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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贵宾名单
VIP  LIST

于　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匡佩远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产业组织处处长

辛晨华　　　　工信部装备司机械处调研员

褚克辛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武兵书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杨建荣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会长

李德群　　　　国家工程院院士

王丙林　　　　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何植尧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健和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蔡理明　　　　台州市黄岩区区委常委

方崇辉　　　　黄岩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会长助理
顾春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非礼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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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贵宾

Mr. Bob Williamson 南非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 国际模协主任

Mr. Christian Dihlmann 巴西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Mr. Lim, Young Tag 韩国模具工业协同组合秘书长

Mr. Thay Peng Kee 马来西亚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Mr. Philip Ang, 菲律宾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Mr. HSU SHIU MIN 中国台湾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Mr. Manjunath Govindarao Bedre 印度模具工业协会秘书长 

Mr. Toshikiyo Makino 日本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Mr. Bruno Barthelmy    福特汽车公司全球车身工程总监

Mr. Michael Gallagher   加拿大 FTI 公司全球总裁

Mr.Michael Taylor     美国塑料工业协会国际贸易副会长

Mr. Mikel Yang  杨小军     巴斯克政府自治区企业发展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副会长

叶　军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军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嘉敏　　　　浙江嘉仁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模具行业联合会秘书长

杨立群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陈迎志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志富　　　　昆山嘉华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震　　　　上海交大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绍浒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鲍明飞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模具工业协会会长

蔡考群　　　　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开幕式贵宾名单（二）
VIP  LIST

 （非礼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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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 :
DMC2016 的总展出面积达 70,000 平方米，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35 家中外展商参展，包括中国、奥地利、

德国、新加坡、意大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英国、美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 :

展览面积 ：70,000 平方米

参展商 ：1,235 家公司

观众 ：91,340 名观众

Total Number of Exhibitors:                  
DMC2016 total Gross Area: 70,000 sqm.1,235 

companies and manufacturers from 15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China, Austria, Germany, Singapore, 

I ta ly ,  Japan,  Korea,  Austra l ia ,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U.K. and U.S.A., Hong Kong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DMC 2016.

Data On Exhibition 展会概况

Category of Exhibits 展商展品 

观众数据 DMC2016
与上届展会相
比的提升比例

观众总数 91,340 +11.61%

国内观众 85,913 +10.60%

海外观众 4,165 +30.30%

www.diemouldchina.com

www.dmcexpo.com 新常态　新发展

调结构　促升级

CAD/CAM/CAE 集成、信息化管理技术、互联网 +　    7.00%

冲压设备及塑料机械   　　　  4.50%

模具及成形技术、材料及模具制作   　　　34.00%
（其中汽车模具类 18%）

自动化集成技术及装置、机器人  　　　  8.50%

3D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光特种加工技术 　　　  4.00%

金切精密及特种加工机床，刀具工具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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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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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观众统计

Origin of Visitors:             
Domestic visitors came from 2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ic region: Anhui, Beijing, Chongqing,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Guizhou, Hainan, Hebei, Henan, Heilongjiang, Hubei, 

Hunan, Jilin, Jiangsu, Jiangxi,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Ningxia, 

Shandong, Shaanxi, Shanxi, Shanghai, Sichuan, Tianjin, Tibet, 

Xinjiang, Yunnan, Zhejia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verseas visitors were from 32 countries and regions: 

Austria, Australia, Belgium, Brazil, Canada, Czech, Egypt, 

France, Germany, India, Indonesia, Iran, Italy, Japan, Korea, 

Liberia, Lithuania, Malaysia,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Pakistan, Peru, Poland, Russia,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pain, Sri Lanka, Sweden,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U.K, U.S.A and Vietnam etc.

