企业不可能通过购买硬件和

软件就能把一个公司的方方面面疏通起

来，一些上了 SAP 的公司，不是帮助

降低成本，反而是人不计成本去适应所

众多专家齐聚中电科技 中电科技李前总经理向代表介绍中电科技
2018 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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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标准流程，这就本末倒置了。中电

精密的分享，就是业内企业一个启发，

一个企业的经验最宝贵的财富，计划部

门应该是最核心的部门。李前总经理希

望 MFC 的交流会以及杂志平台把他们

的经验分享到业内，提升整体的制造水

平。

中电科技的开场白之后，由杭州

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华北区副总经

理祝富花女士做了名为“去毛刺工艺如

何提高钣金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降低成

本”的报告。她认为，去毛刺机不仅仅

是把毛刺去掉，不割手，还有至关重要

的是切割后锐边的处理，侧面的氧化皮

去除及表面划痕的修复，表面糙化后油

漆附着力的提升，对于最后钣金件的质

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国外钣金产品为什么给人感觉比较

高档？

国产的一些通讯机柜、海工机柜、

工程机械驾驶舱等户外钣金，为什么比

较容易生锈腐烂使用寿命短？

同样是进口设备下料，同样的折弯

机成型，同样的压铆，大致一样的喷涂，

其实成败在于细节，国内的钣金制作中

缺少了一环就是去毛刺、拉毛工艺。

这种工艺看似可有可无，没有效

益，还有产生额外的用工成本，很多

厂家抱着能省则省的态度忽略此道工

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重则发生严重

的人员伤亡事故，轻则产品使用寿命锐

减。据祥生统计，在传统钣金加工成本

构成里，切断成型加工 39%、机加工

36%、人工去毛刺、表面处理 19%、

其他 6%，去毛刺、表面处理的成本比

率比预想的都要高。而钣金工厂很难招

到 90 后的打磨工。如果以一个月工资

4000 元，10 名员工纯手动，人均月耗

材 352 元作为一组，另外一组以一台祥

生的 SBG1000 机器配 2 名员工，月耗

材 3000 元连续五年比对，五年总成本

前一个对照组是 335 多万，每年的成本

在 56 ～ 78 万元之间逐渐递增；后一个

参照组总成本是 122 万元，每年成本在

22 ～ 25 万元之间微增。对比的效果非

常明显。

祥生的机器已经在 75% 的在华合

资企业使用，为全球 10000 多个客户

提供了解决方案，针对钣金企业不同的

需求推出价位不等的设备。扎实的数据，

以及对比明显的样品展示让与会代表耳

目一新。

第三场分享，由《金属板材成形》

杂志的刘明星总编带来，他系统介绍的

PMI、全国制造业的用电指数、中低高

电气、房地产基建、安防、金融机器、

物流、5G 通信等行业的数据和发展机

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介绍，有兴趣

的读者可以关注 MFC-home2 查看原

始 PPT，也可以在本期杂志的行业观察

中查看详细的介绍。基本而言，和基础

建设、环保、污水处理、智能物流、智

能安防、小家电、5G 通信柜增速较快，

还有很多机会。

分享结束，由参会企业家分享，具

体发言的有北京维冠、北京梦幻三星、 

北京兆维、天津应天祥云、沧州融力精

密、 唐山曹妃甸鹰目电器、沧州鸿嘉晟、

河北冠恒、香河恒通等企业董事长或总

经理都有较长时间的精彩发言，本文不

一一详细记录每位代表的发言，汇总一

下观点：

维冠在北京、河北青县和西安三

处有工厂，北京这边的电镀喷涂都已经

裁掉了，大约 480 多人，2018 年产

杭州祥生华北区副总经理祝富花为代表们
讲述去毛刺的重要性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总编刘明星先生阐述了 2018
钣金上游行业的数据，并预测了 2019 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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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7 亿元，钣金的产值 3 个多亿元，

