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MC 2018 ended with record-breaking visitors!
展会观众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General Overview　展会概览

Exhibition Area (sqm)　展会面积（平方米）

Visitors Entries　观众人次

No. of Exhibitors　参展商数目

No. of Local and Overseas Visiting Delegations
本地及海外买家团数目

100,000

97,129

1,159

120



Exhibitor Profile
参展商资料

19 40Exhibiting Countries
& Regions
参展国家及地区

Domestic Pavilions
国内展团

模具及成形技术、材料及模具制作
（其中汽车模具类 18%）

Mould & forming technology, materials and 
mould product (among 18% auto mould)

金切精密及特种加工机床，工具
Metal cutting precision machine tool
and non-traditional processing machine too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产品分类

32%

冲压设备及塑料机械
Punching machine and plastic machinery 4.5%

30%

CAD/CAM/CAE 集成、信息化管理技术、互联网 +
Internet + CAD/CAM/CAE integrated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7%

CHINA JAPAN
KOREA

AUSTRIA
SWISS

SLOVENIJA

BELGIUM

GERMANY

SWEDEN

FRANCE

ITALY

TURKEY

U.S.A
CANADA

3D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光特种加工技术
3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 laser processing 11%

自动化集成技术及装置、机器人
Automation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Robot

13.5%



Exhibitor Profile
参展商资料         

金切精密及
特种加工机床，工具

模具及成形技
术、材料及模具制作

CAD/CAM/CAE 集成、
信息化管理技术、

互联网 +

3D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
光特种加工技术

自动化集成技术及
装置、机器人

冲压设备及塑料机械



贵宾、领导、知名展商、VVIP采购商开幕见面会

贵宾、领导、知名展商、VVIP采购商参观



2016-2018年度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精模奖”项目评定结果

“精模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承担单位

别克新君威 B 级车 SGM E2SB 侧围外板全序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 J5LA 侧围外板整形侧整形冲孔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雪铁龙 B 级车 X7RR 行李箱外板浮动斜楔修
边冲孔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

福特 P357 底盘件侧整形模具 冲压模具 湖北十堰先锋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断路保护器定位板模内自动铆轴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空调翅片智能化大列数高速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前壳组合双型腔嵌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东明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下通风格栅与前保险杠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天津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
副仪表板储物盒嵌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青岛海瑞德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仪表板上本体与安全气囊一体成型金属及网布嵌
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青岛海泰科模具有限公司

电子连接器一体成型微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昆山嘉华电子有限公司
ZS12 前左右门内饰板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远东制模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储油罐上下盖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
汽车空滤管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复杂左右门槛内装饰压条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奥迪汽车左右前侧翼板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跃飞模具有限公司
本田轿车精密双色车灯罩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赛豪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自 2006 年第十一届国际模展开始，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将延续了 20 年的模具评定活动正式命名为“精模奖”评定，并得到了国资委
的批准。对参展模具及模具标准件进行“精模奖”评定，已成为行业重要的认定活动。“精模奖”评定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模具企业
的技术创新积极性，推动了模具行业的技术发展。

随着“精模奖”评定工作的不断规范化和科学化，影响日益扩大，模具企业申报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模具企业将参与此项评定活动
视为“在行业中展示自己的能力”、“树立企业产品品牌”的重要标志，并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本届“精模奖”参评的企业来自北京、浙江、广东、福建、四川、山东、江苏、上海、湖北、河北、安徽、天津、湖南、陕西等模
具行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一些模具发达地区的地方模协还组织了集体报名。

此次“精模奖”申报的项目基本涵盖了模具行业的各大门类，如：塑料模具、冲压模具（含精冲模、汽车覆盖件模具）、铸造模具（含
压铸模）、橡胶模具、玻璃模具及模具标准件等。在申报的项目中不乏构思巧妙，设计新颖，制造精湛的精品项目，涌现出较多的高端模具（如
导光板模具、镁合金车门模具、路虎汽车仪表型支架镁合金压铸模具等）。其技术创新水平代表了当前国内模具的领先水平，有些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外，有些申报项目还融合了国家当前倡导的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和智能化等理念。

在 2018 年 6 月 5 ～ 6 月 9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期间，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继续开展了两年一度（2016-2018 年度）
的“精模奖”评定活动，由中国模协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组对国内参展并申报的模具和模具标准件项目进行了技术水平的评定。本次“精
模奖”共评出一等奖 28 项，二等奖 44 项，三等奖 36 项，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研发投入、行业产品优化、人才提升等方面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也使得模具企业通过竞技的方式提高了模具的精密制造技术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精模奖”评选结果如下 ：



“精模奖”二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承担单位

比亚迪 ST 翼子板全序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

模块化柔性车身模夹一体化总拼平台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烟台怡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 C211 左右侧围外板全序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亿森（上海）模具有限公司

