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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MFC

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降至
51.5 为 2020 年 7 月以来最低

年 7 月以来新低。

原材料价格特别是工业金属价格上

受供求增速放缓影响，就业市场继

涨，助推 2021 年 1 月制造业企业购进

续承压。当月就业指数继续在收缩区间

价格指数维持强势，但略低于 2020 年

速度持续放缓。2 月 1 日公布的 2021

小幅下降，制造业企业在扩张用工方面

12 月。受购进价格上涨影响，出厂价格

年 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

仍然态度谨慎。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

继续上行，当月制造业企业出厂价格指

指数）下降 1.5 个百分点至 51.5，连续

用工量下降的原因是企业重组或员工自

数录得 2018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值，通

第九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降至 2020

愿离职后没有填补空缺。

胀压力持续增加。

疫情以来的经济复苏仍在持续，但

年 7 月以来最低。
这一走势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
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 1 月制
造业 PMI 录得 51.3，低于 2020 年 12
月 0.6 个百分点，回落至 2020 年 9 月
以来最低。
制造业的供给、需求继续维持扩张，
但速度明显放缓。2021 年 1 月生产指
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录得过去九个月和
七个月的最低值。受访企业表示，虽然
市场需求仍维持向好，但入冬以来国内
新冠疫情的反复仍有负面影响。
海外疫情反复导致外贸企业订单减
少，对外需造成明显抑制，当月新出口
订单指数大幅降至收缩区间，创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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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需求扩张略低于预期，制
造业企业采购速度亦边际放缓。当月采

果，以及海外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
情况下国内经济内生动能的培育。

购量指数较 2020 年 12 月大幅下降，
使得供应量面临挑战，当月供应商供应
时间指数大幅下降，物流延迟情况较为

2021 年 1 月，内燃机销量环比下

普遍。

1 月，内燃机销量 458.76 万
台，环比增长 -7.46%，同比增长
37.03%；功率完成 23941.29 万千

2021 年 1 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环
比下降，同比继续增长

仅略高于荣枯线。此外，国内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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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同比继续增长。同比方面，商用车、

瓦，环比增长 -13.56%，同比增长
27.61%。
分燃料类型情况：
1 月，柴油内燃机销量 69.55 万台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终端市场保持了

( 其中乘用车用 2.12 万台，商用车用

2021 年 1 月制造业总体仍处复苏期，

较高的增长速度，加上同期基数低（同

35.68 万台，工程机械用 10.06 万台，

但供给、需求复苏动能减弱，海外需求

期有效工作日少等）因素，同比呈较大

农机用 18.77 万台，船用 0.36 万台，

成为拖累项。生产经营预期指数虽维持

幅度增长；环比方面，占比较大的终端

发电用 2.02 万台，通用 0.54 万台 )，

在扩张区间，但数值为 2020 年 6 月

产品乘用车市场下降和个别企业数据缺

汽油内燃机销量 389.10 万台。

以来的新低，显示制造业企业家对经济

报，是环比下降主要原因。

复苏的持续程度仍有所担忧。此外，就

按可比口径，1 月销量 458.76

分市场用途情况：
1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

业市场的疲弱和通胀压力的陡增均不容

万台，环比增长 -7.46%，同比增长

除了乘用车用、摩托车用、通机用环

忽视。新一年的关注重点主要是海外疫

37.03%。

比下降外，其余环比不同程度增长。

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国内疫情防控的效

销量总体概述：

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28.9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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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较低，1 月汽车销量呈现大幅增长。
其中乘用车销量增长贡献度保持在合理
区间，商用车销量受货车的拉动，月度
销量连续 10 个月刷新当月历史记录。
新能源汽车继续延续 2020 年下半年的
发展态势，1 月销量同比增长接近 2.5
倍，且销量连续 7 个月刷新当月历史记
录。汽车出口也继续延续复苏态势，继
去年 11、12 月连续两个月出口量刷新
历史记录后，1 月刷新当月出口历史记
录。
具体而言，2021 年 1 月汽车行业
运行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汽车产销同比大幅增长
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8.8 万
辆和 250.3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15.9%
和 11.6%，同比分别增长 34.6% 和
29.5%。
1 月产销同比呈现大幅增长的原因
用车用增长 18.80%，工程机械用增长

船用 0.36 万台，发电机组用 10.45 万

有两点，一是当前市场需求仍在恢复，

9.20%，农业机械用增长 33.68%，

台，园林机械用 23.32 万台，摩托车用

二是由于 2020 年春节假期在 1 月，加

船用增长 5.11%，发电机组用增长

156.60 万台，通机用 2.27 万台。

之 2020 年年初疫情影响，因此基数水

36.55%，园林机械用增长 14.24%，
摩托车用增长 -1.35%，通机用增
长 -28.92%。
与 2020 年同期比，各分类用途不

平较低。从环比来看，生产环比降幅较

2021 年 1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
自 1 月以来，尽管我国多地接连发

快反映出汽车芯片供应不足影响到企业
生产节奏。
乘用车产销同比大幅增长

同程度增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生局部聚集性疫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

12.20%，商用车用增长 53.66%，工

暂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各地区、各部

万辆和 204.5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程机械用增长 71.85%，农业机械用用

