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NEWS  新闻

金属板材成形  2020.1

业界新闻
文 | MFC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钣金加工相

关国内企业捐款踊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全面疫情防控进去关键时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展牵动

着激光行业企业家的心，大家纷纷竭尽

所能，为遏制疫情伸出援手。先后有邦

德激光、隆信激光、宏山激光、迅镭激光、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 等众多

激光企业在行动。大爱无疆，让爱延续！

MFC 杂志献爱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MFC《金属

板材成形》杂志是一个小微公司，还在

为生存挣扎。疫情可能导致 MFC 在未

来 4 个月内的线下活动全部停止，但是

我们一直希望灾区做点什么，真心感激

湖北包括湖北博士隆、东风设计研究院、

东风实业、东风模具冲压、武汉光谷机

电、烽火科技、华俄激光、华工激光、

华中科技大学等众多公司及科研院所的

支持，感谢数以百计业内同仁对 MFC

的各项业务的支持。

不惧嘲笑，贡献虽小，但情意满满！

MFC 全体员工捐款 6087 元支持湖北

抗击疫情。

佛山宏石激光捐款 100W

1 月 29 日，为了助力早日遏制住

疫情，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向

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驰

援疫情防控。

据了解，佛山市宏山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坚持“做中国一流的激光设备供应

商”为企业宗旨，秉承“精益求精，持

续改善”的品质理念 ; “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服务理念 ;“首先卖信誉，其次卖产品”

的营销理念，为发展中国的激光事业做

持续的努力。

苏州迅镭激光捐款 100W

1 月 28 日，迅镭激光向湖北随州

市红十字会捐赠现金 100 万元，专项

用于支援湖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

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为支援

疫区，迅镭激光各部门昼夜接力，紧急

安排，为随州市红十字会、滨海县红十

字会、黄冈红安县医院等机构捐赠第一

批医疗物资：10 吨消毒液原液，20 万

双医用手套，6 万只医用口罩，6000

副防护眼镜；第二批医疗物资：医用口

罩 5 万只，医用手套 10 万双，防护眼

镜 2 千副，鞋套 6 万只，帽子 1.8 万只。

据了解，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总部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是激光应

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

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

武汉帝尔捐款 150W

1 月 31 日，帝尔激光向东湖高新

区红十字会捐款 150 万元人民币，用于

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助

力疫情防控。

据了解，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专注于

激光设备和技术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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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致力于利用精密激光技术为高效太

阳能电池生产服务的企业。

苏州天弘捐款 30W

1 月 25 日，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

限公司全体员工纷纷主动向抗击疫情一

线的工作者奉献爱心、捐款捐物，为抗

疫一线送去隔离防疫服、口罩和手套，

且及时沟通国外友人，进行有偿采购和

捐赠，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绵薄之力。

1 月 30 日，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同

步向苏州工业园区慈善总会捐款 30 万

驰援湖北，用于疫情防控。

据了解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

家专业开发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高

新技术企业、省民营科技企业。也是

“十二五”国家“高功率及皮秒激光器

产业化应用示范“单位。

锐科激光捐款 2500W

锐科激光作为中国航天科工驻鄂企

业，密切关注武汉乃至全国疫情发展态

势，高度重视内部疫情防控工作，及时

掌握情况，及时做出预案，及时采取行

动。值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让我们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共渡

难关。相信，你能，我能，武汉能！

1 月 29 日，中国航天科工党组做

出决定，通过国务院国资委专用账户向

湖北疫情防控一线捐赠现金2500万元，

全力支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航天科工驻鄂企业在积极投身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与地方政府密切

对接对口援助事宜，积极履行央企社会

责任。

河北瑞兆激光捐款 200W

1 月 28 日，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县红十字会捐款

200 万元，此次捐助的款项为迁西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定向捐赠，用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据了解，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致力于

做精机电设备后服务产品，是目前国内

机电再制造领军企业。已通过环境管理

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认证。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国 激光加