左右翼子板翻边侧整形侧冲孔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厦门金龙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英菲尼迪 Z777 翼子板冲孔斜楔整形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模具分公司

标志雪铁龙 K9 侧围内板全序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一汽红旗半桥壳修边模具 冲压模具 烟台泰利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 SGM D2JB-I 项目 B 柱补丁板热冲压
模具 冲压模具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大众朗逸中通道热冲压模具 冲压模具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表双历定位簧杆高速精密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天津职业技术学院
低压电器 GBT 安装板模内互铆多工位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宁波美高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φ42.2 电机散片三列大角度回转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弯卷圆镀金弹片多工位精密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套箱抽芯内斜顶结构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青岛海泰科模具有限公司
车门内饰板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青岛英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前保险杠本体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常州博赢精密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众泰汽车 L10 仪表板微发泡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车门上装饰板精密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台州美多模具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热塑性固封极柱注射模具 注塑模具 麦迪驰杰 ( 厦门）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双色防伪盖立体旋转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耳机挂钩螺纹抽芯与弧形抽芯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宝利根 ( 成都 ) 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长安 S301 项目 A 柱上饰板低压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模具分公司
东风乘用车 G29 前格栅高光蒸汽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奥迪 C8 前轮罩压铸模具及自动化切边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马赛车箱体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辉旺机械有限公司
CVT250 主壳体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系列化斜楔 标准件 武汉东风科尔模具标准件有限公司



AI 眼镜框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上海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加油口盖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 E2SB 行李箱门槛板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余姚市鼎鑫模塑有限公司
汽车空调温度风门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天锐模塑有限公司
手机镜筒精密高效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花洒喷头精密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余姚市联通塑模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通风格栅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三角盖板金属嵌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海县大鹏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大型深腔薄壁汽车保险杠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台州市凯华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通气格栅模内切双物料旋转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台州市凯华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门板骨架大型精密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台州市黄岩星泰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DX7 前保险杠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台州市恒基模塑有限公司
北汽新能源 C11CB 车门外板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
副仪表前部加强支架自锁内抽油缸增力机构注
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艾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持吸尘器手柄转动弯管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喷头地插长距绞牙抽芯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电子币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威迪亚精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汽车油缸座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宝利根 ( 成都 ) 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 EA211 发动机压力管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模具分公司
空气净化器正面外壳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宝马 F40 汽车尾门内板大型碳纤维嵌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仪表板装饰板 INS 复合模具 INS 复合模具 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
冰箱内胆模块化真空吸塑模具 真空吸塑模具 滁州市锴模装备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大型风机整体式转子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市北仑燎原模铸有限公司
汽车变速器中壳体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奥迪中央扶手支架镁合金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市北仑鑫林机电模具有限公司
江淮汽车减震塔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系列化工艺模块化准冲压模具 标准件 深圳市基石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精模奖”三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承担单位

发动机罩外板旋转压边机构包边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泊头市京泊汽车模具有限责任公司

后车门内板侧修边修边冲孔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河北浩然模具有限公司



江淮汽车 M432 左侧围外板全序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装备有限公司

东风乘用车 X37 侧围外板修边冲孔翻边整形及
斜楔修边翻边整形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

长安 C212 前罩外板翻边模具 汽车覆盖件
冲压模具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事业部

车身支架多工位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剪切式汽车轮罩护板冲切模具 冲压模具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座椅底盘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余姚市通运重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青岛海瑞德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电视机背板支架级进模具 冲压模具 青岛海瑞德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手机摄像头外壳精密拉伸旋切模具 冲压模具 厦门捷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空调面板与罩壳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上海崴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智能格栅支架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慈溪市盛艺模具有限公司
电脑风扇风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多版本大型物流托盘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美灵模塑制造有限公司
法国雷诺标致汽车左右翼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余姚市远拓塑模有限公司
军用发火体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余姚市通运重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前保险杠中支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天锐模塑有限公司
汽车仪表框底座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海县现代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空调马达支架双料旋转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
A 柱外装饰板高光无痕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宁波宇升模业有限公司
大型精密组装式物流托盘与周转箱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落水槽双物料水平对射式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台州市黄岩星泰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中空门板气辅成型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浙江万豪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标签打印机中框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捷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过滤网卡扣条连续跳步式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利用牛顿力学摆钩控制开模顺序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4 腔提环精密叠层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汽车空气导流板单腔多角度抽刀片双物料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亿和精密工业控股有限公司
汽车音响双物料金属嵌件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珠海西比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搪塑仪表板发泡模具 发泡模具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备胎仓 SMC 成型模具 SMC 成型模具 武汉市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奔驰轻卡变速箱铝合金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辉旺机械有限公司
大型重卡离合器壳体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自动变速箱制动毂压铸模具 压铸模具 宁波鑫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度铝箔模具系列化模架 标准件 杭州萧山精密模具标准件厂