门积极应对、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继

18.1% 和 13.9%，同比分别增长

增长 97.52%，船用增长 122.45%，发

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因而

32.4% 和 26.8%。

电机组用增长 31.54%，园林机械用增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企业

长 49.51%，摩托车用增长 43.78%，

景气度也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在这样

增长 38.2% 和 31.6%；SUV 产销同比

通机用增长 33.39%。

的背景下，汽车产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

分别增长 29.8% 和 25.2%；MPV 产

态势。

销同比分别增长 18.3% 和 8.6%；交

1 月，乘用车用销量 152.79 万
台，商用车用 43.40 万台，工程机械用

从市场情况来看，总体需求保持稳

10.80 万台，农业机械用 58.77 万台，

定，同时由于 2020 年春节在 1 月份，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1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91.0

从具体数据看：轿车产销同比分别

叉型乘用车产销同比分别下降 4.8% 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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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

16.6 万辆和 15.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降 21.5%，同比增长 76.9%；商用车

32.9 万辆，同比增长 58.2%，继续保

366.6% 和 287.8%；插电式混合动力

出口 2.8 万辆，环比下降 1.7%，同比

持增速领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 万辆和 2.9 万辆，

增长 61.7%。

商用车单月销量再创历史新高

同比分别增长 92.4% 和 104.7%；燃

1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7.8

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9 辆和 63 辆，

势总体向好，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

同比分别下降 80.0% 和 63.2%。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自 2020 年

销量环比增长 0.5%，产销同比分别增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上升

底出现的芯片供应紧张问题也将在一段

长 44.3% 和 43.1%。

1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比

时间内对全球汽车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2020 年 12 月有所下降，同比呈快速增

进而影响我国汽车产业运行的稳定性。

万辆和 45.8 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6.1%，

从细分车型来看，1 月货车产销完
成 44.3 万辆和 42.2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当月共销售 86.7 万辆，同比增长

长 46.4% 和 44.3%，货车继续刷新单

42.6%，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2.4%，

月销量历史记录，目前已连续 10 个月；

比 2020 年同期提升 4.7 个百分点。

客车产销完成 3.5 万辆和 3.6 万辆，同

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下降

比分别增长 22.4% 和 30.1%。

1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

展望一季度，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形

北京亦庄 2021 年汽车业产值有
望突破 2000 亿元
截至三季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 ( 简称经开区，也称北京亦庄 ) 汽车

新能源汽车单月销量创历史新高

集团销量合计为 225.1 万辆，同比增长

业完成产值 1561.9 亿元，同比增长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9%，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9%，低

4.8%，预计 2020 年汽车业产值有望突

于 2020 年同期 1.8 个百分点。

破 2000 亿元。

19.4 万辆和 17.9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17.8% 和 27.8%，同比分别增长

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285.8% 和 238.5%。新能源汽车继续

1 月，汽车企业出口 11.9 万辆，

区 ( 简称经开区，也称北京亦庄 ) 地区

刷新单月销量历史记录，目前已连续 7

环比下降 17.6%，同比增长 73.0%，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9.3%，形成高端汽

个月。

1 月出口刷新了单月出口记录。分车型

车、产业互联网 2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看，乘用车本月出口 9.1 万辆，环比下

“十四五”时期，将再建成 4 个千亿级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十三五”期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8