The first day: 26913; The second day: 31589; On the third 

day: 24235; On the fourth day of 8603. (p/t)

观众来自 :

国内观众来自 25 个省市、自治区：安徽、北京、重庆、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苏、

江西、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陕西、山西、上海、四川、天津、

西藏、新疆、云南、浙江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海外观众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捷克、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

日本、韩国、利比里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巴基斯坦、秘鲁、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

斯里兰卡、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英国、越南等。

其中第一日：26,913；第二日：31,589；第三日：24,235；第四日 8,603。

（人次）

模具制造    52.92%  医疗器械  3.16%

汽车制造 / 汽摩零配件 20.34%  家电制造  2.84%

机床工具   14.59%  国防军工  2.12%

橡胶塑料制品  5.24%  工程 / 重型机械 3.03%

仪器仪表   4.67%  钟表 / 玩具 1.48%

航空航天   3.13%  包装 / 纺织机械 1.96%

计算机 / 电子产品  4.89%  其他  2.27%

观众地区类别

大陆地区观众区域统计

观众部门分类统计

观众职务分类 

上海本地观众
31.38%

外省市观众
63.70%

国外观众
4.52%

港澳台观众
          0.4%

部门主管
44%

决策层
27%

专业员工
28%

其他
1%

华东
69.02%

西北
0.38%

华北
9.17%

西南
1.25%

华南
10.87%

东北
1.94%

华中
7.37%

管理与研发
40.29%

采购
29.16%

其他
2.06%

技术
25.77%

服务
2.72%

91,340
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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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Delegations      参观采购团

主办单位共组织模具制造行业共120个参观团，8000人，超150部大巴接送前

来展会现场参观采购模具制造设备，部分照片罗列如下：

AHK/GIC Delegation 德国商会参观团

韩国行业参观团Korean Visiting Group

宁波慈溪市模具行业协会参观团

无锡模协参观团

洛阳模具工业协会参观团

北京模协参观团

莘庄工业园区参观团

昆山模协参观团

常州模具协会参观团

济南模具工业协会参观团

东莞长安参观团

北仑模协参观团

横沥参观团

泊头市模具工业协会参观团

广东省东莞市机械模具产业协会参观团

长春市模具工业协会参观团

北京模协参观团

宁海模协参观团

常熟市创新模具有限公司参观团

瑞鹄汽车模具公司参观团

浙江炜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团

滁州宏达参观团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公司参观团

安徽吉晟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团

安徽宏泰模具有限公司参观团

安徽福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参观团

MM《现代制造》读者团

北京盛世昊天广告有限公司参观团

上海重型装备制造行业协会参观团

上海国际商会会员企业参观团

苏州汽车工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电子信息行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电器工业行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电镀协会参观团

苏州发电协会参观团

苏州热电协会参观团

苏州市机械工业行业协会参观团

苏州塑化行业协会参观团

上海市塑料行业协会参观团

上海市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参观团

上海通信广播电视行业协会参观团

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参观团

江苏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团

沙洲职业工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参观团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参观团

上海工程技术学院参观团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参观团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参观团

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参观团

上海市同济大学参观团

上海市工程技术大学参观团

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学院参观团

上海机械网参观团

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参观团

嘉兴市模具行业协会参观团

安亭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参观团

泰科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参观团

昆山国际模具城参观团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参观团

昆山布鲁斯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团

上海拜龙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团

友德汽车电器（海门）有限公司参观团

上海市金属切削技术协会参观团

台州市塑料行业协会参观团

常熟市天银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团

机床杂志社参观团

上海市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协会参观团

湖南工程学院参观团

《模具工业》杂志社参观团

台中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参观团

黄岩信辉模具设计工作室参观团

深圳市大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参观团

上海模具技术学会参观团

云智造参观团

登云学院机电工程系参观团

云智造企业参观团

无锡九和模具有限公司参观团

上海莱沃德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

宁波中物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参观团

安徽艾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参观团

南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参观团

AIAG供应链论坛参会代表团

余姚市五金制品协会参观团

NCB企业邀请团

上海扬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参观团

广州佐川邀请企业参观团

富士康科技集團
昆山六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楷豪有限公司参观团

三菱电机大连机器有限公司

西夏墅刀具工具参观团

上海港荣钢铁有限公司参观团

安徽宁国中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日新有限公司参观团

福特汽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公司

参观团名单（部分）
Buyers & Trade Visitors Delegation

沙洲职业工业学院参观团

昆山模具城参观团

上海机械网参观采购团（部分）

慈溪模具行业协会参观采购团
富士康参观采购团

云智造参观采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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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部门

苹果采购运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金属模具工程项目部 / 项目经理

苹果采购运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CT R&D  / Lead engineer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模具部 / 标准化经理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能源事业部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全球供应链 / 电气产品经理

GE通用电气医疗集团 供应商质量

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模具采购部

德尔福中央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工程部 / 经理

3M中国有限公司 模具部 / 经理

戴尔采购(厦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全球采购 / 全球采购经理

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PHILIPS LED 模组

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公司 技术部 / 部长、系长、课长

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制造技术研究部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设计部总体设计

