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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刘明星、王蕾

中国 5 月官方制造业 PMI 重回

荣枯线下方 创三个月新低

中国 5 月官方制造业 PMI 49.4，

低于预期的 49.9，较前值的 50.1 回落，

创 3 个月新低，并为同月历史最低值。

历史上，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最大

值为 56.60，出现在 2009 年 12 月，

最小值为 49.00，出现在 2016 年 2 月，

平均值为 51.11。此外，5 月中国官方

制造业 PMI 还为同月历史最低值。

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的季节性特征

为：3、9、10 三个月为年内的高点，

历史平均值分别为 51.31、51.16、

51.14；2、1、7 三个月为年内的低点，

历史平均值分别为 50.39、50.62、

50.72。

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在过去曾经出

现与当前相似走势，跌幅最大的一次，

从 2010 年 4 月到 2010 年到 7 月，连

续下跌 3 个月，下降 4.50。

5 月官方制造业 PMI 49.4 低于预

期，大型企业 PMI 仍高于临界点，新订

单指数低于临界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0.3%，比 4 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

仍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为

48.8% 和 47.8%，分别比 4 月下降 0.3

和 2.0 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

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

界点。

生产指数为 51.7%，比 4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

造业生产继续保持扩张态势。

新订单指数为 49.8%，比 4 月下

降 1.6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

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回落。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4%，比 4 月

回升 0.2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

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有所

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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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指数为 47.0%，比 4 月下

降 0.2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

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回落。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9%，比

4 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

上，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

有所加快。

内外需同步放缓，和 4 月下旬开始

政策调整、贸易冲突升级有关。在终端

需求不强的情况下，目前仍处于被动补

库存到主动去库存的阶段。整体来看，

官方制造业 PMI 超预期下滑，意味着前

期各类稳增长的举措，目前效果并不显

著。未来需要在继续结构性去杠杆的同

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来稳消费和稳

制造业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扩大 拉动基建

投资规模

2018 年全国共计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19460 亿元，2018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提前下达 2019 年 13900 亿

元地方政府债新增债务限额。2019 年

1 ～ 4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6333

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 8216 亿元，

发行专项债券 8117 亿元。经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

准，2019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240774.3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33089.2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07685.08 亿元。

根据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拟安

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15 万亿元，比

去年增加 8000 亿元。今年较大幅度增

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将对“补短

板”和基建项目（地铁、城市轻轨、大

型桥梁涵洞等大型公共项目）落地提供

资金保障，将扩大对工程机械、电力、

通信等行业利好。

根据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

议报道，2019 年我国交通运输方面的

工作要点包括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

投资 1.8 万亿元左右。铁路方面截止

到 2018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9 万公里

以上，而在 2019 年，中国铁路总公司

拟投产新线 6800 公里，比 2018 年增

加 45%，其中高铁 3200 公里，2019

年的中国铁路投资将达 8500 亿元新高。

增值税改革首月减税 1113 亿元 

制造业占比超四成

据 5 月征期纳税申报数据显示，深

化增值税改革首月（4 月）实现净减税

1113 亿元。这主要由于 4 月 1 日起制

造业等增值税税率从 16% 降至 13%，

交通等行业 10% 税率降至 9% 等增值

税减税新政实施。

面因素影响：一是销项端税率已经

即时下调，但进项端按原税率开具的发

票首月体现较多，抵扣相应较多；二是

纳税人过去购入不动产尚未抵扣的进项

税额本月一次性转入的金额较大。

在增值税首月减税 1113 亿元中，

制造业行业减税效果最为明显，实现净

减税 476 亿元，占总减税金额的比例超

过四成，居所有行业首位。

MFC 经过调研，本次减税对规范

纳税的企业都有实际的减税效果，对外

贸企业以未税价+税费报价方式的企业，

影响不大。目前反馈比较多的是，钣金

企业的综合税负大约是销售额的2.6%，

人员工资占成本比重高，但是不能抵扣；

还有就是降税的基础是含税价，还是非

含税价业内争议比较大，供应商和生产

商之间要进行博弈，而面对强势的下游

材料供应商和下游用户，金属板材加工

企业往往不占优。技术加工企业希望政

策能够举例解释，防止理解的弹性和随

意性。

家电内销增长，外销下滑

空调出货端：4 月内销延续增长态

势，外销再度下滑。2019 年 4 月空调

行业实现产量 1778 万台，同比增长

4.4%，销量1770万台，同比增长2.9%，

其中内销 1039 万台，同比增长 7.7%，

出口 731 万台，同比下滑 3.3%。累计

来看，2019 年前四个月空调行业实现

销量 5797 万台，同比增长 1.5%，其

中内销 3224 万台，同比增长 4.4%，

出口 2573 万台，同比下滑 1.9%。重

点公司方面，从前四个月整体表现来看，

格力、海尔、奥克斯内销增速分别为

0.0%、-11.2% 和 5.7%。

冰洗和厨电零售端：4 月冰箱洗衣

机量跌价涨，厨电大幅回落。冰箱 4 月

线下零售量和零售额增速分别同比下滑

22.3% 和 21.8%，洗衣机线下零售量

和零售额增速分别同比下滑 20.0% 和

18.2%。重点公司方面，海尔表现出色，

海尔洗衣机零售额和零售量市占率分别

同比提升 1.8 和 1.6 个百分点达 35.7%

和 32.6%。

厨电方面，厨电 4 月零售端再度下

滑，4 月份油烟机线下零售量和零售额

增速分别同比减少 20.8% 和 24.2%，

燃气灶零售量和零售额增速分别同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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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6.5% 和 20.2%。2019 年初至今

地产回暖对厨电行业业绩拉动需要大约

半年的时滞。

核电发展空间仍仍然巨大

截至 2019 年 1 月，我国在运电机

组达到 45 台，装机容量 4590 万千瓦，

在建机组 11 台，装机容量 1218 万千瓦。

目前商运核电的累计发电量约站全国累

计发电量的 4%，远低于占比 74% 左

右的火电发电量。《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2020 年运行核电装机力争达

到 5800 万千瓦，在建装机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核电占比也仅占 5.8%，

发展空间巨大。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

中，金属冲压钣金制品受影响

行业高达 3000 亿美元，税率

10％～ 90% 之间

2018 年的最初的 500 亿美元关税

清单，主要瞄准“中国制造 2025”。

该清单包括电子触摸屏、钢铁板材、医

疗器械、飞机零部件、电池等。

2019 年 6 月生效的 2000 亿美元

关税清单主要针对的是中间产品和原材

料，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冰箱、棉花、

钢铁、铝制品、电子、纺织、金属制品

和汽车零部件等相关产业。从所涉及产

品的贸易额来看主要是：电子产品（贸

易总额占比 24.7%）、机械（19.5%）、

家具（14.8%）、金属制品（8.1%）、



金属板材成形  2019.5

6 OBSERVATION 观察

汽车、自行车及部件（5.9%）、皮革

（3.7%）、塑料和橡胶（4.9%）、化

学制品（4.9%）、食品和农产品（3%）。

后续加征的 3000 亿美元的主要针

对的是消费品（药剂产品、稀土目前不

包括）。

超过 1500 亿美元的是电子产品，

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机、

无线耳机、智能音响等。

产品贸易额来看，手机份额最大为 

446 亿美元（17%），电脑 411 亿美

元（15.7%），电视和显示器 114 亿美

元占比（4.3%）。

其他行业产品中，占比较高的有：

衣服（13.8%）、玩具（9.7%）、鞋（5.4%）

等。在美国的手机、电脑、玩具这三类

产品进口中，中国均占据 80% 上。

部分产业链正加速转移到越南和中

国台湾，第一季度上述两地对美出口增

速分别为越南 40.2% 和台湾 21.5%，

迅速填补中国的出口缺口。

https://www.usitc.gov/tata/hts/

bychapter/index.htm

基建推动工程机械成为制造业少

有的亮点行业

2018 年及 2019 第一季度工程机

械行业整体销量情况：2018 年挖掘机

销量新高，达 203420 台，同比增长

45.0%；汽车起重机销量 3.2 万台，同

比增长 57%；履带起重机销量 1828 台，

同比增长 35%；叉车销量 59.7 万辆，

同比增长 20%；装载机销量 11.9 万台，

同比增长 20%；压路机销量 1.8 万台，

同比增长 5%；推土机销量 7600 台，

同比增长 33%；平地机销量 5200 台，

同比增长 15%。2019 年 Q1 机械销量

74779 台，同比增长 24.51%。汽车起

重机 12415 台，同比增长 70%；销售

装载机 29327 台，同比增长 7%；销售

推土机 1795 台，同比下降 15%，销售

压路机 4672 台，同比下降 6%。

通过上市公司年报看电力行业一

次和二次设备的情况

一次设备（特高压 / 高压）21 家：

特变电工、中国西电、保变电气、卧龙

电气、平高电气、思源电气、东方铁塔、

创元科技、风范股份、经纬电材等，营

收 20 ～ 396 亿之间），高压 2019 年

收入微增，利润好转。

一次设备（中压电气）14 家：置信

电气、森源电气、鲁亿通、双杰电气、

合纵科技、北京科锐、鑫龙电器、白云

电器等，营收 19 ～ 49 亿之间）。

一次设备（低压电气）7 家：正泰

电器、众业达、良信电器、百利电气、

温州宏丰等，营收 11 ～ 274 亿之间。

中低压收入大增，利润骤减。

二次设备 11 家：国电南瑞、国电

南自、四方股份、许继电气、积成电子、

东方电子、理工监测、科大智能、光一

科技、长园集团、金智科技。

美国进口中国产品关税清单分类（金额：亿美元）

500 亿美元清单 2000 亿美元清单 剩余 3000 亿部分

金属制品 9 160 86

家具 292 27

打印机 8 1 53

空调 18 8

冰箱 5 16

其他机械 152 270 61

电脑 15 79 411

电话设备 229

电视和显示器 1 114

相机 8 19 33

电加热器 12 41

其他电子消费品 16 70 86

其他电子产品 147 157 92

汽车、自行车及部件 22 116 8

光学和医学设备 51 14 55

总计 433 1454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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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 2019 年前 4 月同比销

量 -16.85%

4 月，内燃机销量 393.49 万

台，环比增长 -10.52%，同比增

长 -16.06%；功率完成 19579.06

万千瓦，环比增长 -18.06%，同比增

长 -14.37%；

1 ～ 4 月内燃机累计销量 1514.42

万台，同比增长 -16.85%。累计功

率完成 78878.76 万千瓦，同比增

长 -11.21%。

1 ～ 4 月柴油机累计销量 196.40

万台，同比增长 -2.06%；汽油机

累计销量 1317.96 万台，同比增

长 -18.68%。

2019 年 4 月份中国农机市场景

气指数（AMI）为 47.2%，环

比下降 10.0 个百分点，同比下

降 9.9 个百分点

2019 年 4 月份，AMI 在经历了 3

月份的景气之后，跌入不景气区间。

环比、同比双双下跌，折射出以下

信息：环比下跌，说明上半年的 3 月份

成为农机市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4 月

拉开下行序幕；同比下跌，则意味着今

年的市场较之去年依旧低迷。

汽车产销降幅明显，会损害冲压

行业的投资和利润

4 月，汽车产销同比降幅扩大，产

销量分别完成 205.2 万辆和 198 万辆，

比 3 月分别下降 19.8% 和 21.4%，

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14.5% 和

14.6%，同比降幅比 3 月分别扩大

11.7 和 9.4 个百分点。

1 ～ 4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38.9 万辆和 835.3 万辆，产销量

行业 4 月万台 同比增减 2019 年前四月万台 同比增减

船用 0.35 25% 0.97 -11.8%

通用机械 3.43 9.53% 11.64 -11%~-17%

商用车 27.61 -20.6% 108.64 -17.9%

摩托车 147.84 -8.10% 521.80 -16.7%

工程机械 7.67 -9% 30.72 -1%

农用机械 29.62 -17% 123.68 -11%

乘用车 147.62 -18.2% 609.13 -14.5%

园林机械 17.94 -34%~-36% 73.52 -26.34%

发电机组 11.41 -34%~-36% 34.32 -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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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11% 和