OBSERVATION 观察

产业集群，简称中国芯、网联车、创新药、

对于落地北京经开区，突破汽车关

撑，有助经销商改善盈利，有助应对原

智能造。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级

材料涨价与 2020 年主机厂主动涨价不

期间，经开区管委会发布了上述消息。

平台中心、新型平台，最高给予 1 亿元

同，本轮涨价是由挖掘机经销商发起，

资金支持。

目前阶段仍是部分经销商的个体行为，

当前，亦庄正成为北京市、周边省
市乃至全国汽车产业投资兴业的热土，

此外，对于开展发动机、固态电池、

并且涨幅约为 2% ～ 3%，与 2020 年

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以奔驰、北汽新

轻量化材料、三电系统“卡脖子”技术

4 月挖掘机主机厂涨价 5% ～ 10% 有

能源等整车制造企业为龙头，以国家新

研发，推进车载高精度传感器、高精度

所区别。

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国家智能网联

地图、车规级芯片、智能操作系统等产

本轮涨价具备旺盛需求支撑。根据

汽车创新中心、阿尔特国家级工业设计

品研发，开展空压机、膜电极等汽车先

第一工程机械网信息，1 月以来各地合

中心等创新型研发机构为代表，以百度

进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研发

计 3 万亿重大项目密集开工；2020 年

阿波罗公园自动驾驶基地、小马智行等

投入奖励，最高给予 5000 万元资金支

7 ～ 12 月基建投资增速由负转正，累

智能网联翘楚企业为依托的产业集群。

持。对首批完成燃料电池、车载通讯、

计提升至 3.4%，房地产投资增速累计

根据北京经开区的产业政策，亦庄

计算、感知芯片等新型研发技术成果转

提升至 7%，数据显著好于 2020 年同期。

鼓励国内外新能源智能汽车整车厂商落

化的企业，根据成果转化效果给予一定

户，鼓励外资企业在开发区投资建设动

比例的资金支持，最高 3000 万元。

力总成、电驱系统、中控系统等关键零
部件生产基地，对带动形成千亿级产业
集群的，可给予龙头企业最高 1 亿元创
新资金支持。

本轮涨价也是一线经销商改善盈利
的举措。2020 年主要一线经销商价格
竞争导致部分经销商盈利欠佳，旺季来

挖掘机再次涨价，工程机械需求
持续旺盛
近期挖掘机涨价具备旺盛需求支

临之前涨价也能有效改善盈利状况。
本轮涨价可能向成本压力较大的中
小主机厂扩散。近期钢材等原材料涨价
对主机厂成本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头
部企业可以通过规模化集采、数字化管
理等先进手段消化原材料涨价压力，而
中小主机厂面临原材料涨价压力则有可
能通过涨价转移。
2021 年 1 月挖机销量继续高增
长，同比增长 97%；预计一季度持续
较快增长 1 月挖机销量同比增速接近
翻倍，与 2020 年 12 月及 2020 年
全年比，挖机销量同比增速继续提升
（2020 年 1 月春节因素、疫情影响）。
1 月挖机销量达 19601 台，同比增长
97.2%；其中，国内 16026 台，同比
增长 106.6%，出口 3575 台，同比增
长 63.7%。2021 年 1 月挖机销量同比
增速超预期。与 2020 年 12 月挖机销
量同比增速比，2021 年 1 月挖机同比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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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上升 40.8%；其中，国内销量同

售 6118.5 万台，同比 +4.6%；内销

4293.5 万台，同比变动 -4.7%；出口

比增速上升 48.1%，出口销量同比增

8020 万台，同比下降 13%。疫情加速

2030 万台，同比 -4.4%，整体下降趋

速上升 19.3%。与 2020 年全年挖机销

了线上渠道的扩张，2020 年空调行业

势继续收窄，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洗

量增速比，2021 年 1 月挖机同比增速

线上零售量占比首次超过线下。20 年下

衣机产品在健康洗涤、“洗衣 + 护衣”

上升 58.2%；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速

半年，受产品结构升级（空调新能效政

方面创新不断，大容量、洗烘一体机成

上升 66.5%，出口销量同比增速上升

策正式实施）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为行业发展趋势。

33.3%。

的影响，产品均价逐步回升，价格战停

白电产品升级趋势明显，集成灶
市场份额将继续扩大
空调：20 年 1 ～ 12 月，空调

冰箱：20 年 1 ～ 12 月，冰箱产量

止。在产品销售方面，具有净化、防尘、

为 8443 万台，同比 +8%；销量 8447

除菌等功能的健康空调的关注度明显提

万台，同比 +9%；出口 4177 万台，

高。

同比 +22%；内销 4270 万台，下降
洗衣机：20 年 1 ～ 12 月，洗衣

1.6%。奥维数据显示 20 年冰箱线下市

产量 14491 万台，同比 -5.2%；销

机产出 6429 万台，同比 -2.7%；销

场 TOP3 品牌零售额集中度达 61%，

量 14147 万台，同比 -6%；出口销

量 6324 万台，同比 -4.7%；内销

同比增长 2%。冰箱产品向大容积趋势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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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十字产品扩张迅速，份额占比位