2018年度优秀供应商评选结果公布
2017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DMC2017）已于2017年6月13日～1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随

着历届中国国际模展的推出的新技术新装备展品，已成为展现当今世界模具制造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交流平台、反映国内
模具行业的需求，随着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以及DMC具有的知名品牌专业性展览会的认可，为了引导模具企业采购，中国
国际模展开展的优秀供应商评选对促进我国模具行业的技术进步，装备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模具工业是高技术背景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随着模具行业的发展，现代化的模具要实现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产流程来实现模具工业的现代化。2017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主办单位之
一的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十分注重展览会的内涵，在历届展览会上均开展了对展览会展品的评述工作，至今已成定式。为
了更好地为模具企业提供多元的服务，为企业的模具设计、加工解决方案提供保障，进一步推动模具及模具相关行业交
流与互动，主办单位将在模具企业采购中优先推荐，并在中国模协官网上宣传。在2017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
会期间，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将依据供应商在模具行业产品水平、市场占有率的高低、对模具行业服务满意等行业贡献指
标，并结合模具企业的意见开展评定优秀模具增减材制造装备/自动化装备供应商、优秀模具材料/标准件供应商、优秀
模具成形设备供应商、优秀模具制造软件供应商、优秀模具测量设备供应商活动。现评选结果39家优秀供应商如下：

优秀模具增减材制造装备/

自动化装备供应商

（共15家）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FANUC

乔治费歇尔精密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GF+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MITSUBISHI

沙迪克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SODICK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MAKINO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特博精机（深圳）有限公司

HP Inc

斯棱曼激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LM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ROWA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虎将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汉霸机电有限公司

南阳市中捷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材料/

标准件供应商

（共13家）

一胜百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ASSAB
上海安格利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穆-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龙记集团（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德信模钢实业有限公司

双叶精密模具（中国）有限公司 FUTABA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MISUMI
菲薄若（上海）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FIBRO
模斯堡模具工业（无锡）有限公司 MEUSBURGE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日立金属（东莞）特殊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HITACHI

优秀模具成形设备供应商

（共3家）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顺兴开浩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制造软件供应商

（共2家）
武汉益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测量设备供应商

（共6家）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MITUTOYO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WENZEL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HEXAGON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CARL ZEISS
青岛麦科三维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增减材制造装备 / 自动化装备供应商，
优秀模具材料 / 标准件供应商，

优秀模具成形设备供应商，优秀模具制造软件供应商，
优秀模具测量设备供应商评选结果公布



26.72%

28.85%

42.88%
1.55%

Visitor Profile
观众资料

Visitors Entries　观众人次

Overseas Visitors　海外观众人数

Countries & Regions　国家及地区

97,129

7,268

29
其他　Other

专业员工
Professional Staff

决策层
Decision-maker

部门主管
Department  Manager

(Overseas Buyer Progam 主办方力推海外买家计划 ) 

国内观众 海外观众

By Job Title　职级分类

By Geographical Origins　地区分类

亚洲

欧洲 港澳台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 非洲

50.9%

20.36% 20.36%

3.6%
3.3%
1.5%

81.02%

6.48%

5.13%
1.96%
3.25%

2.6%

 

Southern China　
华南

Central China
华中

Southwestern China
西南
Northwestern China
西北

Eastern China
华东

Northeastern China
东北

Northern China　
华北



注：由于模具制造行业与其他行业有所重复，故总和超过100%

Visitor Profile
观众资料

58.86%

34.21%

16.34%

5.14%

3.26%

5.08%

2.85%

2.16%

2.94%

1.48%

2.12%

2.45%

模具制造 
汽车制造 / 汽摩零配件

机床工具
橡胶塑料制品

仪器仪表
计算机 / 电子产品 

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

家电制造
国防军工 / 船舶

包装 / 日用品
其他

金切精密及特种加工
机床、工具、测量仪

68.22%
模具及成形技术
材料及模具制品
77.22%

冲压设备及
塑料机械
49.32%

互联网 +CAD/CAM/CAE
集成及信息化管理技术
30.58%

3D 增材制造技术及
激光特种加工技术
35.88%

工具
21.42%

其他
38.56%

自动化集成技术
及装置、机器人
52.63%

By Interested Product Groups　感兴趣的展品

By Industrial Sectors　行业分类

展品及成交统计
2018 年，大中型先进设备：615 台 / 套。现场成交 2.89 亿，与上年同比增长 9%，意向成交 5.28 亿，与上年同比增长 11%。



Visiting Delegations
参观团

120 8,000 Visitors
观众人数

No. of Visiting Delegations
参观团数

中国商飞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韩国行业参观团  Korean Visiting Group
上汽通用模具采购代表团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模具厂
福特汽车南京研发中心
本田生产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乘用车资源开发中心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广菱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前途汽车（苏州）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麦格纳动力总成（常州）有限公司
潍坊汉唐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瑞鹄汽车模具公司参观团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公司参观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
鸿腾精密（昆山）有限公司
富誉电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
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大连机器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黄岩信辉模具设计工作室
常熟市创新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楷豪