12.1%，降幅比 1 ～ 3 月分别扩大 1.2

和 0.8 个百分点。

乘用车产销量同比继续下降

4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

万辆和 157.5 万辆，比 3 月分别下降

20.5% 和 22%，比 2018 年同期分别

下降 17% 和 17.7%，降幅仍大于汽车

总体。

1 ～ 4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688.8 万辆和 683.8 万辆，产销量同

比分别下降 13.6% 和 14.7%。降幅

比 1 ～ 3 月略有扩大。乘用车四类车型

产销情况看：轿车产销比 2018 年同期

分别下降 11.2% 和 12.6%；SUV 产

销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16.3% 和

15.8%；MPV 产销比 2018 年同期分

别下降 18.1% 和 24.2%；交叉型乘用

车产量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14.7%，销

量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1.8%。

新能源汽车同比高速增长

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2 万辆和 9.7 万辆，比 2018 年同期

分别增长 25.0% 和 18.1%。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2 万辆和 7.1 万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长 28.2%

和 9.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2.0 万辆和 2.6 万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长 13.6% 和 50.9%；燃

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 辆和 7 辆，

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84.5% 和

87.5%。

1 ～ 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6.8 万辆和 36.0 万辆，比 2018 年

同期分别增长 58.5% 和 59.8%。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6 万辆

和 27.8 万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

长 66.1% 和 65.2%；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1 万辆和 8.2 万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长 36.3%

和 43.7%；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7 辆和 230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

增长 154.8% 和 289.8%。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下降

2019 年 4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

销售 58.5 万辆，同比下降 27.9%，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7.1%，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5.2 个百分点；其中：中

国品牌轿车销售 15 万辆，同比下降

27.1%，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18.9%，

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3.2 个百分点；中

国品牌 SUV 销售 32.4 万辆，同比下降

30.3%，占 SUV 销售总量的 50.1%，

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7.4 个百分点；中

国品牌 MPV 销售 7 万辆，同比下降

30.7%，占 MPV 销售总量的 73.6%，

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

1 ～ 4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277 万辆，同比下降 22.3%，占乘用车

销售总量的 40.5%，比 2018 年同期下

降 4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品牌轿车销

售 66.2 万辆，同比下降 17.2%，占轿

车销售总量的 20%，比 2018 年同期下

降 1.1 个百分点；中国品牌 SUV 销售

160.4 万辆，同比下降 25%，占 SUV

销售总量的 55%，比 2018 年同期下

降 6.7 个百分点；中国品牌 MPV 销售

36.4 万辆，同比下降 25%，占 MPV

销售总量的 78.3%，比 2018 年同期下

降 0.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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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系列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R系列折弯机器人

立体料库（8层）

激光上下料柔性线

立体料库（18层）激光上下料

（两台激光）柔性线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盘古工业园区   网址：WWW.ANTIL.COM.CN   联系人：孟先生 0514-83838616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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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PUNCH BEND INTEGRATE

跃然于板
              活力赋形 

SHEET METALWORKING, OUR PASSION, YOUR SOLUTION

探索LVD
敏捷、创新和团队精神

在LVD，我们为钣金加工而生。这是我们的原动力！每一天，我们都在挑战传

统，提供具有创新性的、行业领先的钣金加工设备和软件解决方案。当然，所有

这些都是基于工业4.0的原则驱动的！我们反应的敏捷和团队精神让我们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得到客户一贯的大力支持。

助您赋予金属以生命的力量：lvdgroup.com。

Ad_Chinees Corporate_210x285.indd   1 6/05/19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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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上市工程机械企业营收颇丰
下半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文 | 李建

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

的有力拉动下，以及在煤炭、矿山等企

业盈利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工程机械行

业销售依旧保持大幅度的增长。然而，

笔者关注到炮竹声中那一片禁声的角

落，他们是业绩不那么起眼甚至是亏损

的企业，是工程机械流通领域重要的组

成部分，更是业内人士判断时局不该忽

视的。然而，许多身处“局中”的人只

看到三大巨头的喜人数据，这样难免使

市场判断有失偏颇。

以下是笔者根据 8 家行业上市公司

公布的年报罗列的一季度业绩情况（排

名按照营收高低进行），以期读者能在

企业营收增减中得到些许启示。

三一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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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

近日，三一重工公布 2019 年一季

报。报告显示，今年 1 ～ 3 月，三一

重工销售收入 212.9 亿元，同比增长

7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 亿元，同比增长 114.7％，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8.7 亿元，同比

增长 47.5％，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一季度净利润率达到 15.6％，同比

提升了 3 个百分点，为 2013 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38.7 亿元，同比增长 47.5％，

创行业及三一历史最好成绩。

此外，和历史同期相比，一季度公

司的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接近

2011 年同期水平，此外，重起，重机，

泵送等主要事业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

货，反映了供不应求的生产经营状态。

徐工

徐工机械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2 亿元，

同比增加 33.7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3 亿元，同比增加

10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7 亿元，同

比增加 92.34%；基本每股收益 0.128

元。

徐工机械 4 月 14 日晚发布一

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9 年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5 ～ 11.5 亿元，同比增长

83% ～ 121%，年报数据显示销售情况

符合预期。

4 月 14 日晚徐工机械也发布了

2018 年业绩快报，公司 2018 年实

现营业总收入 444.10 亿元，同比增

长 52.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100.04%。

中联重科

4 月 29 日晚间，中联重科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显示，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17 亿元，

同比增长 41.76%；产品毛利率达

30.01%，同比提升 4.68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 亿

元，同比增长 165.98%；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67 亿元，

相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311.56%。

2019年一季度工程机械行业景气，

市场供需两旺，公司的核心产品竞争力

和市占率稳中有升，收入保持较高增速；

毛利率、净利率等盈利指标同比大幅提

升；应收账款和库存周转天数等营运类

指标持续大幅改善。 

柳工

一季度挖机市场延续增长，柳工一

季度实现营收 48.65 亿元，同比上升

8.78%；实现归母净利润 3.04 亿元，

同比增长 5.08%，业绩稳步增长。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2019 年第一季度共计销售挖掘机

械产品 74779 台，同比涨幅 24.51%；

一季度累计销售装载机 29327 台，同比

增长 7.43%。其中，柳工挖机一季度累

计销售 5223 台，同比增长 26.93%，

徐工机械 中联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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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行业增速；柳工挖机一季度市占率

达 6.98%，比 2018 年同期提升 0.13

个百分点，行业地位稳固。

山推股份

山推股份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

报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18.68 亿元，同比下滑 11.7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43 元，同

比增长 1.19%。

截至本报告期末，山推股份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37%；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35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0.89 亿元幅度减小。主

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增

加。 

河北宣工

5 月 6 日，河北宣工发布 2019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实

现营收 11.99 亿元，同比增长 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

元，同比增长 213.11%。

截至本报告期末，河北宣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1 亿元，

同比增长 0.8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 3926 万元，同比增长

49.92%。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 2018 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产品价格上升，使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增加。

厦工股份

根据厦工股份近日发布的 2019 年

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6.53 亿元，同比下滑 31.4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975,694

元，较 2018 年同期由盈转亏。

截至本报告期末，厦工股份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 亿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7

亿元，同比减少 146.38%。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同期减少 146.38%，主要是本

期回款减少导致。

浙江鼎力

2019 年 4 月 29 日，浙江鼎力发

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84 亿元，同

比 23.44%，归母净利润为 1.01 亿

元，同比增长 44.13%，基本每股收

益为 0.41 元，同比增加 46.43%。毛

利率 42.89%，同比 +5.4pct，净利率

26.29%，同比增加 3.78pct。

公司 2018 年国内收入 7.16 亿元，

同比增长 84.23%，占比 43.63%；

海外市场 9.25 亿元，同比增长

30.18%，占比 56.37%。海外市场仍

是大头，国内市场增速在加快，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84 亿元，同

比 23.44%，我们判断国内外收入占比

将延续 2018 年的趋势，国内市场加速

拓展，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日趋成熟，

产品渗透率在提升，公司与远东宏信等

大客户加强合作，同时，不断开拓新的

客户，并且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未

来国内市场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达刚路机

达刚路机披露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46.76

万元，同比下降 52.5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4 万元，同比

下降 94.7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82.40 万元，而 2018 年同期为净流

出 1693.58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016

元。

各企业营收及同比增长情况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销售数据实

在可喜，其中销售挖掘机 74779 台，

同比涨幅 24.51%；装载机 31358 台，

同比增长 2.5%；平地机 662 台，同比

增长 20.54%。

这个情况始于 2018 年，然而，根

据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调研中心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2019 年 4 月份中国工程机

械市场指数即 CMI 为 138.67，同比

降低 5.73%，环比降低 2.31%（依据

CMI 判断标准，130<CMI ≤ 170 比较

乐观，市场稳定增长）。这意味着 4 月

市场或增速减慢，回归正常的市场温度。

然而，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包括采

矿业、铁道运输、道路运输等在内的建

设投资依然有增无减，此外，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房地产一

季度开发投资 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3 月社会融资增量为 2.86 万

亿元，社融数据超出预期，这一切都表

明基建补短板持续跟进。

整体看来，市场情况势头良好，大

有持续增长之势，然而从部分企业的亏

损情况来看，增长中依然不少风险存在，

万不可一味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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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农业极其相似
日本农业机械值得学习
文 | 李建

中国与日本高度相似，虽然中国地

大物博，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可耕种面

积较小，人均可耕种面积较少，再加上

我国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所以我国农

业机械行业急需寻找自己的模式，日本

模式值得学习和参考。

日本农业机械高度发达 农业表

面光鲜

日本则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他

成为世界农业强国有着太多的自身努力

的因素。日本农业现代化走了一条与欧

美先进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同的道

路，取得显著效果，被誉为“日本模式”。

中国与日本农业情况及其相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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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有小部分地区属于大面积作业，主

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省份，

大部分地区农业还是人多地少，土地分

散，小规模经营。

日本根据日本人多地少，土地分散，

小规模经营的国情选择改良品种和改良

土壤在先，机械化在后的道路，具体

路径：“土地改良——化学化——良种

化——机械化”。

日本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特点非

常明显：

⑴先化学化，后机械化。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农业化学化

的国家，这源于其土地少、需精耕细作

的国情。

⑵兼业农户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

日本完全从事农业的农民并不是很

多，大部分是从事他业兼营农业生产。

⑶日本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质量高，

对推动日本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

日本有着发达的农业合作社——日

本农业协同组合 ( 农协 )，其功能多样而

全面，涵盖了农业生产、农产品购销流

通等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资料采购、

农民生产计划、农产品的销售等方面的

事务都有相关的分会来负责。

⑷农村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同步也

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点。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农村工业化

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工业企业

到农村地区投资办厂，吸引农村富余劳

工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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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到工业企业就业，在农村设立工厂