本、技术路线、产能规划等发生变化，

回报率也无法与国补水平媲美，度电补

居品类第二。同样受消费者健康防护意

都会对整个产业带来影响。

贴从 0.4 元以上降至 0.2 元左右，投
资回报率将从目前的 15% 以上回归到

识的增强，健康功能产品热度明显提升。
从原材料来看，冰箱面板的材质也在逐
渐调整为玻璃面板、岩板面板助力产品

江苏、广东和浙江陆续出台风电
发展政策

7% ～ 8%。
江苏省海上风电新建 8GW，

国补退出后全国海上风电年均规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将着力打造陆上和

划建设量或超过 6GW，但产业链利

海上“双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形成

量 15133 万台，同比 +2%；销量

润率较抢装明显降低。此前广东省

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到 2025 年全省风

14855.4 万台，同比 +1.1%；出口

和江苏省分别公示了十四五期间合计

电装机将从 2020 年的 10.4GW 增长

10038.5 万台，同比 +7.5%；内销

23GW 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根据

到 26GW，其中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达

4817 万台，同比下降 10%。受成本上

前期修编情况，预计未来福建和山东

到 14GW。十四五期间新增风电装机

涨和高端大尺寸市占率持续增长影响，

两省也将出台专项规划，合计容量在

11GW，其中海上风电新增 8GW，对

线上线下市场的彩电单价均继续上扬。

6 ～ 10GW，全国十四五海上风电新增

应投资总额 1000 亿元，相当于单位造

自 2020 年 6 月开始，面板价格进入新

装机将超过 32GW，年均 6GW 以上。

价 1.25 万元 / 千瓦，低于目前 1.4 ～ 1.5

一轮上升通道，带动四季度整机零售均

2022 ～ 2025 国补退出后的 4 年内，

万元 / 千瓦的造价区间。在 2021 年国

价环比上涨 19.4%。

年均建设量也可能超过 6GW。

家补贴全面退出后，江苏省计划继续稳

结构持续升级。
彩电：20 年 1 ～ 12 月行业产

原材料：1 月，冷轧板环比下

2020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能

步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加快盐城、
南通、连云港等地存续海上风电建设。

降 5.4%，板材环比下降 2.3%，镀

源局下发了《关于促进我省海上风电有

锌板环比 -3.2%；中塑指数环比回升

序开发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

+2.1%，PP 环比增长 2.1%，ABS 增

见（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明确了

4.5GW，新增海上风电 4.5GW，嘉兴

长 2.8%；1 月铜价曾到达 59140 元后

2022 年海上风电中央补贴取消后，广

1#2#，溗泗 2#、5#、6# 等海上风电

回落，较 20 年 12 月末环比无变动；铝

东地方的海上风电补贴标准。补贴范围

项目，打造若干个 G 级海上风电基地，

价下跌 4.7%。液晶面板价格已连续 8

为省管海域内 2022 年和 2023 年全容

开展象山洞头和苍南深远海风电开发。

个月上涨。

量并网项目，对 2024 年起并网的项目

全省十四五期间新增光伏风电装机再翻

将不再补贴。其次，补贴项目总装机容

一翻，重点在宁波、温州、舟山等开发

1 月全国动力电池产量同比上升
317.2%

量不超过 4.5GW，其中 2022 年补贴

规模相对集中的区域，打造海上风电 +

项目装机容量不超过 2.1GW，以容量

海洋能、＋储能、＋制氢加、＋海洋牧场、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

和并网时间节点任一先到为止。补贴标

＋陆上产业基地的示范项目。强化土地，

盟 23 日披露，2021 年 1 月中国动力

准为：2022 年、2023 年全容量并网项

海域要素保障，对相关部门确定的重大

电池产量共计 12.0GWh，同比上升

目每千瓦补贴为 1500 元、1000 元，

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用地、用海指标方

317.2%，环比下降 20.4%。其中，三

相当于对建设造价进行一次性补贴。

面给予重大支持，并完善项目用地、用

元电池产量占总产量 56.8%，同比上

从广东省来看地方补贴可保证当地

升 241.6%，环比下降 19.4%；磷酸铁

市场维持可观的建设规模，但前提是建

锂电池产量占总产量 43.1%，同比上升

设造价需要大幅下降，设备端毛利率将

493.6%，环比下降 20.3%。动力电池

从 2019 ～ 2021 年抢装阶段过高的水

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其供应成

平回归到合理区间，同时开发商的投资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浙江省提出十四五新增海上风电

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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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公告：收购苏州三星
已获韩国政府审批

是公司精密机构件的核心单位，生产经

子公司，深耕国内智能制造布局，基本

营移动通讯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盘持续稳定增长。

2 月 7 日，TCL 科技发布公告，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部件等，主

向外界同步了该公司收购苏州三星电

要客户为世界知名电子品牌商。工业富

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日本最大家电零售商山田电机计
联表示，在国内“新基建”战略机遇下， 划 5 年新开 150 家郊区店

“SSL”)60% 股权及苏州三星显示有

公司发展动能强劲，公司持续增资大陆

限公司 ( 以下简称“SSM”)100% 股
权的最新进展。
在公告中，TCL 科技表示，就收购
SSL60% 股权及 SSM100% 股权的交
易交割前相关审批事宜，目前已完成全
球范围内所涉及地区的反垄断申报并获
得审批，以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核
心技术出口批准。

工业富联：精密机构件子公司增
资 9.05 亿元
2 月 1 日，工业富联（601138）
公告，公司向旗下兰考裕展智造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 9.05 亿元。公开信息显示，
兰考厂区隶属于 CAA-IPEBG 事业群，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2 月 4 日，日本最大家电量贩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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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控股（YAMADA HOLDINGS，亚

同时将在汽车发祥地——德国、法国等

玛达电器）将投入 1000 亿日元，在郊

多个欧洲市场同步开启预售。

外和地方大量开设大型门店。自 2021

这是中国汽车在汽车发明 130 多年

13

频交互、语音通话、聊天、办公。

长城汽车在泰国正式发布 GWM
品牌

财年（截至 2022 年 3 月）起在 5 年内

后的又一次逆袭。上汽乘用车凭着自主

增加约 150 家，以应对因疫情扩大的“居

研发和智能制造的技术实力，利用智能

2 月 9 日，长城汽车召开线上直播

家消费”。其他零售企业的开店也有可

电动化浪潮带来的行业变革机会，走出

发布会，正式面向泰国市场推出 GWM

能从城市转向郊外。

一条与中国传统汽车行业发展完全不同

品牌，公布泰国市场核心战略：聚焦用

的新路。

户声音；持续创造全新用户体验；致力

从互联网汽车到 5G 汽车 全球
首款都出自他们家
2 月 7 日，上汽乘用车旗下品牌 R
汽车第二款车型 MARVEL R 国内上市，

此汽车已非彼汽车。

于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导者。长城汽车第

这是全球首款量产上市的“5G 智

三代哈弗 H6 和欧拉好猫两款车型发布，

能电动 SUV”，它可以在车上实时无

未来三年内还将推出以电动汽车为主的

障碍地在线观看高清 8K 视频、多人视

九款车型。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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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副总裁兼东盟区域总裁张

