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媒体计划

MFC《金属板材成形》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金属板材成形》是 MFC 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打造的新型综合媒体平台，旗下有“MFC 金属板材成形之家”

微信服务号、“冲压与模具工艺”和“钣金加工与焊接喷涂”订阅号、《中国金属板材成形网》（www.mfc-china.cn）、
MFC1.7 万人群友通讯录，以及在知乎、今日头条、腾讯、搜狐、新浪等平台开设的原创资讯账号，开辟了“金圆桌”行业
谈话节目 , 以直邮 / 电邮、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平台和线下的会议和展览等渠道，为中国的冲压和钣金行业上下游企业、政
府及行业组织提供行业资讯、技术动态、宏观经济、海外市场、精准定向营销、交流考察、行业数据调查、专题会议、展
会快讯等服务，影响到数十万专业人士。

《金属板材成形》的愿景是：让客户更具全球竞争力！

《金属板材成形》放眼全球，侧重行业分析和细分行业专题，帮助企业了解新兴行业的全产业链信息，为企业决策、

跟踪技术和寻找客户提供参考信息。

发行渠道
纸质发行：

纸质发行量：8000 本纸质邮寄（2019 年）；

冲压 + 钣金
Stamping &
Fabricating

电子发行：

2019 年第 1 期
总期第 20 期 每月 25 号出版

1. 文章分拆成电子版，配上视频制作成 PDF、H5 格式、录

无锡润联

制成喜马拉雅音频；

徐晓进

2. 电邮发行：100000+ 邮件；

努力打造“标准化”
钣金工厂的梦

3. 今日头条《金属板材成形之家》：7 万粉丝 1000 多段视频；

跟你越不熟的人
影响你越大

凛冬将至 奋力前行

4.MFC《金属板材成形》1.7 万人群友通讯录：消息推送及

动荡的中国汽车市场

戴姆勒的全球反应

特权开放等；

5. 多维度发布 : 喜马拉雅、云展网、搜狐、知乎、一点资讯、

博客、美篇等，累计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在 500 ～ 2 万不等。

日本第一超级业务
员公开的攻克客户法

MFC 中国冲压件市场调研 2018
MFC 钣金设备市场调研 2018

新媒体杂志

品质会议

展会同期活动

市场调研

代运营、样本设计、
PPT 制作、视频拍摄

数据库服务

短信、邮件群发

企业技术开放日

企业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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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企业内刊、企业样本从设计→印刷→发行整套解决方案：（MFC 某客户样刊）

企业微信服务号、微信订阅号及其他媒体（搜狐号、百度号、今日头条号）代理运营解决方案：

企业客户数据咨询及服务：

企业会议、展会市场宣传解决方案：

企业短信、邮件群发服务：

定制化视频采访宣传服务：

MFC《金属板材成形》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2020 年出版计划
期数

主题

展览会议

出版日期

2020.01

2019 金属板材成形行业大事件

MFC 专题会议

01 月 25 日

2020.02

2020 年行业展望、新技术介绍、政策解读

2020.03

海外观察（东南亚、印度）制造

SIMM 机械展 /MFC 专题会议

03 月 25 日

2020.04

冲压钣金技术最新进展、产业集中区

CCMT 机床展 /MFC 专题会议

04 月 25 日

2020.05

聚焦工程机械、农机、电梯等行业

CIMES2020 机床展 /MFC 专题会议

05 月 25 日

2020.06

先进冲压技术、工艺与装备

DMC 模具展、埃森焊接与切割展 /MFC 专题会议

06 月 25 日

2020.07

精益生产 / 汽车新制造技术

AMTS 展等 /MFC 专题会议

07 月 25 日

2020.08

金属板材成形自动化、信息化

MFC 专题会议

08 月 25 日

2020.09

先进钣金技术、工艺与装备

MWCS 数控机床展 /MFC 专题会议

09 月 25 日

2020.10

聚焦企业管理、特殊工艺

EuroBLECH 展 /MFC 专题会议

10 月 25 日

2020.11

周边辅助设备介绍 / 下年行业展会预告

华南国际钣金展、DMP 模具展 /MFC 专题会议

11 月 25 日

2020.12

国内外行业、技术亮点盘点

MFC 联谊会议

12 月 25 日

02 月 25 日

杂志的手机 H5 版本和 PDF 版本的下载地址：http://www.mfc-china.org/mfc-sheetmetal-forming
MFC 的活动计划详见官网及微信公共账号，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请联系我们详谈。