安徽宁国中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曼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艾姆精密机械泰州有限公司
锐嘉科技
昆山众科达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金一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昌隆文具有限公司
上海盛智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边角料交易中心
潍坊八维模具设计有限公司
友德汽车电器（海门）有限公司
东精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国钢模具科技
苏州睿优达模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立讯电子有限公司
优华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昶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共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华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邀请团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钜顺模具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代表团
东莞横沥代表团
德国工商会 AHK 参观团
韩国模具协会参观团（无锡友程）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上海)参观团

Trade Visitors Delegation　参观团名单（部分）



莘庄工业园区参观团
昆山国际模具城
上海重型装备制造行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市汽车工业行业协会
苏州市机械工业联合会
上海市塑料行业协会
上海模具技术学会
余姚市五金制品协会
上海市虹口模具协会
上海市金属切削技术协会研讨会会议代表
深圳模具技术学会
山东省模具工业协会
天津市模具工业协会
宁波慈溪市模具行业协会
湖北省模具工业协会
苏州市模具行业协会
北京模具行业协会
乐清市模具行业协会
昆山模具工业协会参观团
余姚市模具行业协会
常州模具协会参观团
金华市模具行业协会
济南模具工业协会
宁波北仑模协
泊头市模具工业协会
广东省东莞市机械模具产业协会
吉林省模具工业协会
永康市模具行业协会
宁海模具行业协会

温州市模具协会
嘉兴市模具行业协会
重庆市模具工业协会
沈阳市工装模具行业协会
烟台市模具工业协会
泉州市模具行业协会
四川省模具行业协会
河北省模具行业协会
 MM《现代制造》读者团
上海机械网参观团
北京立基锻造会议参观团
MFC金属板材成形参观团
《模具工业》杂志社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沙洲职业工业学院
华东理工机械动力与工程系
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上海市同济大学
上海市工程技术大学
常州机电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明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VVIP
制造业500强VVIP采购商

综合行业 VVIP 采购商名录（部分）

公司名称 拟采购产品
霍尼韦尔 电子产品模具生产厂家

Apple Inc. 锻压机（800 ～ 1500t 冷热锻）/  精密冲床
苹果采购运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新型金属加工工艺 节省材料，提高产品外观 /  模具材料 提升模具寿命 /  金属热处理 消除应力 /  模具钢材 /  伺服机床 /  精密冲压

艾欧史密斯（中国）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注塑件成型工艺、汽车模具、家电模具
倍科电器有限公司 注塑模具 / 发泡模具 /  钣金模具 /  铝压铸模具 /  模具配件

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 塑料模具（新技术应用提高产能及质量）

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家电钣金模具 国内最高标准 /  家电钣金生产线 国内最高标准 /  金属成型，焊接生产线 国内最高标准 /  洗碗机，烤箱，洗衣机，冰箱，
干衣机，灶具，油烟机类金属成型，焊接，组装，模具等相关供应商 国内最高标准 /  注塑模具 /  塑料粒子 /  模具钢材 /  模具标准件

飞利浦超声（上海）有限公司 注塑成型一站式解决方案
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精密机械模具、光学级产品模具

飞利浦照明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新技术和效率提升，光学注塑
南京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小型金属激光切割机 切割规格在 700*500*0.8 的金属的机器 /  南京周边五金模具厂 主要话题；维修铸造模架的模具

上海柯达乐芮 各种新型环保资源
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手术器械厂 设备 & 模具

西门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 系统监控、工业互联网、云服务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软件 操作方便，提高效率 /  模具加工软件 操作方便，提高效率 /  模具加工设备 操作方便，提高效率 /  模具检测设备 操作方便，提高效率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线缆加工 /  小金属件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五金模具材料 SKD11 DC53  Cr12MoV

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塑料手柄开模，3D 打印模具
马夸特开关（上海）有限公司 精密模具/  出口注塑模具供应商 出口经验，英文对口能力，有相关家电经验（有叠模相关经验更好）/  出口吸塑发泡模具供应商 出口经验，英文对口能力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 叠模技术，气辅成型，金属模具、设备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原材 材质，质量，交期，价格，/  成型件 设备 / 成型 / 加工工艺，价格驱动因子 /  维持 / 保养

上海信天通信有限公司 传动系统产品，电子仪表，新能源系统
上海云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连续模 / 拉伸模

3M 中国有限公司 硅胶模具 液态硅胶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电气类冲压件 /  电气类机加工件 /  3D 打印 /  激光扫描测量

戎威（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 上海戎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模具新技术