身定制我们的研发和生产计划，以满足

佳明表示：“这是一个可以触碰科技的

泰国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而形成了我

智能世界——如今，我们不仅在为大家

们的核心业务战略。”

构想与战略布局。
在可持续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捷豹
路虎将致力于以更灵活的业务运营模

研发、生产和交付最好的汽车，也在不

根据“9in3”计划，长城汽车将在

式，以成为全球最受推崇的产品及服务

断用心打磨技术，推动新出行时代的颠

3 年内向泰国市场推出 9 款不同车型。

创新者为目标，服务最尊崇的消费者，

覆式创新。我相信我们的科技有着巨大

这些新车型将以电动汽车为主，GWM

并在豪华汽车领域制定利于环境、社会

的能量，并且充满了温度。”

品牌也将致力于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导

及社区影响力发展的新标杆。

作为中国最畅销，也是全球非常成

者，为泰国汽车界注入新活力，并为实

功的 SUV 产品，第三代哈弗 H6 集先

现更美好世界的可持续生态系统发展做

进技术和创新体验于一身，累计销量已

出贡献。

福特表示，到 2030 年，它将在欧

超过 300 万辆；欧拉好猫是长城汽车在
泰国推出的第一款纯电动汽车，将以引
人入胜的复古未来主义设计和前瞻三电
技术，引领行业标准。

福特在德投资 10 亿美元，到
2030 年只销售纯电动乘用车

捷豹路虎发布“重塑未来”全新
全球战略 诠释新现代豪华主义
2 月 15 日，豪华汽车公司捷豹路

洲只销售纯电动乘用车，这是在该地区
新的增长战略的一部分。
福特在 2 月 17 日的一份声明中表

虎正式发布全新全球战略“重塑未来”。

示，此举将得到该公司与大众集团的战

Narong Sritalayon 表示：“长城汽车

基于该战略，公司将围绕捷豹和路虎两

略联盟的支持，以使用大众的 MEB 电

非常重视泰国用户的声音，并大量调查

大独具英伦特色的品牌，通过以设计赋

动汽车平台。

和收集了消费者的见解和声音，从而量

能，诠释对新现代豪华主义未来发展的

长城汽车泰国公司营销总经理

福特将投资 10 亿美元在德国科隆
的工厂建立一个新的电动汽车制造中
心，作为纯电动改造的一部分。
福特表示，该公司首款欧洲制造、
面向大众市场的纯电动汽车将于 2023
年在科隆下线。该工厂目前生产嘉年华
小型掀背车，将有潜力生产第二款纯电
动汽车。在最终转向纯电动汽车之前，
福特将继续生产嘉年华，同时生产新款
电动车。

很快突破 5 万辆 理想汽车交付
很理想
2 月 18 日，理想汽车累计交付量
突破 40000 辆。自 2019 年 12 月 4 日
理想 ONE 正式开启交付以来，理想汽
车用 14.5 个月就完成首个 40000 辆的
交付。
在世界电动汽车史上，理想汽车不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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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打破了世界主流车企及造车新势力都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激

较大；（苹果公司一季度向公司下达

不敢轻易进入、且卖不好的增程式电动

光”）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称，

2136.47 万美元订单，约折合人民币

汽车的魔咒，更创下新造车势力最快交

2020 年营业总收入为 120 亿元，同比

1.51 亿元；

付纪录。

增长 25.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2. 公司连续光激光器产品在 2020

净利润 9.3 亿元，同比增长 45.27%。

年得到了更多客户的认可，营收增长幅

戴姆勒大力推进电动车，但不会
过早停售燃油车

报告显示，报告期内该公司经营业

度较大；

绩较上年度增幅较大，原因如下：
1. 得益于国内新冠疫情的有效控

2 月 18 日，戴姆勒首席执行官表示，

3. 公司固体激光器在 2020 年得
到了更多客户的认可，同时也可用于

该公司不会过早地淘汰内燃机汽车的销

制，报告期内该公司行业快速复苏，各

KN95 口罩激光标刻，营收增长幅度较

售，因为汽油和柴油车型是一台“提款

项生产基本恢复正常，主营业务有续开

大。

机”，将有助于为未来的电动车型提供

展，消费类电子业务需求好于预期，产

资金。

品订单较 2020 年度保持稳定增长，受

尽管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品牌已
承诺到 2039 年实现碳中和，但该公司

益于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PCB 业
务订单及发货均较 2020 年度大幅增长；

祥鑫科技新能源东莞制造基地开
建预计年产值 20 亿元
2 月 26 日，由祥鑫（东莞）新能

2. 该公司运用在应用控制、伺服驱

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祥鑫科技新能源

动等方面的技术积累，在短时间内研发

汽车部件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正式

“我认为，现在就断言 2030 年的

出全系列口罩自动化生产线，并形成稳

开工建设，此项目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

市场会是什么样子还为时过早，”康林

定出货能力，对该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

模具、汽车部件研发、制造；汽车电子

松说，他提到了需求和充电基础设施的

响；

部件、系统研发、制造；软件开发等。

尚未指定停止销售尾气排放汽车的日
期。

3. 该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上

地区差异，“但我们的工作是让自己处
于一个能够解决这个市场的位置。”