的企业能够享受到贷款优惠、减免税收

等政府鼓励政策。

⑸重视农业教育事业和农业科研技

术的推广。

日本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大力发展

各种层次的农业教育，注重农民进修培

养，使得日本农民素质都普通提高。农

业科研和试验机构直接相互协作和配

合，实现了科研成果在各地得到应用与

推广。

日本农机虽然先进，但实际上，表

面光鲜的日本农业，实际上早就危机重

重。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日本农业机

械的发展已经十分先进，而这些其实是

在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倒逼而来的。

目前，日本拥有 200 万农业劳动人

口，而其中的 80% 超过 65 岁，平均年

龄 67 岁。更糟糕的是，并没有足够的

年轻劳动力作为补充。

一方面，日本各行业都面临老龄化

影响，其他行业人员不可能进入农业；

另一方面，农业由于低收益对年轻人正

在丧失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

农村进入城市。

老龄化造成了日本耕地面积的大量

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从战后的 600 万平

方公顷缩减到现在的 450 万平方公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寻求多种途径减少

人工劳动力的投入。除了水稻生产机械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采摘、嫁接等

自动化技术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如此，目前的机械化却仍然未

能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

题，“目前的耕地中，由于缺少劳动力，

有 40 万平方公顷处于抛荒状态。”

2019 年中国农业机械低端竞争

压力大

整体悲观

从 2016 年开始的市场低迷，延续

至今并愈演愈烈。那么，2019 年市场

是否将会触底反弹？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

价格高位运行以及“国Ⅲ”排放升级带

来的成本上升仍将在2019年持续存在，

因此 2019 年市场将不会有太大改观。

但是由于 2020 年将要实施“国Ⅳ”排

放标准，有可能极大促进“国Ⅲ”机的

销售，这将成为 2019 年市场的转机。

高端市场短期增长困难

我国农机市场一直以低端同质化广

受诟病，而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新型

经营主体政策的推进，以外资企业为主

体推动的高端市场得到发展。

然而，在以低价为主导的农机消费

习惯下，我国高端市场发展缓慢，短期

增长仍旧困难。尤其对于高端品牌增长

困难度还是比较大，唯一的希望在于高

端用户，高端用户的要求更高，所以需

要农机企业不断研发，持续跟随市场的

脚步。

插秧机市场预期不容乐观

插秧机一直是农机市场中表现较好

的细分领域之一，然而，2018 年却出

现了 43% 的断崖式下跌。各大插秧机

生产企业认为，2019 年的市场走势仍

旧不容乐观。

主要原因是水稻价格下降，2019

年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会好于整机行业。

2019 年插秧机市场可能比 2018 年更

差。一是受东北水稻改种大豆的影响，

水稻种植面积出现下降；二是由于水稻

价格没有明显回升迹象，用户购买力持

续不足。

各企业积极应对市场低迷

在 2019 年市场好转仍然难以预期

的情况下，各生产企业积极应对行业困

境，提出了行而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兴和圣和提出了“减法”策略，

分别筛除信用度低的主机企业和减少主

业外的产品布局。东风和乐星是“产品

服务双管齐下”，东风将提升产品适用

范围，实行用户、机具和拖拉机“三位

一体”战略；乐星则进一步增加产品配

置，提出两年免费保养。

特瑞堡将继续针对终端用户，与其

“团结”在一起。五征则将研发更可靠

的产品，创建优势产业。久富将练好“内

功”，从研发、质管和生产等环节提升

核心竞争力，并将先进农艺推广给用户，

与用户共同建立市场信心。富来威则分

别从农艺、产品类别拓宽，智能化、定

制化服务和运营模式等方面寻求突破。

尽管市场仍处于“寒冬”，但在各

生产企业的积极应对。

结束语

农业机械的强大与金属板材加工零

件的强大息息相关，金属板材加工企业

也要时刻关注主机厂的动向，并且主动

推动主机厂的发展。这样才能和主机厂

一道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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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业 4.0 对中国的启示
文 | 李修莹

机械产业向来都是韩国经济发展的

推力，以汽车、造船、半导体、钢铁、

智能型手机等产业为核心，扶植大型企

业主导生产体系，在工业市场发光发热，

成为全球第五大机床消费市场。近几年

受到美国经济和欧债危机冲击，韩国产

业结构的问题逐渐浮上台面，尤其是韩

国机床的主要应用市场——汽车产业，

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之全球贸易

摩擦及进口汽车侵蚀韩国内需市场等问

题，连三年生产量呈现衰退。为寻求产

业突破，韩国政府推展“I-KOREA4.0”，

以强劲的工业发展带动机器人产业兴

起，使韩国跃升为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

最高的国家，期望透过制造业与信息技

术的结合，构筑新产业生态，提升韩国

制造业的竞争力。

韩国工业 4.0 框架下的智能机器

人产业发展战略

最近这一两年有机会去韩国出差或

旅游吗？走入结合了森林风与科技风的

仁川国际机场第二航厦时，是否曾经留

意到机场内为旅客服务的导航机器人

呢？这款名叫 AIRSTAR 的服务型机器

人，支持中、日、韩、英四种语言，只

要轻触它脸上的显示器，就可以开始与

它对话，如果在机场内迷路，也可以请

它带路；将机票插入它的扫描仪后，还

可获知航班信息，并由它带领到达对应
图 1 韩国仁川机场的 airstar 导航机器人

图 2 2015 ～ 2017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出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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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机口，这种服务机器人融入生活的

便利体验，正在仁川机场实地上演中。

韩国工业机器人产业持续蓬勃发

展，根据机器人国际联合会的最新统计，

2017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出货量达 3.97

万台，排名全球第三，而且是全球工业

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事实上，韩国

制造业每一万名员工中，就有 710 个机

器人，足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 8 倍，

而在韩国汽车制造业中，每一万名员工

就有 2435 个机器人，2010 年的两倍，
图 3 2017 年主要国家工业机器人密度统计

表 1 韩国政府投入机器人技术研发支援现况

项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比重

工业机器人 96 58 128 124 96 82 54 73 70 781 12.4%

服务机器人 168 267 199 281 290 324 301 370 385 2585 41.1%

零部件 / 软体 306 349 330 256 271 281 334 401 394 2922 46.5%

合计 570 674 657 661 657 687 689 884 849 6288 100%

表 3 韩国工业机器人产业通用现况

类别 汽车 电机电子 基础产业 塑胶化学 食品饮料 机械 其他制造业 其他 合计

台数 87417 141691 4112 10072 1041 3624 2504 22919 273380

比重 32% 51.8% 1.5% 3.7% 0.4% 1.3% 0.9% 8.4% 100%

表 2 韩国机器人产业产值变化

项目 / 年度
2015 2016 2017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工业用机器人 2445345 61.7 2668683 59.6 3018149 64.4

专业用服务机器人 262918 6.6 375184 8.4 249732 5

个人 / 家用服务机器人 320640 8.1 332234 7.4 357566 7.2

机器人零部件 934713 23.6 1098922 24.6 1369557 27.4

合计 3963615 100 4475023 100 4995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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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是韩国汽车业者在制造混合动力汽

车和电动车电池方面，大量采用机器人

协作的原因。

工业发展带动韩国机器人产值劲

扬

韩国机器人产业兴起的契机，在于

2000 年代中后期 IT 产业的急速发展，

促使韩国政府投入规模化及系统化的机

器人应用研发支持。韩国于 2003 年便

已将智慧机器人列入“大未来增长动力

产业”之中，为了奠定具有一贯性的国

家层级机器人产业发展体系，于 2008

年 3 月公布《智能机器人开发及普及促

进法》，并且依据此法，每五年制定一

期“机器人产业基本计划”，相关部会

则依据此一基本计划，制定每年细部执

行计划，从研发、实证乃至普及等，以

系统化方式推动机器人产业育成政策。

过去十年来，韩国政府约投入

6000 亿韩元以上，进行机器人产业相

关技术研发支持，在《第一期机器人

产业基本计划（2009 ～ 2013）》、

《第二期机器人产业基本计划

（2014 ～ 2018）》的陆续推动，以及

韩国汽车、电机电子等主力产业不断提

高机器人应用的助力之下，韩国目前已

跻身全球前五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强国，

其机器人综合技术竞争力仅次于日本、

美国、欧洲，居世界第四。

根据《2017 年韩国机器人产业实

态调查报告》指出，2017 年韩国机器

人产业产值达 4 兆 9950 亿韩元，较

2016 年增长 11.6%，其中最大宗的是

工业机器人，达 3 兆 181 亿韩元，约

占六成，其次是机器人零部件，达 1 兆

3696 亿韩元，约占 27.4%；至于服务

机器人仍处于商用化初期阶段，个人及

家用服务机器人产值为 3576 亿韩元，

约占 7.2％，专业用服务机器人产值为

2497 亿韩元，仅占 5%。此外，韩国

机器人产业相关企业家数虽达2191家，

但是中小企业占 97.0%，达 2126 家，

其中销售额不到 50 亿韩元者，占整体

的 96%，难以确保竞争力。目前韩国机

器人产业虽然在汽车、电机电子等领域

的大企业带领下呈现增长，但是这种以

工业机器人及大企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恐有日益僵化的疑虑。

以人为本的工业 4.0 实现与机器

人共存的智慧生活

韩国总统文在寅为了掌握工业 4.0

时代的产业发展趋势，于 2017 年 5 月

上任之后，便成立直属总统的第 4 次工

业革命委员会，推动整合性的国家层级

工业 4.0 因应对策，亦即以人为本实现

创新增长的第4次工业革命因应计划（简

称 I-KOREA4.0），希望以工业 4.0

解决韩国面临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

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分享之以人为本的

第 4 次工业革命。

因此，韩国将集中投资于工业 4.0

核心技术领域，以培育高附加值的未来

型新产业及新应用，包括推动智能机器

人、智能工厂、智慧城市等，预期藉由

推动智慧化产业创新，提高生产力以确

保全球竞争力。目前韩国政府与智慧机

器人产业相关的政策，包括“智能机器

人产业发展战略”、“实现智能生活之

机器人产品市场拓展支持方案”及“机

械人产业发展方案”等，兹分述如下：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2018～2022)

有鉴于美、日、德等制造强国均将

机器人视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生

产要素，持续扩大智慧机器人领域投资，

图 4 韩国工业 4.0 计划愿景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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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韩国面临人口高龄化问题，对个

人定制化服务需求日增，有关提高健康

照护、安全等生活质量的服务机器人需

求亦同步增长，为了确保韩国中小制造

业者的竞争力及强化机器人产业的创

新能力，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 2018

年 2 月公布“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

（2018 ～ 2022）”，将以中小制造业

为对象，普及协同机器人，并透过机器

人运用，支持中小制造业的生产力提升，

以确保中小制造业者的竞争力及强化机

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并提高核心零部

件国产化比重，扩大机器人产业市场规

模及增加就业机会。

韩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的推

动愿景，在于实现人类与机器人共存的

智慧化大韩民国，主要分为下列四大推

动课题：

⑴促进机器人先导计划。

韩国为了系统化地执行机器人先导

计划，推动提升制造业生产力之智能型

协同机器人的扩大普及，于 2018 年 2

月成立了由产、学、研专家和需求单位

等 25 个机构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器人联

盟，未来将配合产业特性，开发协同机

器人及其相关零部件、软件的国产化技

术。为促进中小企业导入机器人应用，

预计至 2022 年止，将扶持与惠及 2 万

个智慧工厂。

此外，为了扩大新兴服务机器人的

开发，将推动增长动能较强的智慧家庭、

医疗与复健、灾难与安全、物流运输、

农业用等 5 大潜力领域的服务机器人商

用化，包括透过与大型医院、邮局、消

防署、发电厂、物流仓库、农场等主要

需求单位共同开发及示范性引进，提供

测试平台，并基于场域验证及示范性成

果，正式推广相关应用。

⑵强化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

目前韩国工业机器人的关键性零部

件，以及高精密半导体与显示器工业机

器人等，主要仍仰赖进口。因此，为了

确保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竞争力，韩国将

针对驱动、遥感、控制等机器人零部件

研拟中长期开发战略，并根据优先级扩

大研发支持比重，同时设置了机器人整

合零部件支持中心、零部件可靠性研究

中心、机械可靠性研究中心等 3 所机器

人可靠性实证中心，以确保 3 大核心零

部件之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借机推动

产学研共同开发的机器人搭载用 AI 平

台，开发及推广协同机器人应用软件，

并透过开发中小制造业切削与加工用的

CNC 控制机械标准模型，与智能工厂

及公共需求连结，促进推广实务。

在强化区域创新能力方面，主要考

虑区域厂商及特色化领域，将机器人研

究和支持机关依据三个特色群聚成立营

运协议组织，例如首都圈以机器人零部

件为主，湖南圈以医疗、复健机器为主，

庆南圈则以机器人整合为主。另一方面，

则以首尔科学技术大学、釜山大学等区

域重点大学为主，扩大专业人才培训课

程，并推动支持在职者、待业者等的区

域机器人企业实务人才培养教育计划。

⑶开创新市场及建立增长支持体

系。

在整备市场拓展所需制度及强化基

础设施方面，主要透过将《智能机器

人开发及普及促进法》的落地期限，

由 2018 年延长至 2028 年，以营造系

统化及持续性的发展环境，并积极发掘

及改善阻碍机器人扩散的法规管制，支

持机器人从业者参加日本 IREX、德国

AUTOMATICA 等主要展览会、市场拓

销团等，且提供市场分析及建设链接网

络所需之机器人商业地图，以协助业者

拓展海内外市场。

图 5 韩国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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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机器人新创增长所需之全程