上海商米科技有限公司 塑胶模具 /  外观工艺 /  热处理工艺

上海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新材料应用 新材料 /  精密模具制造 精密模具 /  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精密模具 模具寿命长、模具精度高 /  手持、台式收银机
等智能产品模具 产品尺寸大、变形度小。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模具开发与制作

上海理光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冲压加工自动化化 机械手加工 /  模具 CAE 分析软件 分析结果与实际的结果接近 /  特殊工程二次加工的自动化 如何降低不良率和
加工成本 /  模内攻丝设备供应商 能保证顺利完成多工位的模内攻丝 /  压铸件 成型加工厂商 投影仪高精度镁铝合金压铸零件加工 /  
CEA 分析软件 拉伸成型状况分析，应力分布状况解析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线切割 /  自动化设备 /  模具管理系统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1、机床设备（CNC、高速机，火花机，快、慢走丝，深孔钻，注塑、五金生产设备）。/  2、五金、注塑快速换模系统。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冲模，塑模相关模具及设备。
上海安普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DDR 类端子高速模具 SPM 1400.

西蒙通讯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注塑模具 生产模，实验模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激光切割
舍弗勒 ( 中国 ) 有限公司 非标机加工零件 按图加工零件

绿点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热处理的模具原材料
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公司 冲压及注塑模具 / 新材料

1200 480 Match-makings
展商参与现场采配对接

Purchasers
采购商



整车、汽配 VVIP 采购商名录（部分）

公司名称 拟采购产品
标致雪铁龙上海研发中心 冲铆模具供应商 /  滚压模具供应商

捷豹路虎中国 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车载娱乐
法国雷诺上海代表处 冲压模具 / 注塑模具 / 压铸模具

安波福（原德尔福汽车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寻找整模，热流道，模架及模具备件的供应商 /  塑料模具热流道 侧浇口热流道，叠模热流道 /  硅胶模具冷流道 LSR 模具专用 /  模具标准件 普通塑料
模具易损件 /  机加工耗材 高性价比 /  多轴成型机 Cycle Time, 适用产品 /  塑料模具热流道 侧浇口热流道，叠模热流道 /  硅胶模具冷流道 LSR 模具专用

奥托立夫 ( 江苏 ) 汽车安全零部件有限公司 非标精密金属件加工（材料硬度 HRC60-62）/  非标铜导轨 /  钨钢精密件加工（材料硬度 HRC75）/  注塑件加工和模具开发（POM 材料）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线束产品的注塑自动化技术  /  模具 / 模芯快速更换技术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模具清洗设备 快速，有效

博世南京 模具制造自动化 ,GF（Gorge fischer）, Zimmer Klein  /  自动投影仪 OGP smart scope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模具工艺及制造技术  汽车展示模型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汽车注塑和冲压模具， 新技术和设备
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不锈钢冲压件

钢宝利 辊轴模具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铝合金压铸模具 /  铝型材挤出模具 /  热成型模具 /  注塑模具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昆山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底盘或白车身 PRG/TRF/Tan 等冲压模具（为国外冲压工厂在中国市场采购模具，工厂要有出口资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模具及模具技术，加工设备

麦格纳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 汽车零件用冲压模具 / 热成形模具 /  压铸模具 汽车零件用压铸模具
麦格纳汽车镜像 ( 上海 ) 有限公司 模具 注塑和压铸 /  模具零配件 模具钢材和模具标准件 /  设备 加工设备和注塑机 /  新技术 模具相关新技术
麦格纳汽车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新技术、新设备
麦格纳（太仓）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热流道 /  模具钢材 /  模具标准件 /  压力传感器
麦格纳动力总成（常州）有限公司 整模采购 冲压模具 /  模具备件采购 按图施工 /  工装夹治具采购 按图施工

昆山麦格纳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连续模以及冲压件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冲压工艺及设备 & 热处理技术及装备

深圳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检具、标准件、软件、设备等
天合亚太有限公司 真空助力器壳体 冲压件 800T 以上压机，表面处理电泳 /  卡钳支架 冲压件 级进模，表面处理镀锌镍 /  电子助力器 gear cover 高清洁度，深拉伸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模具及成型类加工设备 最新的模具加工设备和模具表面处理技术
安徽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工装模具 /  冲压自动化设备
海斯坦普汽车（亚太） 模具 /  镭射夹具 /  检具 /  冲压件及液压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焊接设备 /  智能制造相关设备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注塑模具 汽车塑料件注塑模具 /  冲压模具 汽车金属件冲压模具 /  热流道、模具钢材 模具热流道、模具钢材 /  软模、快速成型件 零件软模、快速成型件

伟巴斯特车顶供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冲压件，铝挤出，压铸件，冲压模具，塑料模具