TCL 家电集团再次增持奥马电
器 合计已持 11.78% 股份
2 月 19 日，奥马电器公告称，
TCL 家电集团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

投资规模达到 10 亿元，预计 2023 年

年度增长 25.83%，由于销售产品结构

正式建成投产，该公司预计年产值约 20

的变化，该公司综合毛利率较 2020 年

亿元，年税收约 1 亿元。

度有所提升。

杰普特 2020 年营收 8.56 亿元
同比增长超 50%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2 月 26 日，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

奇瑞汽车青岛基地开工建设投资
230 亿元
2 月 26 日，奇瑞汽车青岛基地在
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青岛汽车产业新城

1.78% 股权。本次增持前，TCL 家电

份有限公司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

开工，总投资达 230 亿元，主要包括乘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

告。2020 年，杰普特全年实现营收 8.56

用车、新能源商用车、出口 KD 以及相

中心 ( 有限合伙 ) 合计持有公司 10% 股

亿元，同比增长 50.74％；归母净利润

关配套零部件、物流项目，整个基地达

权。

0.46 亿元，同比下降 28.61％。

产后年产值可达 500 亿元以上。

杰普特表示，公司 2020 年营业收

大族激光营收增长 26% 达 120
亿元 净利润增长 45% 达 9.3 亿
元
2 月 25 日，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

入较 2019 年增长 50.74％，主要原因
有：
1. 公司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业务获
得来自海外知名手机厂商的订单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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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玛宝就在你身边
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从未停止过我们的脚步。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安全、有效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
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普玛宝Prima@ Home流
媒体平台，一款采用专业远程协助loT 及 AR技术的实
时在线演示及线上活动平台，专为实现“普玛宝就在你
身边”这个目标而创建。
探索发现PRIMA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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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影响需求紧缩
订单和生产均大幅减少
文 | 桑崎厚史
译 | 李建

日本机床和锻压机械 2020 年上半

所有项目均低于 2019 年——2020 上半年度工具机需求概要

年 (1 ～ 6 月 ) 的供需成绩业绩汇整。

金额

2019 年同期比％

■生产额

3864 亿 800 万日元

67.1

NC 机

3461 亿 900 万日元

66.8

■销售额

3974 亿 2000 万日元

66.2

NC 机

3531 亿 700 万日元

65.8

■订单额 ( 日工会）

4100 亿 2000 万日元

60.1

NC 机

4020 亿 1900 万日元

60.1

内需

1585 亿 3200 万日元

59.5

外需

2514 亿 8800 万日元

60.5

■出口额

2674 亿 6400 万日元

68

NC 机

2545 亿 100 万日元

68.3

球疫情扩大，使得景气恶化雪上加霜。

■进口额

300 亿 500 万日元

66.1

全球城市采取疫情预防措施，经济活动

NC 机

252 亿 7800 万日元

65.2

■国内消费额

1489 亿 4900 万日元

65.4

NC 机

1168 亿 8600 万日元

63.6

根据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数据，2020
年上半年度的机床订单总额为 4100
亿 20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39.9%，生产额也减少 32.9%，规模大
幅减为 3864 亿 800 万日元。在新型冠
状病毒传染疫情扩大的影响下，国内外
相继推迟非紧急和非必要设备的投资，
使得机床需求缩小。

景气恶化雪上加霜
2020 年上半年度全球经济，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急速恶化。在美国
和中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正
持续疲弱，2020 年 3 月左右开始，全

和消费活动均停滞。
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相对较
快，但是欧美印等国家遭受到沉重的打
击。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数据源：日工会「工作具机供需动向暨金属工作机械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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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 4 月开始，感染人数也急遽
增加。政府发布紧急状态宣言，限制从
4 月开始到 5 月的经济活动。2020 年
4 ～ 6 月日本实质的 GDP 速报值，按
年率换算减少 27.8%，创下二战后最大
下跌记录，至今记忆犹新。

非紧急和非必要投资搁置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企业的
设备投资意愿也减退。国内外相继将眼
前的资金周转列为优先，推迟非紧急和
非必要设备投资。
根据 2020 年 9 月 11 日内阁府和
财务省所发表的 2020 年 7 ～ 9 月期“法
人企业景气预测调查”，预测 2020 年
度的设备投资额，将比 2019 年度减少
6.8%。制造业比 2019 年度减少 4.5%，
其中，机床和锻压机械的主要用户汽车
产业，也将比 2019 年度减少 13.8%。
导致 2020 年上半年度的机床供需
成绩不振。根据日工会汇整的“机床供

内需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40.5%，

别跌破 1000 亿日元和 500 亿日元。

需动向暨金属机床统计数据”，所有项

下跌至 1585 亿 3200 万日元，7 年以

若从各国订单额来看，以采取果断

目的订单总额、生产额和销售额，均低

来首次跌破 2000 亿日元。所有 11 个

封城的欧洲和东南亚为中心，比 2019

于上一年度。

需求行业均低于 2019 年同期。身为主

年同期减少一半以下的国家受到瞩目。

要用户的汽车产业和航空产业萎靡不

十年来首次跌破 5000 亿日元
2020 年上半年度的机床订单总额，
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39.9%，规模为
4100 亿 2000 万日元。这是自雷曼风