支持体系方面，主要将支持机器人新创

企业检证项目、新产品开发咨询、进入

市场等技术企业化咨询，并推动设计完

成之机器人样品生产所需之生产装备、

生产专业人才教育、测试及检证等一站

式支持计划，同时也将透过机器人业者

的履约保证，提供投资资金支持。

⑷提高社会对机器人之认知。

为了增加社会大众对机器人的接受

度，扩大机器人体验机会及倡导工作，

韩国也积极推动机器人在重要的运动赛

事曝光，例如在 2018 年 2 月的平昌冬

季奥运会中，由机器人参与传递圣火，

并召开全球首次机器人滑雪大会，在冬

季奥运竞技场及选手村中，也投入包括

导览、清扫机器人等 11 种、85 个机器

人。韩国也透过举办国际机器人竞赛及

机器人融合技术大会等竞赛，在机场及

物流中心等大型设施推广导览与无人运

输与清扫机器人等体验活动，发掘优秀

人才及提高民众对机器人的关心。

实现智能生活之机器人产品市场拓

展支持方案

韩国自 2011 年起推动机器人新产

品推广，除了工业机器人、清扫与教育

机器人之外，大部分领域都仰赖政府的

机器人普及计划，民间的投资诱因和研

究成果的产业化成效有限。由于机器人

产品性价比不足、企业投资金脆弱、欠

缺实证与技术交易机会等，成为普及的

绊脚石。因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

2018 年 12 月向韩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委

员会提报《实现智能生活之机器人产品

市场拓展支持方案》，将把机器人产业

培育为第 4 次工业革命尖兵，达成由从

智慧工业拓展到智慧生活的发展愿景。

上述之机器人产品市场拓展支持方

案，主要分为三大的推动战略：

⑴支持机器人产品产业化及强化需

求基盘。

在促进机器人产品进入市场方面，

韩国将藉由示范性计划，在两年内选定

三个地方政府导入 1150 台服务机器人，

并自 2020 年后正式全面扩散至全国。

同时将与照顾及复健机器人的示范计划

连结，并与相关部会合作开发新增长产

业的机器人技术，包括开发可进行播种

及收获作业的农业机器人，感知水温确

认等环境变化的水中机器人、自动驾驶

邮件配送机器人系统、清扫太阳能板用

之可拆卸型机器人系统、智能工厂用协

同机器人等，并将支持执行人类难以作

业的安全与军事用机器人的技术开发，

且与韩国陆军于 2018 年 10 月创设的

“无人机部队”相连结，促进机器人的

开发和普及。

在透过金融支持以强化产业化需求

基盘方面，主要利用推动“新增长动力

基金回收金”等计划，筹措 200 亿韩元

的机器人产业育成基金；同时以优秀的

机器人企业为对象，提供担保比率优惠、

贷款利率减低等金融优惠，以强化及扩

大金融体系网络，推动机器人业者的研

发、产业化及设备投资等所需的融资商

品开发，并放宽资金薄弱的机器人业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支持设备建置等所需

的投资财源。

⑵支持连结市场的技术开发。

韩国为优先支持提高生活质量的技

图 6 机器人产业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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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项目，以及为支持具潜力的服务

机器人开发，推动跨部会之机器人开发

计划，由产业通商资源部开发机器人产

品，保健福祉部支持临床与产业化，以

及制定许可标准。

在援助社会弱势者的照顾机器人方

面，主要将开发包括由医院与疗养院等

可引进的普及型饮食辅助机器人，以及

在没有医护人的操作下，可感知压力及

自主运转的床型褥疮预防机器人，还有

可添加自动清洗及消毒功能的可共享排

便支持机器人，以及在患者姿势变更等

情况下，安全地拾起患者的双臂型二乘

辅助机器人等。

在开发支持失智患者与自闭症儿童

的社交机器人方面，主要将开发可辨识

认知障碍与失智症患者的情感、声音及

相互作用的对话型机器人，以及可提供

诊断自闭症患者和提高社会性的学习

项目等之自闭症儿童友善型机器人系统

等。在推动产业化可能性较高的服务机

器人方面，则将开发物流、家事支持、

手术等有发展前景的服务机器人制品及

共同技术。

⑶奠定创造市场的基盘。

韩国政府将藉由改善规章制度创造

市场，并透过指定专门企业、举办专家

论坛、培育人才等，建构机器人企业的

增长基础设施。在法规松绑方面，随着

监理沙盒相关法令的

通过，韩国也将于 2019 年下半年，

针对机器人产品制定管制特例的细部基

准，并强化“机器人产业政策审议会”

的功能，设立“机器人伦理咨询委员会”。

同时以智慧城市的示范都市——釜山，

做为机器人产品测试基地。

韩国将在机器人产业振兴院与机器

人产业协会之下，设立机器人“法规解

决中心”，透过机器人产业实况调查，

发掘产业动向及管制障碍，并在相关机

关网站上，开设在线管制新闻数据库，

提供法规咨询等定制化的管制改善服

务。另一方面，韩国也依据地区别及领

域别，建置了机器人技术开发与实证及

企业支持据点，包括机器人认证中心（大

邱）、制造机器人技术中心（庆尚南道 )、

保健机器人实证中心（光州）等。

在培育专门企业方面，韩国将在未

来 5 年，以技术创新能力、财务能力、

增长可能性等进行评估，每年选定 20

家，每家企业最多投入 10 亿韩元，提

供研究开发、标准化、认证与实证等支

持，目标为培育 100 家机器人企业。在

培育人才方面，将培养机器人企业现场

定制化硕、博士级专门人力，并以在职

者和预备就业者等为对象，支持实务养

成教育课程。

机械人产业发展方案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 2019 年 3

月发表“机械人产业发展方案”，将扶

植机器人产业成为工业 4.0 之核心产业，

并推动“将工业机器人普及应用于三大

制造业”、“集中扶植四大服务型机器

人领域”及“强化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

等三大政策课题，以达成跻身机器人产

业全球 4 大强国之目标，并于 2023 年

使韩国机器人产业市场规模增长至 15

兆韩元；销售额 1000 亿韩元以上的机

器人业者数达 20 家；工业机器人普及

台数达 70 万台，并协助基盘产业、纺

织及食品饮料等需求产业之结构升级，

加强服务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兹将此一方案的三大政策课题推动

重点说明如下。

⑴将工业机器人普及应用于三大制

造业：韩国工业机械人之使用密度虽然

居全球首位，但是主要运用于汽车及电

机电子等领域，然而基盘产业、纺织及

食品饮料业等三大业种，工作环境普遍

恶劣且劳动力缺乏，但目前运用机器人

之情况仍不普遍，因此韩国政府决定以

此三大制造业为重点，集中推广工业机

器人之运用，首先将提供 7560 个机器

人，并实施租用服务系统，促使一般业

者自愿采用机器人。

⑵集中扶植四大服务机器人领域。

由于看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发展潜

力及利润，韩国政府将积极支持扶植照

护、医疗、物流及穿戴式机器人等四

大服务机器人领域，于 2020 年起投入

3000 亿韩元推动研发计划，以提升相

关领域之技术至先进国家的水平，并将

于 2019 年上半年在韩国机器人产业振

兴院之下，设立法规解决中心”，以提

高机器人法规监理沙盒（sandbox）的

全程完成度，协助解决阻碍服务型机器

人应用之法规问题。

⑶强化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

韩国政府将推动工业机器人核心零

部件及软件自主供应计划，以建立健全

之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并媒合机器人

制造业者与需求机构，培育机器人领域

的系统整合专门企业，以减少依赖美国

及日本进口。

此外，韩国政府将自 2020 年起，

于七年投入 1000 亿韩元左右预算，确

保新世代机器人所需之智能型控制系

统、自驾传感器及智能型夹爪等三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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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零部件，以及处理影像信息的机器人

软件平台、抓取技术、影像信息处理及

人型机器交感软件等四大软件之技术；

同时将成立“机器人融合联盟”，与机

床、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厂商密切合作，

以因应工业 4.0 时代的产业及技术整合

趋势。

韩国机器人企业发展概况

在工业机器人方面，韩国工业机

器人产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0%，2017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的销

售规模约为 3 兆韩元，仅次于中国、

美国、德国、日本，排名全球第 5，

市占率约 7% 左右。目前韩国工业

机器人业者共有 718 家，销售额超

2 千亿韩元者，只有两家，销售额超

过 500 亿韩元以上者，也不过七家左

右。其中，分别拥有汽车、家电、半

导体等大规模需求来源的现代机器人

（HyundaiRobotics）、Robostar、

高永科技（KohYoungTechnology）等，

主导着韩国国内市场。近来，韩华精密

机械、Neuromeka、斗山 Robotics 等

后进业者，陆续推出协同机器人，成为

韩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新血轮。

在服务机器人方面，韩国服务机器

人产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

表 4  韩国机器人企业销售规模及家数一览表

类别 销售额 企业家数 代表性企业

工业机器人

2000 亿韩元以上 2 Hyundai Robotics、Robostar

500 亿韩元以上 5 Koh Young Technology、SAMICKTHK、Shinsung E&G

100 亿韩元以上 7 T-robotics

50 亿韩元以上 22

10 亿韩元以上 51

未达 10 亿韩元 531

服务机器人

500 亿韩元以上 2 LG 电子、三星电子

100 亿韩元以上 3 Yujin Robot、everybot、斗山 Robotics

50 亿韩元以上 12 Medicaldream、intromedic、Curexo

10 亿韩元以上 133

未达 10 亿韩元 322

机器人零部件及软体

500 亿韩元以上 1 Panasonic Korea

100 亿韩元以上 19 SAMICK HDS、Fastech

50 亿韩元以上 413 Minfinity

10 亿韩元以上 317

未达 10 亿韩元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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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销售额约为 6073 亿韩元，主