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覆盖件模具 面品、制件合格率（间隙面差）及特殊结构 /  高强板模具 制件合格率（间隙面差）回弹 /  热成型模具 工艺、新结构、成
本控制及公差控制 /  铝合金模具 新工艺、新结构、回弹、毛刺及公差控制等

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公司 汽车模具、压铸模具、热成型技术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工装夹具 立式加工中心，拉伸机等设备上使用 /  刀具 车床铣床使用 /  材料成型试验机工装夹具 /  金相辅料 /  导板、导柱 MISUMI 标
准 /  斜楔 SANKYO 标准 /  氮气弹簧 KALLER 标准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模具、工装 质量、寿命、价格、服务 /  材料 质量、寿命、价格、服务  /  外购件 质量、寿命、价格、服务  /  热处理、成型工艺等 质量、寿命、价格、服务
吉利汽车制造工程中心 CAE 软件，模具，标准件，锻件等

智车优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奇点汽车 自动化冲压线 /  热成型模具 /  外覆盖件模具 /  车身结构件模具 /  汽车冲压外覆盖件模具 /  汽车外覆盖件铝板冲压模具 /  汽车
1200MPa 高强板冲压模具

丰田汽车技术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小型斜楔、弹簧、表面处理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三五轴加工中心 3000*2000*1000  /  三坐标 3000*1500*800  /  高速钻孔机  /  雕刻机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模具材料 硬度，刚度，耐高温，表面质量，光洁度 /  模具加工工艺 CNC，点火花，线切割，3D 打印，翻砂 /  模具表面涂层 特氟龙，
防粘料材料 /  快速模具应用 快速模具加工时间（两周以内）

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精密平面磨床 /  精密内外圆磨床 /  加工中心 /  专用设备
丰田一汽（天津）模具有限公司 加工设备及测量设备 /  模具部品情报

佛吉亚（无锡）座椅部件有限公司 模具材料，加工工艺，涂层技术，模具自动化，冲床设备
埃驰（上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化学发泡，精密成型。模具加工设备（CNC,EDM 机）; 模具制造商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塑胶，金属冲压和金属压铸模具厂。精密模具：寿命长，精度高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工艺，模具材料。汽车钣金冲压模具 / 模具新技术，新型塑胶，金属材料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塑料件轻量化模具技术（达到外观级）
天合亚太有限公司 冲压件

奇点汽车——智车优行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模具，特别是大型铝板零件的模具
上海飞乐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数控机台设备

上海思致汽车（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 铝合金模具，压铸件模具



DMC最佳绿色展位设计奖评选
展览会作为展示行业技术、设备的平台，还应该引领参展企业服务宣传、市场营销创新方面起到促进作用，搭建

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平台。“最佳绿色展位设计奖”评选活动的意义在于，从企业展台设计方面着手提倡绿色、节
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国家政策始终提倡“节约能源、创节约型社会” 这也为展会发展、展商参展树立了基本理念，国
家对展览材料绿色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材料的使用是展台搭建材料的国际趋势，展商对市场开拓成本控制越来越重
视，“DMC绿色展位设计奖”评选将助推企业市场开拓。

对于此次展位设计评选活动我们要始终贯彻绿色环保精神从三个理念-绿色、简约、快速。首先具有环保概念，“绿
色展览”要求搭建材料在少破坏甚至于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还能够不断重复使用、循环利用或者再生使用的展
具。其次具有简洁概念，“简约展览”就要求材料质地轻便、灵活多变的结构，能有更好的展品展示效果。最后是具有
速度的概念，“快速展览”就是要求材料的使用拆装更加方便，运输搬运更加便利适应展览会的短周期。

（ 以上展台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沙迪克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GF加工方案



Exhibition Hall Map
展馆图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展馆平面图
Layout of NECC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展馆交通图
Traff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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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Events 
同期活动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第八届三次理事会

主题：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建设若干提案审议
－继续开展模具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报告
－报告第八批重点骨干模具企业审议核准情况
－《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模具》首发式

2018 模具行业国际合作与创新发展大会

主题： 
－国际报告：主要国家模具产业国际发展报告
 ——亚洲模协主席、中国模协会长
－国际合作报告：实施中国模具对标德国基准化分析企业整体评价
 ——德国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亚琛模具研究院（WBA）
－创新产业报告：冲压模具及工艺的创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上海交大模具CAD/CAE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模协冲压模具委员会主任
－创新产业报告：塑料模具创客创新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模协塑料模具委员会主任单位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总监
－专题报告：从天汽模信息化建设看创新与发展
 ——天汽模 模具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行 业 盛 会