振，汽车用途订单额，比 2019 年同

运转停止的影响表现在数字
2020 年上半年度机床生产额为

期减少 49.8%，几近砍半，飞机也比
2019 年同期急遽减少 61.2%。
外需为 2514 亿 8800 万日元，比

3864 亿 8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
减少 32.9%。已连续两年减少。生产台

暴以来，十年来首次跌破 5000 亿日元。

2019 年同期减少 39.5%。11 年来首

数为 2 万 1588 台，比 2019 年同期减

因美中贸易摩擦问题，自 2019 年以来，

次跌破 3000 亿日元。主要三方均跌破

少 36.5%，表现不佳。工厂运转暂停的

持续呈现减少倾向，而在新冠肺炎疫情

2019 年同期，亚洲已连续 2 个半年度

机床厂商很多，该影响明显呈现在数字

下又雪上加霜。即便是单月基准下，在

跌破 1500 亿日元。然而，在经济复苏

上。

紧急状态宣言发布的 4 月和 5 月，也比

途中的中国，虽然和 2019 年同期相较

2019 年同月份减少一半，只有 500 亿

有所减少，但上一期是两年来首次增加。

机床以外的所有机种，均低于 2019 年

日元左右的记录。

北美和欧洲的市场规模，十年来首次分

同期。其中，滚齿机和齿轮精加工机也

从机床类别看生产额，除其他数控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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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跌，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65.7%。

2674 亿 64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

39.6%，规模为 544 亿 1100 万日元，

台数方面，所有机种均低于 2019 年同

期减少 32.0%，出口台数为 2 万 8427

大幅减少，退居第二。位居第三的是印

期。

台，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26.6%。

度，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46.0%，规模

金额基础的地区别构成比，仍然是

NC 车床的生产额为 1050 亿 1800

为 158 亿 9200 万日元。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31.2%，

东亚居冠，占全体的 40.9%。其他依序

台数 5420 台，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是北美占 23.2%、东南亚占 17.8%、

(MC) 和磨床等主要机种，有很多是出

43.0%。立式车床生产额比 2019 年同

欧洲占 15.8%。

口额和台数双方面都较 2019 年同期降

期减少 3.9%，表现良好，但卧式车床
的生产额却大幅下跌。

欧洲受封城影响显着，德国、法国

机种别方面，车床、综合加工机

低。

和意大利等对主要国家的出口额已大幅

另外，根据财务省“贸易统计”资

减少。和 2019 年相较下降 4.8 个百分

料，在 NC 车床和综合加工机 (MC) 的

亿 42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比，市占率下降，名次和东南亚调换。

金额基础上，自行汇整前十名的出口国

40.5%，台数为 7362 台，比 2019 年

另外，东亚也许是受到中国经济恢复的

家。NC 车床前三名是美国、中国和德国，

同期减少 39.4%。立式、卧式和门形，

影响，市占率比上一年增长 8.5 个百分

和 2019 年相同。第 4 名是印度。相较

总体表现均不佳。尤其是单价偏高的工

比。北美则比 2019 年减少 3.1 个百分

于其他的出口国家，2019 年同期比的

作台尺寸 500mm 以上，中大型卧式

比。

减少幅度较小，出口额下跌，比 2019

综合切削中心机生产额为 1207

MC 和门形 MC 的生产额，比 2019 年
同期减少近乎一半。

欧洲和东南亚排名调换
2020 年上半年度的机床出口额为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若来看前十名出口国家，中国为

年同期减少 53.6%，紧随第三名的德

776 亿 79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

国之后。综合加工机 (MC) 前三名也是

减少 11.5%，超过美国，再度跃居首

中国、美国和德国，和 2019 年一样。

位。2019 年居冠的美国，受到新冠肺

固守龙头宝座的中国，2019 年因和美

炎疫情的影响，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国的贸易摩擦问题，2019 年同期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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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减少，被第 2 名的美国紧追在后，但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大幅减少。根据经济

投资的倾向。有鉴于这种状况，日锻工

2020 年美国方面，比 2019 年同期减

产业省的机械统计资料，冲压机和折弯

在 2020 年 4 月，将 2020 年的订单总

少 47.7%，几近砍半，出现很大的差距。

机等第二次金属加工机械，2020 年上

额预测，从当初的 3350 亿日元，下修

半年度的生产额为 642 亿 2200 万日

至 2250 亿日元。

主要机种比 2019 年同期为低
2020 年上半年度机床进口额为
300 亿 5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减
少 33.9%，进口台数 5 万 4718 台，

元，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22.5%，生
产台数 2148 台，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25.6%。
从机种别来看，在金额基础下，除

也不乏反弹迹象
2020 年上半年度，一言以蔽之，
绝对是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在全球传播，

