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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尊敬的展商：

您好！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是中国锻压行业九月节的一

项重大活动，是国内唯一专注于冲压、锻造和钣金制作行业
的专业展览会。在包括贵司在内的广大展商的大力支持下，
2019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于 7 月 17-20 日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 W1-W3 号馆落下帷幕，本届展会取得了突破性的
成功！

2019 年展会展览面积 30,000 平方米，共吸引了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6 家展商，以及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331 名专业观众，共有包括无锡锻压协会、无锡模具协会、
常州模具协会、常州钣金协会、湖南钣金协会、一汽集团、
上海通用、上海大众等 25 个专业团组参观，达 600 多人。展
会现场，多家展商与客户现场签约。

2019 年，由中国锻压协会举办的中国经济与金属成形发
展论坛同期召开，会议同时包含了中国国际锻造会议、中国
国际金属成形会议、中国国际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新技术
及设备滚动发布会，共 7 个会场，分别以经济与金属成形宏
观发展趋势，锻造下料、模具润滑、加热及热处理、自动化、
信息化、材料及轻量化，冲压伺服技术、信息化、轻量化、

机器人、激光、传感器及模具，钣金激光技术、伺服转塔冲
及模具技术、伺服折弯及刀具、信息化、辅助工艺等 18 个主
题排列，共 90 场报告供观众及展商参加。现场共有 3500 人
次登记参加。充分让到场的企业可以有所收获。

另外，展会现场对 2019 年中国锻压行业具有突出表现和
贡献的企业予以颁奖，分别评选了中国锻压行业优秀供应商

59 家共 64 件产品，神工奖 29 家企业 46 个产品，及中国国际
金属成形展览会最佳合作伙伴 25 家。

展会的成功举办除了有优质的展示产品，更离不开专业
观众和专业买家的组织。我们在组织观众上下了很多功夫，
除了扩大同期会议规模，我们还针对江浙沪地区不同行业领
域主机厂、零部件厂登门拜访，调研行业情况，宣传展会。
从 2019 年 4 月 -6 月，事业部郭明银亲自挂帅，一共走访了
800 余家企业、协会，宣贯协会和展会信息，90% 的企业领导
者对于展会非常关注。

此外，今年我们新组建了专业观众服务团队及宣传推广
团队，分别从协会会员、读者、观众、会议代表、拜访企业
等全方位集合行业人员数据，整合了近 8 万行业活跃度较高
的企业数据，分别整理了汽车、家电、电子、网络、通讯、
机械、航空、航天等 20 个行业，40 多家中字头制造业协会及
其理事单位名单。分别以邮件、短信、传真、电话、信件的
方式向全行业传递展会信息。每月定期发行展会报，推介展
商新技术新设备，每月发行量 1 万份。

官网浏览量增长迅速，自 2019 年 1 月以来，总浏览量
近 10 万，访客数达 6 万人，其中来自国外的 IP 数占总数的
15%，这说明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已成为全球金属成形的一个
焦点展会。

今天，微信宣传已经成为我们展会，特别是对展商宣传
的重要方式之一，展览会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人数超 2 万人，
2018 年 10 月以来，共发布了 420 篇微信文章，在展商宣传方面，
我们依据展商提供的素材，整理编辑发布了 200 多家展商的
宣传微信。包括联用中国锻压协会其它部门公众帐号进行宣
传。推出了 10 个展商的微信专题，并在展前，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推出了“优秀展商推荐”这一宣传模式，这些都是金

属成形展免费为展商提供的增值服务。
同时，借助协会的广阔平台，《锻造与冲压》、《钣金

与制作》、《中厚板加工》、维德视频网、中国锻压网等专
业媒体都对展会进行了深入报道。协会的几大公众号，中国
锻压协会、中国锻压网、锻造与冲压、钣金与制作、中厚板
加工、锻压咨询平台、锻压培训，以及各大平台如知乎、头
条号、搜狐号、百家号等都纷纷持续报道。间接关注量达 15
万人。同时，协会与央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人民网、
新华网、腾讯网、凤凰网、中国工业报等 20 多家大众主流媒