技 术 引 领

模具智能制造与自动化技术应用论坛

主题：
主旨报告：模具自动化制造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发布启动：
－未来畅享——模具智能工厂发展蓝图
　　　——数字化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武汉益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塑胶模具智能制造蓝图及发展路线图
　　　——数字化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覆盖件冲压模具智能制造蓝图及发展路线图
　　　——数字化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模具工厂自动化蓝图及发展路线图
　　　——数字化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模具智能车间互联互通标准
　　　——数字化信息委员会专家组（武汉益模科技有限公司）
－专题报告：模具 CAD / CAM / CAE 发展趋势报告
　　　——数字化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汽车冲压模具成形技术高峰论坛

主题：
以“国际汽车冲压模具的发展研究”为引领，“数字化车身模具工艺技术

发展探讨”和“汽车覆盖件模具智能化加工的应用”为主题。
产学研用结合，模具企业与国内外汽车主机厂，零部件制造厂（涵盖车身

等），汽车原材料、装备、软件供应商等共同推动冲压模具智能化，工艺、装备
一体化技术，精冲模、大型复杂级进模的冲压成形及工艺、装备技术。

主题报告：《国际汽车冲压模具的发展研究》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主题报告：《模具国产化的新征途》
 ——上海通用汽车冲压规划
主题报告：《赛科利模具智能制造与自动化应用》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1、汽车覆盖件模具智能化加工技术研究及展望——模具事业部
 2、铝合金等材料在车身轻量化中的应用——技术中心前瞻技术科
主题报告：《精冲模结构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研究及应用分析》
 ——北京机电研究所
专题报告：《如何做到模具发运前零件3分质量要求》
 ——上海大众汽车采购
专题报告：《模具制造行业对试模压力机的重新定义》
 ——法格锻压机床（昆山）有限公司

2018(第二届)增材制造技术应用高峰论坛——增材制造·助推模具产业

探讨：
增材制造与模具成型技术，增材制造与模具随形冷却系统的高效制造，

先进激光制造模具应用。

主题：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与装备及其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先进激光加工技术
 ——GF加工方案 
－金属3D打印技术在模具上的应用案例分享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制造增材之道
 ——易欧司光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先进激光技术在模具行业的应用
 ——大族激光高功率焊接总部 
－To Be or Not to Be：增材制造之变及模具应用案例
 ——GE增材制造中国
－中国模具产业新业态与数字时代下3D增材制造提升模具制造能力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2018模具材料产业技术与运用高峰论坛暨2018中国模协材料委员会年会

主题：
标准新思维引导产业技术升级
主要议题： 
－“模具材料质量评级标准”及“模具材料优秀供应商”评定启动
 ——钢铁研究总院
－学术报告：国产压铸模具钢应用技术进展
 ——东北特钢集团
－学术报告：模具材料精料化高效服务创新
 ——宁波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报告：从损伤实例谈模具选材及大同防伪识别系统
 ——大同特殊钢（株）
－学术报告：粉末冶金硬质合金材料的发展及其在模具上的应用
 ——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
－学术报告：金属3D打印技术在模具行业中的发展现状
 ——宁波中物力拓超微材料
－主题报告：优选材料提升模具产业能力
 ——中国模协模具材料委员会主任

2018中国模协装备委员会首次全体委员会议

主题：
中国模协装备委员会工作方向、工作任务的确定与实施。

2018模具制造装备提质增效解决方案提升高峰会

主题： 
－在机测量和智能修正技术在模具加工中的应用
 ——北京精雕科技
－制造装备在精密模具加工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
－数字化制造实践及案例分享
 ——东江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先进激光技术在模具行业的应用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高品质模具3D打印应用与发展
 ——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虚拟装配技术在模具制造中的应用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
－新时代的模具与涂层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OBP海外买家专场/全球制造业500强VVIP国际采购商专场采配

主题：
－欧美、日本、东南亚、墨西哥、巴西等
－汽车、消费电子、家电、IT等

市 场 开 拓

“一带一路”国际模具产业论坛

推动中国周边国家及金砖国家的制造园区、经济开发区开展模具及模具关联
产业的共享共建，由竞争到合作，由企业到平台，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更具权
威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产能及投资合作。

主题： 
－中国模具企业东南亚投资乐园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工程推动产能合作，搭建平台助力企业海外布局谋发展
 ——中国·越南（深越）经济贸易合作区
－欧洲制造中心
 ——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中欧工业圈—比利时）
－南非的模具发展现状及市场需求与中国合作的探讨
 ——南非模具工业协会
－印度模具及相关工业的发展与中国合作的前景
 ——印度模具工业协会

DMC2018模具及模具制品国际采购对接会

为加强中国模具产品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和对接，将DMC2018打造成模
具采购资源最集中、最高效的商务平台，重磅推出“DMC2018模具及模具制
品国际采购对接会”，拟邀请百家中国模具及模具制品供应商与数十家海内
外模具、模具制品采购商对接。



Media Advertisement
媒体广告

强大的针对行业的大数据营销，10 万 + 用户线点对点宣传邀请 !