利润大约 8200 万元，人均产值大约

135 ～ 140 万左右。经过 20 年的积累，

最近几年大爆发，最近三年的人均产值

和利润以 60% ～ 70% 的增加。作为

一个业内的龙头企业，维冠逆势实现了

超常规增长，而且是在人员减少的情况

实现的，充分显示了厚积薄发的强大竞

争力。冯总介绍，目前客户几十家，但

是核心客户不过五六家，占据大部分的

收入，主要是国外客户，利润率并不一

定高，但是订单稳定、回款快。维冠最

近几年加大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投

入，设备结构的解决方案的能力很强，

提前储备技术资质，承担了客户的大量

前期和研发试制工作，深刻理解客户的

需求，以不可替代的专业性黏住了客户。

天津应天祥云的郭总介绍，从北

京迁到天津宝坻之后用了 30 亩，开始

不允许自建喷涂线，只能寻找供应商，

找了 7 家，供货不稳定，终于申请到资

质自建喷涂线，已经逐渐恢复生产加油

机和金融机器，对 2019 年比较看好。

他认为钣金企业出于产业链的低端，上

下游都比较强势，下游押款比较多，有

2000 多万，虽然能回款，但是周转慢。

钣金行业竞争激烈，只能用独一无二的

技术加感情来稳定客户。在搬迁的过程

中，北京的大量小钣金企业死掉了，据

他了解有近十家同行退出了钣金行业，

试图让他接受二手设备。

北京梦幻三星是国产喷烤漆房设

备和涂装生产线的龙头企业，占据汽车

4S 店大量市场，以及铁路机车制造的 8

成以上的市场，占据了购买了大族切管

机、萨瓦尼尼（S4+P4）、天田等国内

外一流公司的设备来加工箱体。该公司

技术实力超强，由这家公司出来的员工

孵化出一百多家公司，分布到河北、山

东和天津等地，服务环保、喷涂、除尘、

污水处理等行业，有的产值比三星涂装

的产值还高。这些公司抓住了国家加强

环保的红利。

北京兆维的杨总介绍，公司从就

酒仙桥搬到了亦庄，人员从 160 人减

少到了 50 多人，产值接近一个亿，利

润 500 多万，很多业务分包到了天津。

亦庄的环保和安监都很严格，国家开发

区连激光切割机也不能用，因为使用液

氮，安监不能通过，只好把机器拉到天

津。该公司的一个创新就是参与了创新

联盟，集合了亦庄的富士康手机、模具

配套公司，以及线路板的几家公司，构

成一个完整稳定的供应链，以组团的形

式提供一体化的服务。针对北京的有前

景的创业公司提供服务，已经落地了两

个项目，这些创业公司不需要太多专业

的采购和技术人员，只需要派一个人和

联盟对接就可以了，把结构设计、开模、

排线、组装等工作全部委托给联盟做。

而鹰目电器的甑总则代表了众多以

钣金加工为主，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

的公司进行了发言，他 1994 年开始从

事钣金行业，那个时候钣金利润率很高，

机器一开就是印钱一样。但是现在利润

率低到低无可低。他生动地把钣金件比

喻成饺子皮，认为只做饺子皮，不做饺

子馅，那么话语权非常小。一些客户，

包括上市找他们设计打样，开始的价格

还可以，但是一旦结构设计好，产品成

熟，马上把他们辛辛苦苦开发的产品拿

出去报价，很快就找到新的廉价供应商，

大幅降价，品质也下降。他认为改变这

种状况，寄希望专利不现实，需要向下

游延伸，做一部分饺子馅儿，也就是整

机的工作。其他几家企业也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

但是李前总经理分享了一个触目惊

心的视频，他们给一家客户生产了 37

台户外的电气柜，出口巴基斯坦。在视

频中，柜体严重腐蚀，基本报废。然后

客户查找故障原因，幸好钣金加工环节，

中电的所有加工工艺严格遵循了客户的

要求，并且有详细的记录，所以他们在

这起事故中没有责任。李总说，如果一

旦是他们的责任，中电精密直接就要赔

得倾家荡产了。所以，他认为在技术和

管理水平没有达标的情况下，涉及下游

用户，其实也是有巨大风险的。

因为大雾导致会议比预想的晚开一

刻钟，还有若干钣金企业没有发言，只

能把遗憾留到下一次。环保对所有企业

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在天津和河北还允

许喷涂、电镀存在，但是这种情况还能

允许几年，也让大家没底。

交流会结束，参会代表又集中参

观了工厂，听过之前的介绍之后，再到

现场观看中电精密的很多小细节就能体

会他们管理的精致之处。中午由杭州祥

生做东，大家推杯换盏，深入交流了一

个多小时，并且期待下一年的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