工助力火神山医院建设

2020 年开年，一场由新型冠状病

毒引起的疫情肆虐全国，旅游、餐饮、

交通等众多事关民生的经济活动都为

“防疫”工作让步。武汉作为本次疫情

的最重灾区，大量“战士”坚守一线阵地，

为防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着武汉

“小汤山”之称的火神山医院（武汉新

冠病毒感染专科医院）建设工作也正在

与时间赛跑。1 月 27 日，有社交媒体

发消息称，火神山医院第一栋已经完工，

历时 16 个小时！

与时间赛跑的不仅只有武汉人民，

全国各地都有牺牲假期坚守“防疫”一

线的战士。MFC 了解到，有这样一家

企业在突然接到需求后紧急召集本市员

工，连夜赶工为火神山医院供应 180 套

无菌传递窗。

万红军向 MFC 介绍说：“我们原

本是 1 月 22 日放假，2 月 1 日上班。

25 日晚突然接到火神山医院项目的需

求通知，26 日上午立即组织公司主管

开会，动员没有出过本市的员工返厂加

班，为完成光荣的任务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我们也要保证在厂员工的健康和

安全，来加班的职工都没有武汉接触和

双门通道式传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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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史，每天进厂必须测量体温，门卫

免费发放医用外科口罩并洗手消毒，饮

食都由工厂食堂供应保证安全卫生。”

据了解，本次江苏万盛为火神山医

院提供的双门通道式传递窗主要作用是

将无菌区与外界进行隔离，用以存储、

发放无菌物品；其门带玻璃视窗可观察

传递窗内物品；双门互锁设计可避免人

为操作失败。

江苏万盛成立于 2009 年，目前已

有员工 160 人，是一家以医院消毒供

应中心、医用不锈钢非标定制以及高端

钣金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公司。江苏

万盛圆满完成了火神山医院项目的光荣

使命，而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更

有千千万万个万盛在承担各自的抗疫责

任。我们相信，全国一心，众志成城，

新型冠状病毒一定能够被战胜。

Tesla 市值首超通用汽车福特总

和

1 月 9 日，美国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中国制造的 Model 3 陆续交付，

刺激 Tesla 股价续创新高。Tesla 的

市值首次超过通用汽车（GM） 及福特

（Ford） 汽车市值总和。

Tesla 股价周三再升近 5%，收报

492.14 美元，公司目前市值将近 890

亿美元，而通用汽车及福特的市值分

别为约 500 亿美元及约 370 亿美元。 

Tesla 市值超过通用汽车及福特汽车市

值总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市值最高的

汽车制造商。

SONY 无预期发表自动驾驶电

动车 Vision-S Concept

1 月 9 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揭

幕的 2020 年 CES 消费电子展正式开

幕，SONY 出乎全场意料地，推出品牌

首部电动车 Vision-S Concept。不过

SONY 此举并不会教人感到惊讶，近年

Panasonic 等家电和 3C 厂商早已跨界，

涉足电动车研发。

SONY 推出这台 Vision-S 

Concept 展示车具备最先进的自动驾

驶技术，并且融入和 Porsche Taycan

相仿、深具未来感的修长造型，可以看

到它也配备细长的虚拟式外后视镜。

SONY 推出这台概念车的主要目的是要

展示 SONY 在电动车相关的娱乐信息

和声讯等独家技术，SONY 结合半导体

设计大厂 Nvidia、轮胎与汽车配件厂商

Continental、车电大厂 BOSCH、变

速箱大厂 ZF 和 Qualcomm 高通半导

体大厂等厂家共同合作开发。

这台零排放的电动车，全车配备 33

个以上的传感器，和一般电动车与自驾

驶的传感器不同，这台概念车传感器不

只是用来侦测车外的行人和物体，也分

布在设计时尚的四人座客舱内，包括在

个人化的后排座椅，和巨大的全景式车

顶玻璃，此一传感器结合顶级扬声器，

将能让音响系统实现 360 度的逼真环绕

音效。

这台电动车座舱内也配备一些设计

新奇的配备，整个仪表台是由 5 个屏

幕构成一个全辐式宽屏幕，最左和最右

是车外虚拟后视镜的车外景象显示屏

幕，另外方向盘前方是数字化仪表，另

有中控台轿大屏幕，前乘客座前方也和

电动车 Vision-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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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can 相似，有乘客专属的屏幕，而