体和专业媒体进行合作，不负使命，不仅宣传展会活动，还
面向大众进行行业推介。

亲爱的展商，观众的数量和质量是展商满意的根本，对
此我们一直抱有清醒的认识。不管是宣传还是组团都是希望
更多的专业观众来到现场。在现场，我们听到你们有赞扬的，
也有抱怨的，对于目前的观众人数，我们也是不满意的，我
们将继续努力，扩大宣传和增加直接观众邀请，争取让您的
每一份投入都能获得更好的市场推广，建立更好的企业形象，
获得更多的客户和优质供应商，建立更加广泛的行业和媒体
链接。

当然，我们的展会肯定还会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向所
有展商及重点观众收集了意见表，认真听取建议并及时改正
与完善。我们将继续为不断扩大观众领域及规模，优化展商、
观众服务和降低参展成本而不断努力。

2019 年展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每一位“您”的支持，再
次感谢每一位的付出。展会是行业的晴雨表，展会的成功充
分反应了金属成形行业市场的采购需求与广袤发展。2020 年，
展会移师北京，定档金秋 11 月，在原有 4 大子展的基础上，
增加首届中国国际连接焊接展览会，首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
工模具展览会，主题更明确，分化更专业。让我们北京再次
相聚！

祝贵公司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中国锻压协会金属成形展事业部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组委会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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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锻造新技术发布会部分亮点

2019（上海）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冲压新技术发布会部分亮点

锻造生产线数字化锻造概念——西马克数字化
服务

海克斯康集团 西马克集团

阿波罗圆锯机智能化锯切的核心

浙江阿波罗工具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充液成形先进生产线技术

新技术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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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钣金新技术发布会部分亮点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热冲压成形简介

亚威机床激光技术、柔性生产
线在钣金制作行业的产品应用

三菱电机 e-F@ctory 智能制造
综合解决方案之智能物流

常州市龙星工业自动化系统有
限公司龙星 DIMS 系统特色功

新技术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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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中心，是金属成形

行业影响政策、企业获得支持的绝佳机会；

北京，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商会集中地，是金属成

形行业以点带面寻求市场和合作伙伴的唯一地点；

北京，全国各行业龙头院校、科研院所的所在地，是金

属成形行业招揽英才、攫取新技术，取得创新驱动发展的源

泉；

北京，世界各行业龙头企业集团采购决策中心，是金属

成形企业进军高端市场、拿到丰厚订单的难得机遇；

北京，中国唯一能够号召全国、影响世界的地方，是金

属成形企业提升影响力的最佳机会；

京津冀，雄安新区建设最受益的三个省市地区，将是中

国未来新一轮发展的引擎所在地；

京津冀，中国国有企业集团总部最集中的地方，是世界

高端成形技术装备真正买家的决策机构所在地；

京津冀，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寻求新一轮发展，在北方

布点的最佳场所，是金属成形行业最有发展潜力的市场；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促使制造业高端化，是先进

金属成形技术未来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京津冀，中国锻压协会常驻机构所在地，是行业协会耕

耘最早、了解最深、影响最大的福地。

2020，北京，京津冀，华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中字

头协会举办的金属成形工艺、设备、模具、原材料及其相关

技术的展览会，只有一个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为了解

决北方地区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行业企业发展需求，2020（北

京）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及会议，不仅做强做大传统经

典的锻造、冲压、钣金制作技术及金属成形零部件四大子展，

而且还特设行业热点、企业急需的模具与工具、连接与焊接

两个子展，更好地补齐全产业链，真正做到提供一站式服务，

增加展会的可参观性、实用性。

2020，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及会议，时隔四年，再战华北的十大优势

中国金属成形行业的品牌展览会一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

览会时隔四年重回北京举办，主题是“聚焦智能成形，助推

中国制造”。该展包含六个主题展：第 21 届中国国际锻造展

览会、第 15 届中国国际冲压技术及设备展览会、第 15 届中

国国际钣金加工展览会、第 21 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零部件博

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连接焊接展览会、首届中国国际金属成

形工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20 年 11 月 17 日 -20 日，地点 : 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 ( 顺义新馆 )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2019 年在上海己成功举办，