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工艺装备中心 / 型号总工艺师

上海理光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室部品技术G / 冲压首席工程师、首席项目经理

上海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部 / 冲压开发主管

上海双立人亨克斯有限公司 研发部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通用中国制造部

制造业 500 强 VVIP 采购商邀请

展前共邀请500强采购商逾800名，超过300名到达现场，经主办单位安排，现场与展商点对点采购及对
接，部分到场名单如下：



DMC 2016

2016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DIE & MOULD CHINA 2016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部供应商质量管理 / 采购

上海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 冲压工程科经理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结构部 第五事业部 / 结构总监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结构部 / 结构科长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模具中心 / 采购工程师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冲压专家、集团专家、模具专家、CAE专家

佛吉亚(无锡)汽车座椅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部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工艺主管

博世汽车部件（南京）有限公司 AA事业部

延锋伟世通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采购部 / 采购部经理

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部 / 采购经理、冲压经理、金属件总监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金属件技术部

斯凯孚(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部

上海海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整车集成部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部 / 供应/采购主管

法国雷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采购部 / 采购

长安汽车上海研究院 电装开发所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分公司 专家、主任工程师

PSA Peugeot - Citroën 标致雪铁龙上海研发中心 冲压部 / 部门经理、冲压专家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部 / 高级采购经理、采购经理

沃尔沃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管理部 / 经理

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管理部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部 / Purchasing

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设计部 / GROUP LEADER

霍尼韦尔汽车零部件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涡轮增加技术 全球采购 / 主管

霍尼韦尔综合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ACS / 机械设计主管、模具设计主管

安徽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冲压技术 / 科长

昆山麦格纳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采购部 / 采购经理、STA(技术专家)

苏州麦格纳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模具经理、冲压经理

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部 / 模具综合主管、模具设备管理

伟巴斯特车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部 / 主管

丰田汽车技术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车辆生制技部 / 成形生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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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模具、模架 ：  　　All Kinds of Dies & Moulds:

 2450 多件 / 套 / 批  　　Nearly 2,400 Sets

 展出模具材料及工具 ： 　　Display Mould Materials & Tools:

 1500 套 / 把  　　Nearly 1,500 Sets

 展出大中型先进设备 ： 　　Large & Middle Sized Advanced Equipment on Show:

 725 台 / 套   　　725 Sets

 展品价值 ：   　　Exhibits Value:

 4.65 亿元          USD 71,500,000

 展会现场留购 ：  　　Exhibits Purchase on spot:

 2.91 亿元　            USD 44,800,000

 展品留购率 ：  　　Exhibits Purchase Rate:

  62.58  %                　　62.58%

 期货成交额 ：  　　Futures Contracts:

 4.48 亿元   　　 USD 68,920,000

           

历届展会成交情况  (Trade Results of Previous Die & Mould China)

年  份
Year

展品价值
Exhibits Value 

($Million)

现场留购
Exhibits Purchase 
on Spot ($Million)

期货成交
Futures Contract 

($Million)
备注

Remark

2004 25.75 18.13 50.78

包括中外展商、展品
(including both domestic & overseas 

exhibitors)

2006 37.5 21.8 66.6

2008 55 33.57 71.7

2010 59.68 32.65 72.03

2012 65.7 34.8 74.8

2014 70.3 44.5 69.6

2016 71.5 44.8 68.92

            （不完全统计　Incomplete Data）

Total Trade Volume During The Exhibition 展品及成交统计

总计 725 台中大型机床，共 6433 立方。

总重量 2358 吨，相比 2014 年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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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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28 ～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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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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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项，二等奖 39 项，三等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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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1 BMW缸体低压铸造模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精密转印定制注塑模具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3 SGM E2XX 热成形TRB雪橇板模具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4 采埃孚传动器壳体压铸模具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5 大型汽车前保护板叠层注塑模具 天津市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   

6 Tesla铝板前纵梁上段多槽模具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7 电视面框电水复合高光注塑模具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8 新型汽车油箱吹塑模具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9 车载HUD抬头显示模组投影镜筒精密注塑模具 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10 HM2X前壳小型化精密注塑模具 东明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FIAT553汽车行李架支持座注塑模 宁波远东制模有限公司   