要以清扫机器人为大宗，其次为物流机

器人、医疗机器人等，出口额约 1000

亿韩元，其中清扫机器人便占了六成，

达 628 亿韩元，进口额约 400 亿韩元，

以医疗用机器人为主，达 303 亿韩元，

约占 77%。目前韩国服务机器人业者共

有 472 家，其中销售额超 500 亿韩元者，

只有 LG 电子、三星电子这两家大企业，

其他中坚企业约有 17 家，中小企业则

达 467 家，占整体的 99%。

韩国服务机器人由中大型企业主

导，现在进行有关智能家庭（LG 电

子）、自驾车机器人（Naver）、穿戴

式机器人（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服

务机器人之研发及实验。2018 年 3 月

Meerecompany 推出韩国首个腹腔镜

手术机器人商用化，则为韩国医疗机器

人研发，划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目前

韩国中小与创投企业借助于政府的支

持，正在推动教育机器人、清洁机器人

商用化，并进入协同机器人、社交机器

人市场。

在机器人零部件方面，韩国机器人

零部件产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9.3%，2017 年销售额约为 1.4 兆韩

元以驱动（3871 亿韩元）、结构（2130

亿韩元）、感测（2080 亿韩元）、控

制（1600 亿韩元）、软件（1203 亿韩

元）等五大领域为主，零部件国产化比

例约为 41%，由于国内市场应用案例不

足，导致拓展国外市场因而受限。

目前韩国机器人零部件业者共有 1

千多家，唯销售额超 500 亿韩元者，

只有 Panasonic Korea 一家，中坚企

业约有 12 家，其余为规模有限的中小

企业。不过，近年来，包括 SBBTech

（减速机）、三益 THK（马达）、海

星 TPC（减速机）等机械零部件业者

陆续进入市场，也使得韩国机器人零

部件产业呈现日益扩大趋势。尤其是

Ajinextek 成功推出韩国首颗动作控制

芯片国产化，使得韩国在控制零部件领

域，得以维持较佳竞争力。

以韩国智慧城市为镜善用新科技

减少社会问题

韩国政府于 2018 年 1 月选定釜

山做为重点推动机器人及水资源管理相

关新产业的国家智慧城市示范据点，未

来将引进穿戴式机器人、停车机器人、

物流配送机器人或医疗机器人复健中心

等，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多样的

机器人服务，以因应釜山急剧高龄化或

就业机会减少等城市问题，并将推动智

慧净水厂示范事业，打造出让市民生活

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城市。

未来韩国将在釜山设立机器人综合

管制中心和机器人支持中心，提供机器

人基础设施和测试平台，支持企业的自

由开发和产业化，并促进机器人融入市

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儿童保育、教育、

医疗等，且提供家庭用 AI 秘书机器人，

送货机器人，复建机器人等，以打造釜

山在整体生活面向与机器人同步呼吸，

成为世界级的机器人城市。

韩国历经十余年来持续不断的推动

机器人产业创新研发及示范应用，在工

业机器人领域已有显著成果，在服务机

器人领域也逐步迈向商用化。随着韩国

于 2019 年 4 月领先全球首度启用商业

化 5G 服务，公共设施导入智能型服务

机器人的应用，也可望更为多元化及普

及化。

从韩国推动机器人产业的过程可以

看出，国家层级的法规整备、系统化及

稳定性的推动战略、示范性计划及示范

性场域的导入等，可说是韩国奠定其机

器人产业发展根基的关键因素，因应工

业 4.0 时代的来临，韩国推动机器人产

业的思维，也由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工业

智慧化角度，拓展至实现人类与机器人

共存到智慧化生活愿景，此种运用新兴

科技与解决现有社会问题，进而提升人

民生活质量，并与未来增长动力连结的

作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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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笔记本电脑现身 PC 市场复活了？
文 | 李建

在众多金属板材加工企业中，有一

部分企业在做数码设备、机箱机柜、电

脑背板而发家兴起，随着打印机、电脑

的普及，利润率逐步降低，很多企业选

择退出了此行业，留下来都是深耕此行

业的精英，随着 5G 的发展，机箱机柜

和电脑面板包括数码设备，即将迎来了

新一轮的爆发，从 2019 年 5 月 30 日

的台北国际计算机展就可以看出来。

“PC 已死”，这口号喊了好几年，

却从未成真。根据 Gartner 调查显示，

2018 年全年 PC 总出货量年减 1.3%，

已经连续 7 年下滑。然而，笔记本电脑

类别则一直维持稳定的销量，根据市场

研调机构 IDC 数据，占 PC 市场近 5

成比例的笔记本电脑和可卸拆式平板电

脑，今年出货量相较 2016 年，将增长

5.5%，预期到 2023 年，复合年增长率

达 5.3%。

除了电竞笔记本电脑外，什么在支

撑这块市场崛起？

不用插 SIM 卡的 5G 计算机现

身

首先行动的是芯片制造公司——高

通集团，该公司在计算机展宣布，将携

手联想推出全球首款 5G 笔记本电脑，

预计 2020 年量产。

这家过去专做手机芯片的公司，竟

然开始跨足笔记本电脑市场！

这款 5G 笔记本电脑的特色是，可

和几乎所有全球电信营运商的任一频段

兼容。意思是，无论去哪，笔记本电脑

都能自动连上当地电信基地台，就像

手机一样长时间连网，而不需再手动连

Wi-Fi 或热点，还强调续航力佳、可跨

天使用。

该领域的专家指出：因移动办公室

高通行动事业部副总裁 Alex Katouz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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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气兴起，企业用户会是首波有此需

求的族群。想象一下，现在员工到国外

出差，要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时，得先找

到固定的地方、打开计算机、接上以太

网络或 Wi-Fi，才能做到，但在 5G 笔

记本电脑时代，无论在国内或海外，只

要打开笔记本电脑就能随时联网。

过去，虽也有 4G 笔记本电脑，但

受限于搭配的电信服务虚拟 SIM 卡仍有

不少限制、且跨国漫游机制尚未建立完

善，因此销量尚未有突破。

对高通来说，跨足 PC，也是开拓

移动装置以外的新的市场。根据 Trend 

Force 数据，由于智能型手机销售疲弱，

高通 2018 年的年营收较 2017 年下滑

3.9%，衰退幅度居前十大 IC 设计厂商

之首。

徐子明指出，高通在切进智慧音箱

市场后，目前在物联网仍未看到下个有

上亿需求的装置，但开一个新的芯片产

线，需要大量成本，因此一定是挑非常

主流的领域来攻克。

电竞市场成长趋缓后 下一波瞄

准“网红”大饼

除了 5G 笔记本电脑，2019 年

更多从业者看到的是内容创作者

（creator）这块市场大饼。

内容创作指的不仅是设计、绘图、

3D 动画等专业人士，还有数字内容创

作需求的人，比如网红、直播博主都是

潜在用户。“这比较容易触及到日常生

活、平民百姓都可以玩的东西。”换句

话说，电竞笔记本电脑是利基市场，锁

定一群追求效能的玩家，而创作者笔记

本电脑，则能接触到大众市场。

MIC 指出，尽管 2019 年受惠于

NVIDIA、AMD 与 PC 品牌厂力推新款

显示适配器与电竞 PC，预估 2019 年

电竞 PC 市场仍有 1 成的年增长率，但

电竞 PC 市场历经 2014 年以来的高度

增长后，市场增长率已逐渐趋缓。

内容创作者，正是继电竞后，各厂

商下个角逐的战场。

这块市场有多大？最先定义出内容

创作者市场的英特尔直指，全球有数字

内容创作需求的用户，多达 1.3 亿人，

但过去内容创作用户要买高规格笔记本

电脑时，只有电竞笔记本电脑可选择，

有 19% 的电竞笔记本电脑购买者，完

全是为了内容创作、而非玩游戏。

现在，继英特尔后，NVIDIA 也在

Computex 上发表主打高阶内容创作者

的 NVIDIA Studio 系列笔记本电脑。

然而，网红与直播主最需要的计算

机，有什么特色？

根据厂商所述，创作者所需的运算

效能比字处理高，和电竞笔记本电脑同

样需要高效能的图形运算，但比起电竞

玩家，更重视笔记本电脑外型和重量。

最重要的是，计算机要能校色校得漂亮。

Gartner 预言，2020 年将是

PC 市场下个重大转折，因为届时

Windows7 即将停止支持服务，也带动

一波企业换机潮。

细分需求，是这几年在 PC 计算机

市场看到的关键词，从挖比特币的挖矿

计算机到电竞计算机，现在变成创作者

计算机。当市场开始细分，愿意精耕垂

直领域的企业，就有可能成为赢家，不

再受限于 CP 值至上的魔咒。

未来随着 5G 的到来，PC 计算机

细分市场的爆发，金属板材成形行业必

将迎来一轮加工 PC 潮。

台北国际电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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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实施激光切割技术

先进的技术，全面的技术诀窍。来自 Bystronic 的 BySmart Fiber 
为各种金属加工提供卓越的切割性能。该光纤激光器简单易学

并且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现在最大功率达到 6 千瓦。

切割  |  折弯  |  自动化
bystronic.com

欢迎致电百超热线 

激光/自动化: 400 820 1885  
折弯/自动化: 400 871 7788 

BySmart_Fiber_210x285_chs.indd   1 21.01.19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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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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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每年在业内

举办一系列的冲压专题会议，邀请全产业链的

企业参会，其中就有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该公司周昆总经理在深拉伸会议上分

享过针对冲压行业的专题报告，推介新型零排

放的工业清洗技术，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2019 年 5 月，MFC 的记者在洁力美的工厂

采访了周昆总经理，希望让更多企业了解工业

清洗的相关知识。

苏 州 洁 力 美
先进工业清洗助力环保升级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COVER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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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苏州洁力美成立于 2012 年，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业

制造领域高端清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公司以“安全、环保、

低耗、高效”为首要目标，成功研发出业内领先的“单槽式

全自动真空碳氢清洗机”以及“全自动真空碳氢蒸馏再生机”，

其超低的溶剂消耗量和废液零排放的优异性能引领了工业清

洗行业一次新革命。产品已全面应用于航空部件、齿轮加工、

汽车部件、轴承制造、金属冲压、热处理、光学仪器和医疗

器械等各行业。

在创办洁力美之前，我们几个创始人已经在工业清洗行

业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最初购买日本的清洗设备对外加工。

我们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应用，发现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于是从 2012 年成立洁力美，开始研发自己的设备。前后投入

了两千多万，陆续迭代推出清洗机和蒸馏再生机，操作界面、

清洗效率和效果都有了显著提升，成为业内少数掌握高端无

污染清洗核心技术的公司。

周昆：工业清洗应用非常广泛，产业链包括工业清洗剂、

工业清洗设备和工业清洗应用及服务三大行业。

工业清洗与制造业密切相关，是很多生产工艺的一个局

部工序或者辅助工序。清洗不提供最终的产品，不创造附加

价值，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而轻视它。但事实上，

清洗的好坏决定着最终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特别是在当今的

高科技产业中，清洗的作用尤为突出。

精密工业清洗包括各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的清洗，各

种材料及设备表面的清洗等，以能够去除微小的污垢粒子为

特点；超精密清洗包括精密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机械零件、电

子元件，光学部件等的超精密清洗，以清除极微小污垢颗粒

为目的。

近年来，干式清洗发展迅速，如激光清洗、紫外线清洗、

等离子清洗、干冰清洗、真空清洗等在高、精、尖工业技术

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MFC：首先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的整体情况。

MFC：目前金属加工行业的清洗主要有哪些方式？各有什

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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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冲压成形工序要用到拉伸油和润滑油，落料、成形、