中控台下方还有一个空调系统操控切换

的专属触控屏幕。而前座椅背头枕上也

有左右双娱乐屏幕。

Uber 携现代攻空中出租车

1 月 8 日，美国 Uber 和韩国现代

汽车合作开发空中出租车，加入这个正

在起初阶段的竞赛，在大城市推出飞行

汽车。

Uber 表示，与现代合作开发的四

人座纯电动空中出租车原型，已在拉斯

韦加斯亮相。这款车能垂直起降，时速

约 200 里，一次充电可行驶 60 里。

Uber 说，最初将由人工驾驶，但

未来将成为自动驾驶。该公司说，目标

是在今年试飞，三年内开始商业营运，

在 2023 年以前开放顾客预约搭乘空中

出租车。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在

2040 年之前空中出租车市场的每年产

值估计达 1.5 兆美元，客运将占 8510

亿美元。

Uber 认为空中服务是一个使人们

脱离私有车、进入共享车辆网络的途径，

这是 Uber 想成为运输业亚马逊愿景中

最具未来意义的面向之一。但空中出租

车的监管方式目前仍不明确。

世界第五大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

正在新兴科技方面努力赶上规模更大的

竞争对手，因为消费者愈来愈青睐共享

乘车，而这项趋势是造成全球汽车销售

下滑的原因之一。

Uber 将为合作伙伴提供空中支持

服务，并提供与地面交通联系，而现代

汽车将生产和部署这款飞行车。

美国 Uber 和韩国现代汽车合作开发的空中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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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热轧 EPS 汽车大梁 500L

成功冲压试模

1 月 8 日电 ( 王景巍 ) 鞍山钢铁集

团 ( 简称“鞍钢”)8 日发布消息称，日前，

鞍钢热轧 EPS500L 试验料首批 8.0mm

厚度 500L 汽车大梁钢，在华菱星马冲

压试模成功，带钢表面质量、性能及冲

压成型性满足要求，后续陆续进行涂装、

盐雾试验等环节验证。

EPS 即 Eco Pickled Surface 缩

写，是一种用钢砂和水混合，去除钢板

表面氧化铁皮的技术，既可以生产出不

低于酸洗板质量的板卷产品，又可以满

足环保要求。

据鞍钢该项目负责人介绍，为应对

热轧产品发展需求，鞍钢于 2018 年 11

月在热轧带钢厂建设一条EPS生产线，

用于替换传统酸洗工艺去除热轧板卷表

面氧化铁皮，以达到在满足环保要求的

条件下生产出替代酸洗板的产品。2019

年 5 月 30 日 EPS 线热试成功，2019

年 9 月具备供货能力。

在交流推介中，鞍钢与华菱星马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并签

订供货技术协议，2019 年 10 月开始采

购鞍钢热轧 EPS500L 试验料，近日首

批料冲压试模成功。

华菱星马作为中国重要的重型卡

车、重型专用车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研发

基地，整车年生产能力 2 万辆，年需求

钢材量约 1.5 万吨。

徐工巴西银行获批筹建 将成为

中国制造业首家海外银行

1 月 6 日，徐工巴西银行当地时间

6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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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该行获批筹建情况。

徐工巴西银行的获批筹建，标志着

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实现了在巴西产融结

合零的突破，创造了中国资本在南美大

陆金融服务领域里程碑式跨越，开业后

将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家海外银行。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民在致辞中表示，徐工将坚定不移支