百度投放 246 万覆盖精准行业人士数据库

2150 万呈现量 / 年

今日头条投放 2520 万盖覆精准行业人士数据库

2 亿 5000 万呈现量 / 年

现场直播平台括包 1.DMC 直播 / 2.MM 现代制造 / 3. 工直播

线上，斥百万巨资投放信息流广告，精准定位！

线上广告  ONLINE

DMC2018 现场直播



巨量资金投入，地毯式宣传覆盖国际国内各大媒体，提升品牌影响力！

国内 各大主流专业媒体，行业媒体宣传造势，助力模具行业升级发展！

国际 新闻媒体集锦欧美日媒体协会权威合作，海外推介重磅展
商，吸引海外目光！

线下广告  OFFLINE

户外广告华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全覆盖，提振模具行业普世影响力！

户外广告集锦

上海花木路站（CCMT 期间）

联冠聚和（国际）机床城

上海龙阳路站（CCMT 期间）

台州火车站护栏广告

昆山正泰隆国际工贸城

慈溪工业区

金铭国际工业模具城

慈溪工业区

上海徐泾东地铁站（CME 期间）上海徐泾东地铁站（CME 期间） 上海徐泾东地铁站（CME 期间） 东莞展览中心站（DMP 期间） 深圳会展中心站（SIMM 展期间）



Media Cooperation
合作媒体（部分）

 ·《中国模具信息》 

 ·《Europe Tool & Mould Making》

 www.etmm-online.com

 · 工场网《FNA magazine》 

 www.ecfna.com

 · 株式会社日刊工业新闻社 

 ·《プレス技術》 

 ·《型技術》 

 · MM《现代金属加工》 

 · AI《汽车制造业》  

 · PT《现代塑料》 

 · MM 金属加工网 mv.vogel.com.cn

 · AI 汽车网  auto.vogel.com.cn

 ·《金属加工》（原名·《机械工人》） 

 www.mw1950.com

 · 金属加工（微信号） 

 ·《模具工业》 

 ·《制造技术与机床》 

 ·《机器人世界》 

 · MT 机床网  www.mtmt.com.cn

 ·《锻造与冲压》  www.metalforming.com.cn

 ·《数控机床市场》 www.skjcsc.com

 ·《电加工与模具》 

 ·《智能制造》  www.idnovo.com.cn

 · 智造网  www.idnovo.com.cn

 ·《现代刀具技术》 

 ·《现代金属加工》 

 ·《现代汽车工业》 

 · QC 检测仪器网 www.qctester.com

 ·《航空制造技术》 

 · 航空制造网  www.mte.net.cn

 ·《航空制造与技术》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国际汽车设计及制造》 

 · 荣格工业资源网 www.industrysourcing.cn

 · 荣格金属加工网 

 www.industrysourcing.cn/metalworking

 · 荣格汽车网 www.industrysourcing.cn/auto

 · 荣格塑料橡胶网 

 www.industrysourcing.cn/plastics

 ·《电器》 

 ·《国际钣金评论》 

 ·《模具制造》 

 · 模具网  www.molds.cn

 ·《模具世界》 

 ·《五金钣金与冲压》 

 ·《机床世界》 

 ·《工具世界》 

 ·《工业机器人》 

 · 中国金属加工网 www.mw35.com

 · 国际金属加工网 www.mmsonline.com.cn

 ·《国际机械工业商情》 

 ·《台湾模具暨制品总览》 

 ·《台湾工具机总览》 

 · 机械工业网  www.ais800.com

 · 中国压铸模具网 www.mould.org.cn

 · 前沿数控技术（微信号） 

 ·《CNC 刀具世界》 

 ·《磨削世界》 

 · 全球数控刀具网 www.cctw.cc

 · 世界磨削网  www.moxw.cn

 ·《工具商情》 

 · 中国金工网  www.cmti.cn

 · 中国塑料模具网 www.mouldsnet.cn

 · 中国塑料制品网 www.ecppn.com

 · 国际模具网  www.2mould.com

 · 聚模网  www.jumold.com

 ·《黄岩模具》 

 ·《机床市场与采购》 www.cjcsc.cn

 · 中国锻压网  www.duanxie.cn

 · 天下机械网 /《机加工》   www.qctms.cn

 · 中国塑料机械网 www.86pla.com

 · 盖世汽车网  auto.gasgoo.com

 ·《汽车与配件》 

 · 海智在线  www.haizol.com

 · 易模网  www.cmpc.cc

 · Ofweek 激光网 laser.ofweek.com

 ·《MA》杂志  www.maonline.com.tw

 ·《现代机床》  www.mmtol.com

 ·《刀具界》  www.djcimt.com

 · 汽车制造网  www.auto-made.com

 · 中国汽车材料网 www.qichecailiao.com

 · 中国机床商务网 www.jc35.com

 · 上海金属网  www.shm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