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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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春霆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会长助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非礼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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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贵宾名单（二）
VIP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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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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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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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礼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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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n Exhibition

展会概况

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 ：

观众数据

ＤＭＣ２０１６

与上届展会相
比的提升比例

展览面积 ：７０，０００ 平方米

观众总数

91,340

+11.61%

参展商 ：１，２３５ 家公司

国内观众

85,913

+10.60%

观众 ：９１，３４０ 名观众

海外观众

4,165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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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of Exhibits 展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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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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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ｔａｌｙ， Ｊａｐａｎ， Ｋｏｒｅ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ｐａ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Ｕ．Ｋ． ａｎｄ Ｕ．Ｓ．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ＭＣ ２０１６．

３Ｄ 增材制造技术及激光特种加工技术

４．００％

冲压设备及塑料机械			

４．５０％

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 集成、信息化管理技术、互联网 ＋

７．００％

自动化集成技术及装置、机器人		

８．５０％

模具及成形技术、材料及模具制作 		

３４．００％

（其中汽车模具类 １８％）

金切精密及特种加工机床，刀具工具

４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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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 Report

观众统计
大陆地区观众区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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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市观众
６３．７０％

上海本地观众
３１．３８％

港澳台观众
０．４％

国外观众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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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职务分类

斯里兰卡、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英国、越南等。

其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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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层
２７％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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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员工
２８％

部门主管
４４％

观众地区类别
华北
９．１７％
西南
１．２５％
华南
１０．８７％
东北
１．９４％

西北
０．３８％
华东
６９．０２％
华中
７．３７％

观众部门分类统计
其他
２．０６％

采购
２９．１６％

技术
２５．７７％

服务
２．７２％

管理与研发
４０．２９％

观众行业分类
模具制造 		５２．９２％		医疗器械		３．１６％
汽车制造 ／ 汽摩零配件

９１，３４０
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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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由于模具制造行业与其他行业有所重复，故总和超过１００％。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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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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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模具城参观团
富士康参观采购团

慈溪模具行业协会参观采购团

沙洲职业工业学院参观团
云智造参观采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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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机械网参观采购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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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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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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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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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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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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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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DM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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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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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

２５．７５

１８．１３

５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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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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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全统计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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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精模奖”评定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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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项目名称
ＢＭＷ缸体低压铸造模

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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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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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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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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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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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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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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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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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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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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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模具制造设备供应商
（共１０家）

优秀模具材料供应商
（共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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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MA BRICS Forum ISTMA 金砖国家论坛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亚洲模具协会联合会工作会议 FADMA OBM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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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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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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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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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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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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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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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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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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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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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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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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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ＩＰ 采购商及海外买家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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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会 Seminars
日期
Date

时间
Time

公司名称
Company

主题
Topic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6 月 28 日

13:30 - 15:30

演讲人
Speaker

于天翼 博士

易普森工业炉（上海）有限公司

易普森全新 ATLAS 多用炉

研发设计部总监

TÜV SÜD 南德认证检测公司

及真空炉技术应用

TÜV SÜD 南德认证检测

工业热处理设备出口欧盟 CE 认证简介

会议室
Meeting
Room

E6-M34

公司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6 月 29 日

9:30-11:30

上海交通大学

初论热处理工艺窗口——如何保证热处

潘健生 教授

E6-M34

理工艺质量的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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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生

（模内热切）原理及应用

技术总监

E4-M26

模具行业加工刀具技术讲座
6 月 29 日

9:30- 11:30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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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斐 工程师
吴建峰 工程师

E3-M22

詹光林 工程师

模具全能王——全系列可转位铣削刀具
6 月 29 日

6 月 29 日

6 月 29 日

6 月 30 日

13:30 - 15:30

13:30- 15:30

13:30- 15:30

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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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玛应泰感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热处理装备与技术报告会

株式会社 IHI 机械系统（IMS）热处理

领先的感应模压淬火工艺

总协调员

研究所

最新的真空渗碳设备

胜俣和彦 所长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高品质高性能电阻电热合金研制

NCB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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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
6 月 30 日

9:30- 11:30

瑞格费克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Smart System for Plastic Mold
Mat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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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E1-M12

Torsten Doering
E6-M34

李明扬 博士
Prof. Sujin Kim
Gyeong National

E2-M14

Chiversity

陈春怀 博士
王书鹏 经理

E6-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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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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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告 Media Advertisement

主办方投放广告（部分）

沪宁、沪杭高速——高炮广告
上海地铁２、７号线——灯箱广告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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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方官网宣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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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Media Cooperation

媒体名称

刊物名称

媒体名称

刊物名称

《中国模具信息》杂志社

《中国模具信息》

ETMM

《European Tool & Mould Making》

《机械工人》杂志社

《金属加工》半月刊

仰山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国际金属加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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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讯

深圳平凡传媒

深圳市克雷特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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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模具制造商情》IDN
荣格贸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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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钣金与冲压》双月
《模具工程》
《塑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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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现代金属加工》

广东联冠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冠模具城

《AI汽车制造业》

AHK德国工商会

《现代塑料》
《现代模具工业》
通广传媒

《模具世界》双月

《国际机械工业商情》www.ais800.com
亚信资讯出版社

《中国兵器工业机床工具选型指南》
《台湾工具机总览》

《现代金属加工》
《现代汽车工业》

中国塑料模具网

《现代塑料工业》

全球塑料制品网
台州市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2016中国塑料制品采购指南》
黄岩模协期刊
《模具黄页》
中国压铸模具网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易模网络有限公司

易模网
《中国模具&制品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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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及专刊 Media Report

国内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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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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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

各馆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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