冲裁、抛光和去毛刺等工序会产生金属颗粒吸附在工件上，

这会影响后续的加工。后续的如真空离子镀膜如 PVD 涂层 ( 物

理气相沉积涂层 )、CVD 涂层 ( 化学气相沉积涂层 )、喷漆、

粘接、软焊、铜焊、熔焊和组装等对金属表面清洁度有极高

的要求，肉眼看不见的颗粒、油污和水渍等都可能导致出现

气泡、起皮、松动和疵点等残次品，这就需要在这些工序之

前进行彻底的清洗。

目前工业清洗剂主要有水基溶剂、碳氢溶剂和卤代烃溶

剂。卤代烃溶剂是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受各种国际公约限

制，所以从 2010 年起，曾经广泛应用的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等卤代烃类溶剂被禁止用于工业清洗。

所以目前主流的是水基溶剂清洗和碳氢溶剂清洗，二者

都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清洗行业，用来除油和金属颗粒。但

是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碳氢真空清洗技术发展迅速，在精密

五金零件的逐渐成为主流的清洗方式。

周昆： 2010 年之后，毒性大的卤代烃溶剂被禁止之后，

水基溶剂获得较大发展，理论上优点是化学性能稳定、不易

挥发，毒性小、安全、投资成本低、清洗剂成分提炼容易、

溶解效率高，这在环保要求不高的时候，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但是实际应用中，水基型清洗使用成本很高，污染严重，

VOC 排放比较高。清洗液往往有酸碱腐蚀性，相对于不同的

材质、类型的工件，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清洗液来清洗，同时

产生的废水也需要用不同的工艺来处理；水的汽化热高导致

能耗大，干燥时间长，单位能耗是碳氢清洗的 3 ～ 5 倍以上；

水系统容易产生水垢，定期产生大量废水，其中除了定

期更换的清洗废液外，还有漂洗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水，成分

复杂，处理比较困难。目前一般企业的清洗废水处理成本在

4000 ～ 6000 元 / 吨，这对企业是巨大的负担。现在环保监

督严格，企业不再可能像以前可以那样偷偷把污水排放掉，

同时这种工艺通过环评的难度也陡然增大。

这个时候碳氢溶剂清洗的优势就突显出来了，中国的碳

氢清洗技术最早是由日本企业于上世界 90 年代引入中国的。

碳氢化合物是指只有碳元素和氢元素的化学物，已经结构的

烃有 2000 多种，其中常温下为液态称为碳氢溶剂，其中烷烃

化学性能稳定，而且毒性很低，所以被用来做工业清洗剂。

MFC: 刚才您带我们参观工厂的时候，反复强调你们的碳氢

清洗技术和水基清洗的差别，能给我们读者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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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烃溶剂从石油中经过复杂的提纯之后，去除了有毒的

硫醇和芳烃，经口毒性、吸放毒性和接触毒性可以做到超级低；

同时可以达到 50 ～ 60 度以上的闪点，馏程适中，足够快的

蒸发速度，加快清洗效率。

和水基溶剂相比，碳氢溶剂公认有超强的除油效果，而

且残油很容易和溶剂分离开，进行回收或者燃烧处理都很便

捷；清洗后，碳氢溶剂在工件上几乎没有残留，也不会像水

基溶剂那样，因残留液导致金属产生水印或锈斑。

针对碳氢清洗工艺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毒性、安全性和清

洗效率方面。从技术角度讲，这三个问题都已经解决 , 那就是

用优质可靠的碳氢真空清洗设备，配上优质纯净的碳氢溶剂，

运用合理的工艺进行清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品质低劣的溶剂充斥市场，迎

合了部分用户图便宜的需求。同时碳氢清洗设备行业的密封

性、安全性、稳定性和自动化水平异于平常，对工艺设计和

制造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很多碳氢清洗设备制造商没有自主

开发能力，囫囵吞枣地仿制日本产品，不懂其中的诀窍，没

法个性化工艺开发，也不具备匹配的制造水平，当然最终产

品也卖不上价格。这导致市面的设备鱼龙混杂，品质和性能

参差不齐，实际应用效果是，设备、溶剂和工艺任何一个环

节不达标，就不能把碳氢清洗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目前业内主要是水性超声波清洗设备和传统多槽式碳氢

清洗设备，这两种都存在环保和技术缺陷。

以传统多槽式碳氢清洗机为例，一般采用敞开式非真空

清洗槽清洗，VOC（有机化合物）排放比较高，而且因为

传统的碳氢清洗机的蒸馏能力不彻底，排出的废液事实上是

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已经受到各地环保

部门的严格限制。清洗剂损耗巨大，同时很难满足防火防爆

的安监要求，为了降低成本，购买廉价含杂质的碳氢溶剂在

所难免，对环保和劳保都是挑战。

洁力美的设备，颠覆了传统的设计，已经做到完全密封、

真空、无挥发、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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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洁力美的单槽式真空清洗机已经是升级到第三代，

我给大家简单讲讲洁力美设备的几个典型的特点：

⒈清洗槽全真空状态，无燃爆风险。安全第一，真空优先，

一旦有空气进入，所有的管道自动锁死；

⒉全密闭系统，零挥发损耗，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清洗槽

内实现所有的清洗和干燥工艺，清洗槽自动锁闭防泄漏；

⒊全循环使用，零污染排放。对清洗液进行连续的真空

间接加热，低温蒸馏再生 , 有效防止清洗液高温裂解、酸败氧

化。全自动清洗液添加，全通量过滤系统、液上喷淋过滤系

统能将固体杂质彻底过渡；每小时能回收 300 ～ 400 升碳氢

溶剂；

⒋全工艺清洗，清洗无死角，通过对零件的旋转或者摆

动来提升洗净和干燥效果，通过真空、超声波作用提升洗净

效果，清洗效率是多槽的 2 ～ 3 倍，单位清洗成本低；

⒌全数码操控，APP 实时监控，支持客户对清洗工艺步

骤编程和存储，操作面板提供丰富的设备运行、维护和故障

诊断信息，有远程调试、诊断功能。用户可以用手机 APP 可

以随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清洗节拍自动计时，清洗篮筐数

量自动记录。

洁力美的清洗的效果是工件表面张力不低于 42mN/m，

金属、非金属颗粒物的清理也控制得非常棒，防锈效果在三

个月以上，业内人士知道，这个标准非常高了。

周昆：第一步：进料抽真空。通过料台，将清洗篮放入

清洗槽中，清洗槽抽真空至设定值后导入清洗液；

第二步：真空预喷淋。通过高压预喷淋系统用加热后的

碳氢将产品表面油污冲洗，冲洗下来的脏液进行持续蒸馏回

收；

第三步：旋转超声波。真空状态下超声波清洗工件至设

定时间，工件可选择旋转或摆动；

第四步：粗洗后排液。将粗洗后的清洗液导入到储液槽

并被连续的蒸馏再生；

第五步：液上喷淋。导入再生后的纯净清洗液对工件进

行液上喷淋循环过滤，为了将超声波打下来的颗粒物冲走；

第六步：蒸汽清洗排液。用高温碳氢蒸汽进行气相清洗，

清洗后进行排液；

第七步：真空干燥防锈。蒸汽后对工件进行真空突沸干燥，

如有需求可选配防锈处理。

以洁力美主流的单槽工筐（尺寸 1300mm×470mm×300mm）

为例，清洗节拍 10 分钟一个完整清洗流程，年使用量只需要

MFC：洁力美针对冲压行业清洗的设备是怎样的？

MFC：洁力美单槽真空清洗机针对冲压行业清洗的工艺是

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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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桶碳氢，这就没有必要图便宜买劣质的碳氢溶剂；兼容多种

清洗剂，有磁性吸附，五级过滤，洁力美的设备只需要一个

工人就可以操作，而且车间内没有溶剂的气味，工作环境干

净舒爽，对于工人的健康保护远甚于传统方式。

传统多槽碳氢只有超声波和干燥两个工序，洁力美集成

了预喷淋、喷淋、旋转超声波、涌流、蒸汽、干燥等复杂的

工艺，所以对于金属颗粒、油污等清洗效果才能有质的飞跃。

这样一年下来，所有的油品和滤芯耗材不过 15000 元，

每个月的耗材不过 1000 多元，使用成本很低，主要的成本就

是设备投资。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走在业内的前列，这也

是为什么我们有底气在业内说，我们对传统的工业清洗进行

了革命化的创新。

周昆：清洗中，设备蒸馏回收系统一直将清洗后的液体

通过真空低温蒸馏的方式，将碳氢变为蒸汽，经水冷系统冷

却后，新液回至储液槽。

废液中的杂油经浓缩后排至废油收集罐，冷却后排出。

我们可以通过对排出的废油进行闪点检测判定是否含有碳氢。

排出后的废油，如为单一油品，经长时间沉淀后，仍可继续

使用。

排出后的废油，如为多种油品混合，可交由专业废液处

理公司处理。

普通碳氢设备排出的废油含有大量碳氢，废液等级为

HW06 有机溶剂废物，处理成本极高。洁力美设备排出的废

油不含有碳氢，废液等级为 HW08 废矿物油，作为一般废油

处理。

周昆：2015 年 1 月 1 日，时隔 25 年修订的《新环保法》

正式生效，改变以往各级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发展模式，

MFC：最终清洗出来的废油怎么处理呢？

MFC：目前的环保政策对工业清洗行业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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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开始真正掌握对排污企业的生杀大权，环保也列入

对政府官员的考核。

具体而言，旧法是定额罚款，违法成本低，新法罚款是

按日计罚，上不封顶，还可以查封和扣押；新法罕见地把行

政拘留作为处罚措施，板子直接打到违法单位的负责人身上，

威慑力大增；新法还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监督，对重大的环境

违法事件直接让分管领导引咎辞职。

从 2017 年开始，政府改变了对企业一家一家以点监督的

方式，改为把行政区域划分成小格子的片区，安排环保督察

员无死角巡视。

在这种情况下，高污染的石油冶炼化工首当其冲，自不

必说。金属加工行业的电镀、酸洗、喷涂等被重点监控，然

后就是清洗冲压、切削、磨削、淬火等工艺的辅助用油的污

水排放也被严格管制起来。比如一个企业如果以前没有污水

和 VOC 排放资质，现在想上传统的清洗设备，那么就根本不

可能通过环评。

严格的环保政策对工业清洗行业整体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高污染、高排放的清洗工艺是限制发展的。

周昆：以前环保管的松的时候，污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确实触目惊心，让人痛心疾首！对于国家加大环保治理，我

一百个赞成，不仅仅给我们这些高科技企业带来机遇，而是

这是关系子孙后代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事。

我们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提升清洗效果、效率、降低成本，

造福用户企业和工人，这让企业切换清洗方式的痛苦大大降

低。

现在，国家通过税务等手段，对碳氢等化工制品实行登

记管控，你买了多少吨，废料处理多少吨，都要对得上。如

果出现差额，就可以认定你是挥发到空气中了，造成污染就

给予重金罚款。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通过技术进来满足排放要

求。

洁力美正在做的事情：除了持续降低能耗和物耗，第一

是要实现傻瓜相机式的自动化工业清洗。像傻瓜相机一样，

自动对焦，把白平衡、感光度、快门速度全部根据不同的材

质自动设置好，不需要工人不停地调试各种参数。

还有就是通过自动化料道，清洗篮装好工件进入清洗室，

自动清洗完，经过洁净房、零件打包，然后空篮子返回，开

始下一个轮回，提升清洗效率。

第二是针对不同行业的零件开发新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碳氢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工件清洗问题，比如针对切削液的清

洗，碳氢效果不好。我们就开发出改性醇替代碳氢工艺，还

是利用洁力美的设备，加一个水分离装置，就可以清洗水性

液体加工的工件了，效果非常好；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来自轴承行业：轴承有很多部件，