持徐工巴西银行的运营与发展，除按期

缴纳 6000 万雷亚尔 ( 约合 1500 万美

元 ) 股本金之外，还将按照巴西央行的

要求陆续增资，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要

求，并致力于成为服务中巴企业的新金

融平台，为促进巴西当地经济发展和就

业做出新贡献。

徐工巴西银行行长顾世英介绍说，

徐工巴西银行项目于 2017 年初开始启

动，期间先后经过政策咨询、同业交流、

现场调研、专题答辩会议及审批等十余

个环节，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收到巴

西央行的正式书面批复，同意筹建徐工

巴西银行，并要求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

内完成筹建工作，筹建后开业并正式进

入金融市场。

顾世英表示，徐工巴西银行开业后

将持有“融资租赁”、“信贷业务”和“投

资银行”3 个金融牌照，可从事融资租赁、

流动资金贷款和消费信贷，以及同业拆

借和投资等业务，将成为江苏省省级海

外工业园——徐工巴西工业园的共享金

融平台，在销售端融资降低币种错配，

以及风险防控前置等方面，支撑工程机

械主业在巴西乃至南美的稳健发展。

皮纳托、埃瓦尔等巴方嘉宾也分别

在会上致辞，对徐工巴西银行获批筹建

表示祝贺，期待巴中两国企业及银行加

强合作，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首批“日照产”汽车一月走出国

门

1 月 3 日，来自尼日利亚的客商与

中兴汽车签下 500 辆汽车订单，一月

20 日，首批 25 辆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

司制造的“大领主”皮卡汽车将发往尼

日利亚，而这也是“日照产”汽车首次

走出国门。“中兴皮卡车，质量绝佳，

性能可靠，是皮卡车中的 NO.1。”客

商赞不绝口。

日照中兴汽车是日照高新区招引的

具有整车生产资质的汽车生产项目，由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日照高新

发展集团共同投资建设。项目计划总投

资 40 亿元，共分两期建设，全部达产后，

产能将达 30 万辆 / 年。2019 年 12 月

26 日，“1、5、6、7（商用车、专用

车、乘用车、轿车）”生产资质的正式

落地，使中兴汽车从单一的皮卡企业成

为真正意义上商乘兼备的汽车企业，整

车项目的全面投产填补了日照整车制造

的空白。

 “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既是汽车生产

基地，也是对外出口基地，建立了先进

的汽车试验中心、环境模拟试验室、性

能测试试验台等先进的研发设施，保障

产品达到最优使用性能和可靠性。公司

整车制造自动化率达到 70％，工艺装备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日照中兴汽车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立东介绍说，冲

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实

现联调，产品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当日，在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冲

压车间，只见造型不一的机器人正在“娴

熟”地工作着，抓取板料、拉伸、切边、

整形、成形，几分钟内一个发动机盖板

下线。厂房一侧，各种车身外板整齐地

码在一起，等待着下一道工序使用。在

焊装车间，各种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屈

臂摆身，有条不紊，车间内一片繁忙。

目前，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研发

的高端皮卡“大领主”开始批量生产，

年度款皮卡已更新完成。未来两年，日

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生产“1 系、3 系、

7 系”3 个平台 9 款车型。其中，日

照中兴第一款乘用车———A0 级跨界

SUV 运动版，20 台车正在试制，本月

中旬完成安装，3 月进入小批量生产阶

段，5 月即可量产；7 系产品新增全尺

寸越野皮卡，打造爱车一族的专属产品。

按照“立足商用车、拓展乘用车、

发展新能源”的战略规划，日照中兴汽

车有限公司在深化传统汽车领域影响力

的同时，全面发力新能源汽车。“锁定

新能源是我们的另一目标，日照中兴的

3 个平台都能生产新能源汽车。”吴立

东说，“大领主”新能源皮卡车正在研

发制造中，今年将上市，而正在设计研

发的油电混动车，也将于年内下线。

随着产能的不断释放，圆日照“整

车梦”的日照中兴汽车，带来的不仅仅

是就业人数的增加，经济数量的扩大，

同时也带动了日照市汽车产业的发展，

形成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的强力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