12 22F动簧组合（衔铁及银触点）模内铆接多工位级进模 宁波美高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13 DW300曲线锯外壳模具 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   

14 大型复杂骨架微发泡注塑模具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15 博世高压电喷系统部件注塑模具 江苏泽恩汽机车部品制造有限公司

16 全景天窗模具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17 38KV固封极柱模具 麦迪驰杰（厦门）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18 转轴斜楔 武汉东风科尔模具标准件有限公司   

19 汽车天窗支架模具 青岛英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20 微发泡注塑模具 青岛海泰科模具有限公司 

21 双色法兰注射模具 青岛海瑞德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22 精密汽车双色底座模具 浙江赛豪实业有限公司    

23 管道式换热器集液管整体级进冲压成形模具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大众VW511窗框饰条模具 常州博赢模具有限公司   

25 SOPO16L(94X150)-12P引线框架模具 厦门市特克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26 G5-397机架模具 厦门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27 自行车前叉塑料模 厦门威迪亚精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28 微动开关端子框架双触点自动铆接模 厦门捷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双色双顶双导向结构设计模具 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10ml酒精擦拭器注塑模具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度“精模奖”评定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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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模奖” 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1 Pump Housing泵壳体 上海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2 屏蔽罩模内装配多工位精密级进模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CASE热力表精密仪器壳体注塑模 余姚市通运重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4 海斯坦普（英国）工厂-GM-D2W0项目-Rear End Panel全工序模具 湖北十堰先锋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5 观致汽车前端模块冷却支架注塑模具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6 精密防粘模高光光导模具 广州导新模具注塑有限公司  

7 拼接式双色光导模具 广州导新模具注塑有限公司  

8 OP10拉延模OP20修边侧修边模OP30翻边侧翻边模后背门外板上段模具 上海宏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9 15EBSH003咖啡机内主体Component Carrier模具 上海崴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10 多工位传递模模具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    

11 531翼子板PE序模具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模具分公司

12 短豆2机盖板模具 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  

13 汽车前保中支架模具 宁波天锐模塑有限公司   

14 保时捷FEC保险杠结构件镁合金压铸模具 宁波市北仑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

15 冲孔组件 北京永茂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6 五水共治1立方综合污水处理池模具 宁波美灵塑模制造有限公司  

17 Y2-225圆片套裁级进模 宁波鸿达电机模具有限公司 

18 柔性多块式免排气孔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9 汽车点火器笔型铁芯高速冲级进模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宝马G38仪表盘模具 宁波鑫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1 XD1503039落水槽双色模具 宁海县现代模具有限公司  

22 江淮M4左侧围外板（540111 1V6500）冷冲压模具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装备有限公司 

23 C柱门外饰板模具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模具分公司    

24 接头本体模具 余姚市茂迪塑模（华迪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5 ATM机送钞板模具 余姚市联通塑膜有限公司  

26 医疗器材双色注塑模具 昆山成功模具塑件有限公司 

27 发动机进气歧管旋转抽芯模具 青岛华涛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8 注塑技术取代压铸成型发动机缸盖模具 青岛佳友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9 剪切式主地毯冲切模具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0 本田2TW讴歌前保险杠下本体注塑模具 浙江台州市恒基模塑有限公司 

31 （雷诺LFF项目）汽车中控台注塑模具 浙江台州美多模具有限公司     

32 汽车车灯双层顶出导光条精密双色注塑模具 浙江伟基模业有限公司    

33 具有改进型抽芯机构的大型变速箱壳体压铸模具模架 浙江科佳模架制造有限公司 

34 带智能监控的起亚2016款汽车玻璃水壶上壳模具 盐城市建得模塑有限公司  

35 汽车中控支架双色旋转模具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油箱吹塑模具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超微尺寸防潮型侧发光led精密注塑模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2.5*6.5*7.2薄膜电容壳模具 厦门市松竹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9 汽车脚踏板模具 惠州市银宝山新实业有限公司

31 带有模具内在线感知系统的注塑成型智能模具 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32 上海通用D358A柱外板带补丁板热冲压模具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自动去除浇口的大型注塑模具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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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模奖” 三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1 Daimler左右减震器支架压铸模具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SGM 358提升门内外板模具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3 自动挡变速箱中阀体压铸模具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4 密封接头本体模具 上海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5 B3弹片多工位精密级进模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Back panel,14L 10010662拉整切钣金模 余姚市通运重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7 捷豹路虎X761项目Front Lower Crossmember全序模具 湖北十堰先锋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8 捷豹路虎汽车气辅门板注塑模具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9 8mm热轧板桥壳片落冲、成型、整形压坡口，三套自动化线冷冲压模具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10 车身加强件连续模 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1 翼子板斜楔翻边模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东风日产B12G铝板模具项目机罩外板模具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 