展示面积 30.000 平米，晨商 386 家，现场登记观众 14.331 人，

线上直播观众器计达 36，048 人次，该届展会从展示面积、

展商规模、观众人数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 同期还成功举办中

国经济与金属成形行业发展论坛、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等，

分为 7 个会场共计 90 场专业主题报告，共吸引 3，.500 人次

参会验听，获得较高的评价。

北京作为全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中心，不仅聚集

了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及世界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世

界高端成形技术装备买家的决策机构所在地。而随着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正在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也带动了京津冀乃

至华北地区制适业的新一轮发展。

2020 年展会将重点依托环海经济圈的独特优势，并贴合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联合东北三省、河南、山东、山西、

陕西、内蒙古等地，依托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军工、航

空航天、家电、通讯电子等行业数万家企业，国绕当下热点

问题，细分领域举办多场高峰论坛，并邀请相关机构、部委、

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参与其中 ; 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的合作，扩大产学研项目成果展示，持续推进行业企业不断

升级。

展品范围：

1、零部件：锻造零部件、冲压零部件、钣金零部件、其它； 

2、锻造装备与技术：锻造装备及技术、锻造辅助设备

及技术、工业炉 / 窑和节能技术、锻造检测检验设备与技术、

其它； 

3、冲压装备与技术：冲压 / 拉深成形装备及技术、液压

成形装备及技术、旋压与其他特种成形装备及技术、冲压辅

助设备及技术、其它； 

4、钣金装备与技术：薄板、管材、型材及线材成形设

备及技术；切割技术及设备、板材表面处理技术、其它； 

5、模具与工装：锻造模具、冲压模具与钣金制作模具、

模具辅助设备与技术、其它；

 6、连接与焊接 : 弧焊设备、电阻焊设备、高能束焊接设备、

其他焊接设备、连接、辅助设备与工具、其它； 

7、材料与辅助材料：钢锭、钢坯及金属棒材，有色金属；

金属板材、管材、型材和线材；焊接材料；模具钢及模具焊

补材料；锯片、锯条、金属板材表面清理材料；润滑、冷却

和防护材料；其它；

8、数据处理（硬 / 软件）、智能化、信息化及自动化系

统以及板材成形件、模具及焊接与连接检测与检验、其它；

9、工厂设备和仓储设备；工艺控制、质量保证、安全

生产与环境保护；媒体、行业组织、进出口服务与企业管理

服务；其它；

2020（北京）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2020北京展

模具＆工装展 : 邹吉淼 女士
邮 箱：zoujimiao@chinaforge.org.cn

手 机：+86 13520897754

连接＆焊接展 : 刘丽旻 女士
邮 箱：liulimin@chinaforge.org.cn

手 机：+86 13691019594

钣金制作展：刘永胜 先生
邮 箱：liuyongsheng@chinaforge.org.cn

手 机：+86 15210676796

钣金制作展 : 李晨东 先生
邮 箱：lichendong@chinaforge.org.cn

手 机：+86 15525210626

零部件展 ：何蔚 先生
邮 箱：hewei@chinaforge.org.cn

手 机：+86 17600761616

冲压展 : 付骥 先生
邮箱：exhibition@chinaforge.org.cn 

手机：+86 15247125390

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中国国
际金属成形展览会官方公众
号及时了解 2020（北京）展

会最新动态

锻造展 : 武杰 先生
邮箱：exhibition@chinaforge.org.cn 

手机：+86 17704805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