《金属板材成形》价目表
广告版位

广告尺寸（mm）

广告价（RMB）

广告版位

广告尺寸（mm）

广告价格（RMB）

封面人物 + 专访

210*285

30000

目录对页

210*285

6500

封二

210*285

10000

内彩跨页

420*285

11000

封三

210*285

9000

彩插内页

210*285

5500

封底

210*285

10000

1/2 版彩插

130*190/95*265

3500

彩色首页

210*285

9000

1/3 版彩插

65*265

2500

前插彩页

210*285

6000

1/4 版彩插

95*130

2000

版权页侧条

96*285

3000

注：以上均为彩色广告，铜版纸印刷。个性化定制服务请直接联系我们。

请联系 ：王思杰 手机：13522255542
邮件： 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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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举办的部分活动照片一览

2018 年深拉伸会议

2019 年江浙沪交流会

2019 年京津冀交流会

2019 年冷弯会议

2019 年普玛宝开放日

2019 年金属板材成形会议

2019 年冷挤压会议

2019 年江苏省钣金协会培训会

客户视频采访

MFC2020 年行业会议、考察活动列表请登录 MFC 官微和官网。

MFC《金属板材成形》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部分客户：
（此名单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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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约稿函

作为中国金属成形行业的新媒体平台，MFC《金属板材成形》旨在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金属板材成形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

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装备与工艺，致力成为“助推中国金属板材成形行业发展的权威媒体”。

关于稿酬

稿件根据质量：

各大平台公众号：每篇 100 ～ 300 元不等；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稿：每篇 500 ～ 1000 元不等；
【说明：各大平台公众号包含了微信公众号（金属板材成形之家、冲压与模具工艺、钣金加工与焊接喷涂、今日头条号、

新浪微博号、知乎号、百家号、搜狐号、喜马拉雅号等）。授权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一律默认授权刊登在各大平台公众号上，
且稿费不重叠。】

题材类别

国内外最新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类：最新的冲压、钣金工艺，最新的装备技术应用方案等；

行业类：汽车行业 ( 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 )、家电行业、金属成形装备行业、通讯行业、建筑幕墙行业、工程机械行业、

农业机械行业、通讯行业、电力行业、电梯行业、金属家具行业、商业厨具行业等；
企业管理类：工人管理、设备管理、库存管理、财务管理等 ;
企业文化类：员工素养提升、工作氛围培养等 ;
企业改善类：改善小贴士等 ;

海外商机类：海外相关行业的商机、法律、风土人情等 ;
展览会议心得类：国内外展览会和会议的心得。

文稿要求

(1) 字数。来稿字数在 2500 ～ 3000 字之间（连载文章除外）。

(2) 配图。来稿时请尽量提供车间相关设备和产品的彩色图片，图片需清晰，单独以 jpg( 或 tif/bmp) 形式电邮发送。

如果文章中有 CAD 图，请把 CAD 图的 dwg 格式的图文件单独电邮发送。

(3) 由于杂志是面向企业的，所以文章内容须与企业的实际紧密结合，敬请各位作者在写稿时注意。
⑷作者简介写明您的职务、职称、从事的工作内容或研究方向、获得什么奖项及有什么研究成果。

联系方式

李先生：18510628555

电子杂志

邮箱： lijian@mfc-china.org

请复制链接上官网查看：http://www.mfc-china.org/mfc-sheetmetal-forming

再加一行：所有文章的单篇独立的 PDF 下载：http://www.mfc-china.org/mfc-sheetmetal-forming-index/

MFC《金属板材成形》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 发行影响到 3.8 万企业的决策者
（基于电子邮件发行进行的分析）

MFC 钣金发行数量（截止 20190831）

MFC 钣金数据构成比例

MFC 冲压发行数量（截止 20190831）

MFC 冲压数据构成比例

MFC 发行数据地域构成

MFC 发行数据职位级别构成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总部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 36 号院东亚三环 3-609 室
网址：www.mfc-china.org/ www.mfc-china.cn

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华东运
营中心

地址 : 江苏省启东市兴龙路 1 号（国家级科技创业园）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