13 雷诺汽车免喷涂前保下巴注塑模 台州市凯华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14 主气囊皮纹放电加工成型1出2安全气囊盖模具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  

15 连续无滑动多道次渐进折弯成形模具 安徽力源数控刃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16 开口可调翻板式无压痕折弯模具 安徽联盟模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盖子模具 余姚市远拓塑模有限公司  

18 大型行李箱盖外包围SMC成型模具 昆山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19 CN200S侧围外板OP10拉延伸模具 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 左右轮罩复合翻边模具 河北兴林车身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21 D2LC侧围修边整形翻边模具 河北金环模具有限公司  

22 多点五铆钉铆接模具 河北隆泰模具有限公司   

23 精密级进模具滚动导向件系列 杭州萧山精密模具标准件厂

24 F102项目后门总成扣合模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 铝合金引擎盖冲压模具（拉延模、切边模、侧切模、翻边模） 重庆元创汽车整线集成有限公司 

26 具有柔性复位式自锁内抽机构的高档汽车扶手模具 浙江艾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焊接式模块化吸塑模具 滁州市宏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8 高精密自动脱模冰箱箱体发泡模具 滁州市科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9  EVO16多门冰箱门胆真空成型模具  滁州市德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0 钢背烧结多孔质自润滑材料 嘉善德诺轴承有限公司   

31 630T多工位精挤模架 镇江德森模架智能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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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DMC2016）已于2016年6月28-7月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随着28年历届的成功举办，现在它已成为展现当今世界模具制造先进技术与装备、反映国内模具行业新
貌、具有知名品牌的专业性展览会，中国国际模展对促进我国模具行业的技术进步，行业对接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随着模具行业的技术发展，现代化的模具要通过精良的装备，先进的数字化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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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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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
览会期间，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依据供应商在模具行业市场占有率的高低、对模具行业服务满意等行业贡献指
标，并结合模具企业的用户意见对申报的参展单位开展评定优秀模具制造设备工具供应商、优秀模具设计制造
软件供应商、优秀模具材料供应商的活动。现将优秀模具制造设备供应商、优秀模具制造软件供应商、优秀模
具材料供应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2014-2016 年度优秀供应商评选结果公布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优秀模具制造设备、工具供应商，
优秀模具设计制造软件供应商，

优秀模具材料供应商评选结果公布

优秀模具制造设备供应商

（共10家）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建泽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泽恩汽机车部品制造有限公司

沙迪克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哈斯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乔治费歇尔精密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材料供应商

（共6家）

一胜百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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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东非特殊钢制品有限公司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信昌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成形设备供应商

（共6家）

博瑞达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赛帕埃惜精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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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中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磐纹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制造软件供应商

（共3家）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达尔康集成系统有限公司Delcam

武汉益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模具测量设备供应商

（共8家）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马路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麦科三维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形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三丰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思瑞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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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模具协会联合会工作会议 FADMA OBM
2016 年 6 月 30 日

主题：促进亚洲模具的合作与发展，共同推进亚
洲模具技术进步

嘉宾：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印度各国的模具工业协会代表参加。参会
人员25人，外宾19人，中方6人。

国际汽车模具发展论坛
2016 年 6 月 28 日

福特汽车公司
　　——高效制造的设计
加拿大FTI公司
　　——如何在白车身真正地实现同步工程
美国塑料工业协会
　　——美国塑料工业的市场、贸易和发展趋势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对模具标准概念的新理解企业如何降低模具制造成本
美国密歇根汽车研究中心
　　——面向未来的智慧移动出行
巴斯克政府自治区企业发展机构上海代表处
　　——巴斯克汽车工业—西班牙支柱产业
德国EACT公司
　　——德国工模具制造的发展和五轴联动铣削的提升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日企汽车模具在中国的发展和前景
西班牙BATZ公司
　　——巴兹轻量化产品模具
论坛共11名代表参加，1名翻译