需要自动化连线生产，中间有两个煤油清洗的环节。生产线

是现成的，我们的清洗设备没法嵌入，但是可以用洁力美的“全

自动蒸馏碳氢再生设备”来帮助他们清洁煤油溶剂。原本他

们行业需要定期处理旧的废煤油，几十吨地购买新的煤油，

两头都要花钱，这下全部都省掉了，而且煤油的洁净度也比

以前干净很多。

周昆：感谢感谢！我通过创迈精密的马锐总经理介绍，

参加 MFC 的深拉伸论坛，结识了很多深拉伸冲压的客户。听

了我的推介，一些客户总觉得我在吹牛，非要到用户那里眼

见为实，然后心服口服。

我公司第一个大客户是中国航发，他们在听取了我们理

念之后，在没有样机的情况下就给我们订单，终于把样机做

出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现在已经买了我们四台设备。

还有一家我们苏州新区日本冲压加工客户，因为环保查

得严，四台进口的多槽碳氢清洗剂每台每月销售 8 ～ 10 桶，

每个月废液量高达总液量的一半，一年采购碳氢 60 多吨，是

园区点名整改的高污染企业。

他们了解我们的设备之后，很谨慎，不相信我们是原创，

回日本去找同类型设备，没有！来中国好不容易找到同类设

MFC：感谢您把工业清洗的行业特点和工艺讲得这么清楚。

您对洁力美和工业清洗行业有什么展望？

MFC：如果真的这么多明显的优点，我们 MFC 真的要大

力协助你们推广！



50 COVER 封面

金属板材成形  2019.5

备比较，各项指数都达不到，最后终于从洁力美采购，物耗

降到以前的百分之几，而且一台设备就干了以前四台的活，

这就是中国制造技术进步的力量！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 MFC 的平台，让更多的客户用上我

们的节能环保高效的工业清洗技术，创造青山绿水的美好明

天。



51COVER 封面

2019.5  金属板材成形



52 ENTERPRISE 企业  

金属板材成形  2019.5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宏山激光新总部基地奠基动工
文 | 宏山市场部

6 月 2 日对于宏山激光来说必将是

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经过前期紧锣密

鼓的筹备，公司在北滘工业园隆重举行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总部基地

开工奠基仪式。本次奠基仪式受到了佛

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三级政府领导、

激光行业协会、省内十多家新闻媒体的

高度关注。各级领导、各路嘉宾莅临现

场，与宏山激光服务商、供应商、员工

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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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宏山激光总经理常勇对各位领

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常总提到：公司从

2014 年在碧江工业区的一个生产车间，到今

天拥有总部高功率、总部切管自动化、总部小

功率、苏州生产基地四个标准化智能装备制造

基地，以及德国 XLase GMBH 全资子公司，

先后获评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广东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企业、广东省高成长性企业、顺

德区 2017 年纳税贡献奋进企业、顺德区科技

创新企业 20 强以及首批佛山市标杆高新技术

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一切成绩都离不开政

府领导、行业嘉宾、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大力支

持。项目将打造成珠江西岸激光智能装备的高

地，为顺德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建设贡献

宏山激光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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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委常委周旭在发言中指出宏山激光扎根顺德发育

壮大，深耕产业技术创新，10 年间从一个注册资本仅 10 多

万元迅速发展成为规模超 10 亿元的智能装备“隐形冠军”，

凭借着企业家精神和专业精神成为“新顺商”的缩影和代表。

公司总部基地的奠基，彰显了“政企联动、政社协同”的发

展优势，是顺德积极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打造高质量工

业园区的又一个样板。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邵火秘书长在讲话中对宏山激光在

近两年时间里的迅速发展表示赞扬，并看好宏山激光新总部

基地，相信这一定是个高质量、高水准的行业示范工厂，也

一定会对中国激光智能装备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新总部基地占地面积 40.1 亩，总计容建筑面积超 67000

平方米，总投资 2 亿元。项目计划吸引激光智能装备产业上

游关键零部件企业、吸引激光智能装备产业创新新型应用团

队入驻孵化，建设顺德激光智能装备产业孵化园，为企业的

发展储备更多的人才、技术和项目，推进顺德区激光智能装

备和应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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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伴随总部

新基地的建设，宏山激光将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厚积薄发，

推动顺德激光智能装备产业链孵化与完善，以更大的产能与

更优质的服务，从产品研发到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为用户

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加强与行业各界伙伴的合作，实现

联合共赢。

新总部的建设是宏山激光增资扩产扩大企业实力战略布

局重要步骤，也是宏山激光立足顺德，为顺德区、佛山市乃

至全国各行各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先进激光智能装备迈开

的历史性一步。

各级领导莅临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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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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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1h 会议里给投资者
留下好印象？
文 | 徐旭明

YouTube联合创办人陈士骏指出，

作为早期投资人，他们很难在 1 小时的

会议里，推测眼前这位新创企业家是否

值得信任。他们必须花时间检验这些候

选人的潜力与真实性。也因为风险高，

所以拒绝率也高。

为了降低拒绝率，他们建议，新创

企业家跟天使投资人第一次见面时，

千万不要开口就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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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肯投资我 我一定能做得

更多

“很多创业家常表示，只要他们拿

到资金，就可以做更多事。我只要听到

他们这样说，我就会直接结束会议。”

徐旭明列举创企业家常犯的第一个错

误，其实正呼应他们一直强调的执行力。

一位令人信服的新创企业家，应具

有利用少许资源、创下事业里程碑的强

大执行力。一旦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天使投资人自然就会更倾向于资助他

们。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Knowtions

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的李俊毅。为了

避免被强势的父亲束缚，他在 17 岁时

逃家，拒绝接收任何来自家里的资金援

助。

“他都搭经济舱，不然就睡别人家

沙发，以他的背景根本不用做这些！”

徐旭明回忆，当他听到李俊毅的逃家故

事后，“我就决定投资他了，因为他离

家7年的人生磨难，就是创业家的特质。”

没有父亲援助、仅有少数资源，李

俊毅仍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创业，因而获

得徐旭明的认可，在他的引荐下认识了

陈士骏，并从陈士骏那里，获得一笔 50

万美元的创业种子基金。

新创企业家该抱持的态度是：“我

不要钱，只想听你的意见。”

多数新创企业家为了能在商业世界

中生存，人格特质多较积极、甚至有侵

略性；但这样的个性，却可能会吓跑第

一次会面的天使投资人。

徐旭明建议一个不会引起天使投资

人反感、却又能获得他们注意的方式：

询问他们能否给你的新创事业一些反

馈。“最一开始见面时，新创企业家可

以表明，他们不想要钱，只想要建议和

回馈。”之后再来建立与天使投资人之

间的信任。

“我确实听说过一家新创公司，跟

投资者来回互动、讨论了 6 到 12 个月，

最后他们才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资

金。”黄中凯举了他在硅谷看到的案例。

这样温和却又积极的互动方式，能更有

效地建立关系。

透过长期互动，天使投资人也能藉

此得知新创公司的营运模式，并检视这

家公司的获利潜力。而新创企业家也能

因天使投资人的意见回馈，随时修正他

的事业步调，确保公司仍在轨道上。

两方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将使天使

投资人更愿意投资。

要求投资者签署保密协议（NDA）

徐旭明提到另一个禁忌，是新创企

业家要求天使投资人，在第一次会面时

就要签署保密协议 NDA。

黄中凯进一步表示，他无法理解有

些新创企业家，因为害怕商业点子被盗

窃，所以表明自己无法向他们透漏更多。

“你找上门，跟我说你需要我的资金，

但你却不愿意告诉我你在做什么？”黄

中凯对于这样的想法感到疑惑。

由于天使投资人多扮演导师的角

色，不太会有点子被偷窃的情形发生。

黄中凯建议新创企业家可以适当揭露信

息，一来能够透过天使投资人，分析自

己事业的优势及劣势，二来也能让天使

投资人更了解他们的想法。

有了正确的态度，新创企业家能较

容易赢得天使投资人的支持。这就回到

一个讨论：天使投资人在找寻一位有潜

力的新创企业家时，他们看重什么？

天使投资人注重什么？

就公司的分析面而言，陈士骏会注

意这家新创可能的成长潜力、用户数大

小、产品是否真能解决用户痛点等。

而就创办人的个人特质分析，陈士

骏说：“我会看他们毕业自哪所学校，

我也会看他们过往的工作经历。譬如这

位创业家曾在 Google 工作 4 到 5 年，

他经手的项目，成绩表现得很好，那么

我相信这位创业家一定知道他在做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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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俱进路329号
电话: 0512-3685 3910 
邮件: china@arku.com
网址: www.arku.cn

去毛刺机 精密零件矫平机

矫平 + 去毛刺 = 阿库

 EdgeBreaker®      EdgeRacer®

阿库去毛刺机专为冲压件、激光切割件、等离子切
割件以及火焰切割件设计，快速有效地双面去除毛
刺、熔渣、氧化皮，并进行倒圆角处理。

带上您的钣金件到阿库矫平去毛刺中心来！通过加工测试或外协加工，亲身感受阿库设备的卓越性能！

 FlatMaster®     EcoMaster®      PlateMaster®

阿库精密零件矫平机让钣金件达到既平整又几乎无
应力的状态，有效改善焊接、折弯、倒角等后续加
工工序，降低返工率，提高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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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全面可视化管理
文 | 杨宾·MFC 专栏作者

工具器具的标准

一般工具的标示方法（工具陈列柜）

标准

需要做标示的螺栓、螺母：

螺栓、螺母的松脱，引起使用部件

的脱落破损；

螺栓、螺母的松脱，引起机械振动，

导致加工不良；

螺栓、螺母的松脱，引起容纳物泄

露，导致安全问题及污染环境。

标示（划线）顺序：

清除螺栓、螺母及周围的灰尘油污；

锁紧螺栓、螺母至紧固状态；

划线；

当线被破坏或颜色看不清再按前三

步顺序进行划线涂色。

划线方法：

使用红色油漆来标示；

标示线的宽度为 2mm ～ 3mm， 

具体宽度根据螺栓、螺母大小而定。 

撬棍类工具的标示方法（兵器架）

标准

制作适合的竖立式保管架（类似“兵

器架”）。

在工具箱的右侧贴附工具清单，并

标明使用者（即管理者）。

在每个工具的位置前贴上标签（与

前面 6.1 相同）。

图解

胶管电缆类的保管标示方法（转盘）

标准

做一个合适的电缆转盘，尽量使用

废弃的电线转盘包装，如图示。

盘能够旋转，必要时利用磨损的轴

承。

在转盘的上方标明物品的名称

和管理者（规格：长 400mm× 宽

150mm）。

材料：电线用后的塑料包装或者钢

材。

图解

砂轮片、碟片保管标示方法

标准

以保管物品的相同部分（如孔直径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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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制作支撑架。

支撑架的直径 φ 为物品孔径 φ 减

5 毫米。

长度以需要保管量裁定（标示最大

量和最小量及领料点的位置）。

底盘要固定，防止晃动。

在保管架的上面标明管理者（ 规格：

长 400mm× 宽 150mm）。 

图解

手套保管标示方法

标准

个别保管方式：设定在设备旁或岗

位顺手处，使用夹子吊挂，标明手套名

称。

集中保管方式：制作保管架子，分

班组保管，每个人的岗位名、姓名或工

号应该统一标明。最好制作所有清单和

标准保管样板。

图解

绳索保管标示方法

标准

基本保管原则是吊挂管理。

制作适合的竖立式保管架。

在每个工具的位置上标明名称。

在保管架的上面标明管理者（ 规格：

长 400mm× 宽 150mm）。 

图解

搬运工具标示方法

标准

地板或墙上标示运输工具的原位置

（黄色，线宽 50mm），以便 当原位

置上没有运输工具时容易发现；

在运输工具的左上端附着现况板，

如在左上端难贴时可以贴在显眼之处。

如难贴时可用绳子挂上。

现况板规格：长 110mm× 宽

60mm，深蓝色印刷。

图解

办公部门的标准

使之容易使用、容易归位 ( 整顿 )