ISTMA BRICS Forum ISTMA 金砖国家论坛
2016 年 6 月 29 日

主题：  增加沟通了解，促进金砖国家模具
             行业的合作共赢
嘉宾： 中国、南非、芬兰、巴西、印度各国的

模具工业协会代表以及国际模协秘书处
代表参加。参会人员13人，外宾7人，
中方6人。

同期
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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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源共享互联网 + 模具协同制造峰会
2016 年 6 月 27 日

主题：特邀工信部权威解读有关《中国制造2025》
           面向装备制造业工业云模具行业运用示范
           模具与成型工艺智能化研究
           创客工厂的互联网资源平台探索与实践
           模具行业互联网+加工资源共享SaaS平台
           云智造“定制化”电商平台
           基于云的模具与注塑的协同制造

模具与现代制造产业聚集园区协同发展论坛
2016 年 6 月 29 日

主题：  协同制造促进模具园区建设
　　　　　　——广东横沥集聚园区发展交流
             安徽运营模具制造服务平台服务模具企业
 　　——安徽模具平台服务交流
             从余姚国际模具城到模客小镇
 　　——浙江余姚模具聚集园区发展交流
             打造汽车模具为区域发展服务
 　　——泊头汽车模具发展交流
             组合拳打造黄岩模具集聚区
 　　——浙江黄岩模具支柱产业交流
             产业集聚 品牌建设 创造宁波模具新辉煌
 　　——浙江宁波模具产业园交流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理事会
2016 年 6 月 27 日

主题：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建设制造强国培育
           提升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报告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2015）年

度工作报告
 模具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引纲要审议发布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高层论坛
 ——上海市金属切削技术协会
2016 年 6 月 29 日

主题：模具的数控切削加工
 　——同济大学
           现代切削加工的刀柄系统
 　——RegoFix
           高效、低耗、环保的现代换电站设备
 　——上海汽轮机厂

产业模具标准提升企业影响力竞争力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29 日

主题：模具标准化“十二五”回顾 “十三五”发展新思路
           产业模具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内精外专的标准化思路实现企业研发及产业化目标
           合力的产业模式及其标准化对于企业的影响
           我国模具标准化工作介绍和下阶段工作规划

同期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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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FTI 技术有限公司与超威集团
战略合作签订仪式

VIP 采购商及海外买家对接活动

土耳其 Beko 品牌 Arcelik 倍科电器有限公司
模具采购发布及 B to B 采购会

在会上，Arcelik全球采购经理和家电模具采购主
管等8人到会，介绍Beko集团和Arcelik 公司概况
及在中国采购的模具及零部件项目情况，该公司
每年在中国的采购量为1000套模具，然后分组遴
选了注塑模具制造商，PU及热成形模具制造商，
金属板材冲压模具和铝压铸模具制造商。会后，
Arcelik公司表示DMC模展为BEKO的模具和成形
工艺带来了非常优质的供应商，打通了在华采购
的瓶颈。

模具及模具制品国际采购会及人才对接会

在模具及模具制品国际采购会上，超百家采购商
三百余人在各专区针对以下列出的采购清单与模具
企业、模具展商进行了对接，四个专区分别是：
1.橡塑模具及橡塑制品采购交流区
2.压铸模具有色金属压铸制品采购交流区
3.冲压模具、微特精密模具及冲压零件采购交流区
4.人才交流专区

同期
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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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时间 
Time

公司名称 
Company

主题 
Topic

演讲人 
Speaker

会议室  
Meeting 
Room

6 月 28 日 13:30 - 15:30
易普森工业炉（上海）有限公司

TÜV SÜD 南德认证检测公司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易普森全新 ATLAS 多用炉

及真空炉技术应用

工业热处理设备出口欧盟 CE 认证简介

于天翼 博士

研发设计部总监

TÜV SÜD 南德认证检测

公司

E6-M34

6 月 29 日 9:30-11:30 上海交通大学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初论热处理工艺窗口——如何保证热处

理工艺质量的重现性

潘健生 教授 E6-M34

6 月 29 日 9:30 - 11:30 深圳大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注塑成型自动化

（模内热切）原理及应用

魏　生

技术总监
E4-M26

6 月 29 日 9:30- 11:30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模具行业加工刀具技术讲座