资料使用便利的斜线

要点：

①将档案，文件夹排列顺序、编号；

②以有颜色的标签、做颜色的整理；

③在资料夹上划上斜线。

文件柜

普通办公桌

桌面除公司购置的文件架——盘

（外侧）、电话机（中间）、键盘（中）、

显示器 ( 内侧角 )、鼠标、水杯、靠文件

架、台历、绿色盆栽除外无其他物品；

人离开半小时以上应将桌面收拾成规定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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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

办公用品一般的常用品：笔、订书

机、涂改液、即时帖、便条纸、橡皮、

计算器，集中放置右侧第一抽屉内；书

本类可以放置右侧第二抽屉内；个人的

参考资料、文件卷宗、空白稿纸、各种

表格及个人包等，可放置第三抽屉；左

侧有序的放置文件资料。

主机和 VPS 电源竖式置桌面下左

侧。

垃圾篓：罩塑料袋，放置桌下右前

角。

中心领导区

桌面除公司购置的电话机、笔筒、

台立、（右侧）显示器（右侧角）外无

其他物品。

抽屉柜放置内侧，笔、订书机、涂

改液、即时帖、便条纸、橡皮、计算器，

集中放置左侧第一层抽屉内；资料可以

放置左侧第二层抽屉内；空白稿纸、不

常使用的文具等，可放置第三层抽屉内；

键盘、鼠标、文件架 ( 盘 ) 放置于柜面，

主机放置与抽屉柜中间。垃圾篓：罩塑

料袋，置桌下右前角。

资料柜可放置办公桌后靠墙处，第

一层放置文件夹资料（不能超过 18 个），

第二层放置纪念牌，第四、五层放置书、

人常用的参考资料、文件卷宗。

坐椅：靠背坐椅一律不能放任何物

品，人离开时椅子正，离开半个小时以

上，椅子应放回桌面下。

                    

水吧：饮水机放置指定的水吧，不

得随意移动；水杯放置指定的水吧台，

靠内墙成 一排或二排直线；茶 叶、咖啡、

私人用品等按照顺序放置水吧台上下柜

中。如无水吧的部门，可放置办公室最

合适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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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柜：靠墙放置，柜面可放置公

司配发绿色花草 ，内放各部门在过去的 

一个月或一周内使用的资料文件；必须

分类整齐。

储藏间：门口左侧靠墙处放置纯净

水；门口左侧靠墙处放置铁皮文件柜；

内左侧放置资料柜、铁皮文件柜；内右

侧放置有序。

电脑线、网线、电话线有序的固定

放置。 

桌下不得堆积杂物。

外衣手袋：请置第三抽屉内或水吧

柜中，严禁随意放在办公桌椅上。

报刊：阅完后必须上报架 , 或放入

办公桌内。

文件、资料管理整顿

管理看板的标准

车间方针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部门介

绍、组织结构图、年度方针战略、年度

目标、每月计划、车间计划每月要更新，

如图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重要通道旁，无支撑架

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主要指标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P、Q、

C、D、S、M 等管理指标，如图所示，

以月别推移的形式展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重要通道旁，无支撑架

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66 TECHNOLOGY 技术

金属板材成形  2019.5

改善提案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每月各

班组改善提案现况、当月最佳改善明星

和事例，每月公布一次，如图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重要通道旁，无支撑架

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优秀员工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每月的

优秀员工的肖像照片和事迹，每月评选

一次，如图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重要通道旁，无支撑架

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公告栏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我们的

大家庭合影或活动照片、通知、业务联

络、书信往来、紧急联络方式等，如图

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重要通道旁，无支撑架

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学习园地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安全信

息、5S 知识、考核办法、各种备查资

料等，内容要及时更换，如图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休息或早会区域，无支

撑架时，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

面上。

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办公室看板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管理看板，内容包括：部门年

度方针战略、年度目标、每月计划、进

度管理、人员去向、公告栏，如图所示。

规格：长 2000mm× 宽 1500mm，

材料：万通板底料，不锈钢架子。

文字和线条用即时贴材料，字体大

小自选。

设置在部门办公室内，无支撑架时，

悬挂在离地面 600mm 处的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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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右上角张贴管理责任人标

签。

图解

“我的区域”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我的区域”标签，如图所示。

规格：长 210mm× 宽 145mm，

绿色单面印刷。

把标示附着在出入门前方目光平视

的高度。

标签上记载内容：

记录区域名称；

选定担当后，附着照片

（50mm×50mm）；

由直接领导当确认者；

记录清扫周期；

标明清扫工具和方法；

确认者检查并确认清扫状态。

图解

“我的设备”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我的设备”标签，如图所示。

规格：长 210mm× 宽 145mm，

单面印刷。

把标示附着在设备附近显眼的地

方。

标签上记载内容：

记录设备名称；

选定设备主人，并把自然、整洁的

相片以名片大小附着；

设备主人以 1 人为原则，但 2 名以

上时，按各部位分别选定设备主人；

确认设备的清扫周期，并记录。

例如：1 次 / 周，每周星期三，记

录每周的实施日期。

图解

问题揭示牌的标示方法

标准

制作问题揭示牌，版面为红底黑字，

因此称为“红牌”。

尺寸：长 100mm× 宽 120mm。

材质：普通厚纸，无塑光，易书写。

张贴或悬挂在事物的表面或方便且

容易看到的地方，严禁贴在人身上。

发出者填写的内容包括：编号、指

责部门、场所、问题描述、发行日期等。

接受者填写的内容包括：对策说明、

责任人签字等。

红牌必须由发出人或其代表的部门

来回收，严禁接受部门自行摘掉。

红牌的整改必须有期限，一般三天

之内完成，必要时不超过一个月。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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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无锡新佳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伟登电器机箱厂

苏州友欣领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五金冲压件、钣金件、五金配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25T 至 200T 吨位的冲床、6MM*2500MM 剪板机、1500kw

激光机、1250 数控折弯机、6T 液压铆接机、M32 台钻、

100kw 点焊机、氩弧焊机、自动送料机及模具维修设备

产品

各类机箱机柜与各类船用、军品、民品驾驶室控制台、监控

台、遥控台、主配电板等设备台体，各类汽车检测线上的工

作台体、防护壳体

产品

钣金机柜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大型激光切割机、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铣

床、磨床、车床、自动割刀、仿形割刀、喷砂房、大型喷塑

车间等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亚威折弯机等

地址：南京市高新开发区永锦路 51 号

手机：13952049361       电话：025-58739489-806

地址 : 无锡市安镇查桥先锋西路 9 号

联系人 : 华经理    手机 :15961755558

电话 :0510-88719787

产品 制品分类 生产设备

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3

江苏省

1

2

MFC  NO.00100

MFC  NO.00101 MFC  NO.00102

地址：苏州相城区太平街道高塘工业区 1 号

联系人：王总  手机：13151643010

电   话：0512-667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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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54

江阴市拓丰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凡钣金有限公司

常州天力兰宝有限公司 江苏双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MFC  NO.00103

MFC  NO.00105

MFC  NO.00104

MFC  NO.00106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冲压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冲床、剪板机、折弯机、液压机、数控车床、铣床、磨床、

线切割机等多种先进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AMADA 数冲、折弯、百超激光机，意大利激光机、喷涂

流水线

地 址：江阴市南外环路 858 号（西仓库）

联系人：殷总    手机：13912452448

电 话：0510-86881821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工业三区 

联系人：唐先生    手机：13812671732

电　话：0512-65461259

产品

精密钣金、精密模具及其产品

产品

冲压及焊接部品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瑞士百超 ByJin3015 激光切割机、日本村田 M2048LT 数

控冲床 2 台、日本小松 PBZ2254 数控折弯机、日本小松

PAS8025 数控折弯机、日本小松 PAS3512 数控折弯机、

德国 TOX 压铆机、松下电阻焊机、松下电焊机

生产设备

500T-1000T 级 大 型 冲 压 线 一 条、 黑 色 电 泳 涂 装 生 产

线 一 条，63T-400T 冲 压 设 备、200T-315T 液 压 机、

Panasonic 焊接机械手、弯丝机、点焊机

产品

各种精密模具、冲压件、拉伸件、汽车配件、机箱机柜、电

源外壳、铜排、机加工件、五金件各类机械产品

产品

各种电器柜、钣金件、激光加工件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668 号

联系人：顾先生   手机：13775219606

电话：（0519）83250759 

地址：盐城市郭猛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园双新路 1 号

联系人：徐经理   手机：13770023166

电话：0515-886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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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98

无锡市南热冲压件有限公司 苏州佑祥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友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如皋市通城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MFC  NO.00107

MFC  NO.00109

MFC  NO.00108

MFC  NO.00110            

产品

金属冲压件

产品

五金冲压件及散热件、电池铜排、电子／插头弹片、散热器

( 片 )、机箱壳、屏弊罩等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开式固定台压力机 2 台，开式可倾压机各型号 30 台 , 冲床

40 多台

生产设备

气动冲床、CNC 数控加工、线切割 、 精密磨床 、普通铣

床 、台钻 、 攻牙机 、 手动压力机 、 剪板机 、 激光切割

机 、折弯机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钱桥钱胡路工业配套区内

（戒毒所往西 300 米）

电话：+86-0510-83200029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友谊工业区

227 省道复线 68 号万州创业园

联系人：黄先生     手机：13771668728

产品

各种规格标准件、喉箍卡箍抱箍及冲压件
产品

冲压件、拉伸件、五金件、弹簧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生产设备

台湾金祺冷墩成型机和搓丝机、振力高速精密冲床、台湾名

阳精密自动车床、仪表车、测试设备先进、配备有台湾仪信

投影仪、盐雾试验机、洛式硬度计、镀膜检测仪、拉力机等

生产设备

设备 80 多台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苏埭路 18 号

手机：13913505464

电话：0512-88869883

地址： 如皋市石庄镇新生港综合园区

联系人： 顾先生

电话： 0513-8756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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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尊敬的读者：为了提高杂志的编辑质量，更针对性地为您提供信息服务，我们特推出读者评刊活动。
在此非常希望得到您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请把您感兴趣的广告划 “√”。

内容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篇文章感兴趣？（请在□内打“√”）

广告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些广告感兴趣？（请在□内打“√”）

读者个人信息（必填）   
                                       
姓　　名：                                      企业名称：                                                  电子邮件：

部　　门：                                      职　　务：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主要产品 / 业务：

□ MFC 行业观察  

□一季度上市工程机械企业营收颇丰

    下半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中日农业极其相似 日本农业机械值得学习

□韩国工业 4.0 对中国的启示

□ 5G 笔记本电脑现身 PC 市场复活了？

□苏州洁力美：先进工业清洗助力环保升级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宏山激光新总部基地奠基动工

□如何在 1h 会议里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

□工厂全面可视化管理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扬力集团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念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瑞铁机床（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创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威尔登环保设备（长沙）有限公司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阿尔菲特科技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协易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工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温特斯泰格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信捷泽荣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lijian@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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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山东嘉意机械有限公司自2012年创建以来，先后收购了意大利LAG葛世、RAINER 雷诺，
实现了意大利技术团队与国内技术团队的对接、技术专业落地，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与售后服务中心。逐步推进建
立了机械手折弯单元的样板客户案例，实现了单元式批量化生产，已经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将意大利智能化折弯技术落地国内
折弯运用领域的机械手折弯单元制造商。我们自2013年开始至今在国内包括电梯、电气、建筑、畜牧、厨具、交通运输等
行业实现了对钣金折弯的多品种，小批量机器人取代人的生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