45-70HRC 高硬钢系列整体立铣刀新品

模具高精度加工整体立铣刀系列

模具全能王——全系列可转位铣削刀具

刘　斐 工程师

吴建峰 工程师

詹光林 工程师

E3-M22

6 月 29 日 13:30 - 15:30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FANUC 先进技术推介会模具应用专场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E1-M12

6 月 29 日 13:30- 15:30

艾玛应泰感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IHI 机械系统（IMS）热处理

研究所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领先的感应模压淬火工艺

最新的真空渗碳设备

高品质高性能电阻电热合金研制

Torsten Doering 

总协调员

胜俣和彦 所长

李明扬 博士

E6-M34

6 月 29 日 13:30- 15:30 NCB CO., LTD.
Smart System for Plastic Mold 

Matching Process

Prof. Sujin Kim

Gyeong National 

Chiversity

E2-M14

6 月 30 日 9:30-11:30
好富顿（上海）高级工业介质有限公司

南京科润工业介质股份有限公司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淬火介质和淬火冷却技术的进展报告

新技术在淬火冷却过程中的应用

陈春怀 博士

王书鹏 经理
E6-M34

6 月 30 日 9:30- 11:30

同济大学

瑞格费克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高层论坛

模具的数控切削加工

现代切削加工的刀柄系统

高效、低耗、环保的现代换电站设备

李沪曾 博导

江沛 总经理

吴天明 总工艺师

E1-M15

技术交流会  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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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投放广告（部分）

主办方官网宣传（部分）

媒体广告  Media Advertisement

沪宁、沪杭高速——高炮广告

上海地铁2、7号线——灯箱广告1

上海地铁2、7号线——灯箱广告2

上海地铁2、7号线——灯箱广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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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名称 刊物名称
《中国模具信息》杂志社 《中国模具信息》

《机械工人》杂志社 《金属加工》半月刊

《现代零部件》杂志社 《现代零部件》（与金属加工一起）

《模具工业》编辑部 《模具工业》

机床杂志社 《制造技术与机床》

中国锻压协会 《锻造与冲压》

中国锻压学会 《锻压技术》双月刊

锻压机械杂志社 《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

机电新产品导报编辑部 《数控机床市场》

北京全球世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机床商情》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电加工与模具》双月刊

世纪创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中华检测仪器网
（QC检测仪器网）

中华检测仪器网（QC检测仪器网）

中国机床工具协会 《世界制造技术与装备市场》双月刊

深圳市模具制造杂志社有限公司 《模具制造》www.die-mould.com

北京制造工程研究所

《航空制造技术》杂志社
《航空制造技术》半月刊

荣格贸易出版社

《国际模具制造商情》IDN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IMN

《国际汽车设计及制造》IVN

北京机工弗戈咨询有限公司

《MM现代金属加工》

《AI汽车制造业》

《现代塑料》

通广传媒

《现代模具工业》

《现代金属加工》

《现代汽车工业》

《现代塑料工业》

媒体名称 刊物名称
ETMM 《European Tool & Mould Making》

仰山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国际金属加工网

行讯
《模具世界》双月

《五金钣金与冲压》双月

深圳平凡传媒
《模具工程》

《塑料制造》

深圳市克雷特广告有限公司
《CNC刀具世界》双月刊

《磨削世界》季刊

工场网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原恩系）

工场网《FNA magazine》
(原名 恩系《EMIDAS》)

《工具商情》编辑部
/常州西夏墅工具协会

《工具商情》

台州市天网网络有限公司 国际模具网

联冠机械模具网 www.lgmould.net

盖世汽车网 www.gasgoo.com

上海东方汽车杂志有限公司 《汽车与配件》《制造技术与材料》专刊

《汽车零部件》杂志社 《汽车零部件》

慧聪汽配网 www.qipei.hc360.com

慧聪汽配网 qipei.hc360.com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网

高博前沿数控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前沿数控技术微信订阅号

前沿数控技术（微信订阅号）

东莞金铭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铭模具城

广东联冠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冠模具城

AHK德国工商会

亚信资讯出版社

《国际机械工业商情》www.ais800.com

《中国兵器工业机床工具选型指南》

《台湾工具机总览》

台州市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塑料模具网

全球塑料制品网

《2016中国塑料制品采购指南》

黄岩模协期刊

《模具黄页》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易模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压铸模具网

易模网

《中国模具&制品采购指南》

媒体合作  Media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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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及专刊 Media Report

国内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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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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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

各馆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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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聚焦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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