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14.0%。日本进口

线材成型加工机以外的所有机种，均低

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冷却，设备投资需

很多非 NC 机，2020 年上半年度，非

于 2019 年同期。台数基础下，只有折

求也退烧。机床有关的主要展览已纷纷

NC 机即占全体进口台数的 91.8%。而

弯机和和剪板机，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延期或停办，要面对面销售也变得困难。

进口额仅占全体的 15.8%。

其他均下调。

若以金额基础来看前十名进口国

日本锻压机械工业会发表的锻压机

即便进入下半年度，不活络的状
况仍将持续。7 月订单总额为 697 亿

家，德国居首，中国居次，和 2019 年

械（冲床类机械、板金类机械、劳务

88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月份减少

相同。机种别方面，雷射加工机、车床

等）2020 年上半年度订单总额为 1124

31.1%，8 月份为 679 亿 8000 万日元，

和磨床等主要机种，进口额和台数双方

亿 8400 万日元，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23.2%。遭遇这种

面，很多均比 2018、2019 年同期为低。

33.2%，规模低迷。冲床类和板金类均

状况，日工会在 9 月，即将 2020 年订

比 2019 年同期，下跌几近 40%。

单总额预测，从当初的 1 兆 2000 亿日

订单预测向下修正
锻压机械的生产额也和机床无异，

锻压机械主要用户汽车产业，在新

元，下行至 8500 亿日元。这是自雷曼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有相继推迟设备

风暴后的十年来，首度跌破 1 兆日元。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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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跃居第 4——NC 车床出口目标国（单位：百万日元）
国名

台数

金额

构成比

2019 年同期比

1

美国

922

21023

32.5

70.1

2

中国

532

8953

13.8

76.6

3

德国

128

3128

4.8

46.4

4

印度

151

3114

4.8

77.1

中国坐稳龙头宝座─—综合切削中心机出口目标国（单位：
百万日元）

国名

台数

金额

构成比

2019 年同期比

中国

2517

37543

36.5

81.6

2

美国

933

21489

21.3

52.3

3

印度

274

5773

5.7

45.7

1

5

韩国

276

2292

3.5

7.3

4

韩国

350

4057

4

79.6

6

法国

69

2078

3.2

79.7

5

德国

135

3212

3.2

66.9

7

泰国

333

1928

3

39.5

6

泰国

250

2914

2.9

46.6

8

意大利

76

1917

3

44.1

7

越南

610

2174

2.2

44.4

9

荷兰

165

1764

2.7

35.9

8

法国

50

1699

1.7

64

10

越南

760

1720

2.7

77.1

9

墨西哥

62

1509

1.5

52.7

其他

820

16807

26

合计

432

64724

100

63

其他

1215

21259

21

合计

6396

101629

100

61.7

注：构成比、2019 年同期比均为金额比 (％）

数据源：日工会「工作具机供需动向暨金属工作机械统计资料」

和 2019 年同样由德国挂帅——进口相对国（单位：百万日元）
国名

台数

金额

构成比

2019 年同期比

1

德国

296

7564

25.2

68.7

2

中国

49532

8466

28.2

72.9

3

泰国

1795

3952

13.2

70.5

4

瑞士

54

2520

8.4

61.8

5

美国

1439

1805

6

60.2

6

韩国

949

1462

4.9

76.3

7

意大利

208

1208

4

86.8

8

新加坡

85

687

2.3

53.6

9

瑞典

35

509

1.7

1347.3

其他

325

1832

6.1

86.6

合计

54718

30005

100

66.1

前景依然混沌不清，但也不乏明朗

开始出现好转动。日工会于 10 月 12 日

络展览“JIMTOF 2020 Online”也将

迹象。从 2020 年 6 月左右开始，全球

发表 9 月订单总额速报值，比 2019 年

于 11 月 16 ～ 27 日举办。在很难面对

经济活动重启，中国和美国两大国的经

同期减少 15.0%，规模为 841 亿 4300

面销售的今天，利用网络销售和促销方

济也稳步复苏。在中国市场和半导体业

万日元，是 8 个月以来首次超过 800 亿

式，找到生机的机床制造商在增加中，

界的推动之下，机床订单总额在 5 月份

日元。

但各公司的订单究竟能增长到什么程

的 512 亿 3900 万日元探底之后，部分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在 2020 年只剩 2 个月的时间。网

度？

FEATURE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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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界 口 碑 佳· 减 速 机  德 国 制 造
专 业 计 算 软 件 · 专 业 选 型 评 估
STOBER· 中国子公司
6+系列经济型

6系列标准型

1系列多功能型

6.系列

19系列

6.1系列

高刚性大扭矩标准型

空心直角紧凑型

高刚性大扭矩直角型

欢 迎 关 注

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STOBER Drive Systems Technology (Taicang) Co., Ltd.
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娄江北路号幢
电话：
]]]YZUKHKXITYGRKY&YZUKHK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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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关注顾客使用流程”
的定制化策略
文 | 刘仁杰

中国台湾的实质 GDP 持续增长，

对定制化策略提供扼要的归纳，接着引

下列两个重复运用的特质。一个是在研

但是员工薪资却停滞不前。群聚中国台

用全球视野的成功案例，提出中国台湾

发手法上具备解决多数顾客共同的基础

湾的精密机械暨零部件产业，在 2012

精密机械企业适用的主张，亦即关注顾

功能需求，可称之为产品开发型客制。

年创造历史高峰之后却步履阑珊，成为

客使用流程的定制化策略，进行解说。

另一个是在实际使用流程上具备解决多

GDP 萎缩的代表。产学界开始相信：

最后，从中国台湾机械产业发展脉络，

数企业，甚至跨行业的相似困扰事项，

打破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才是企业可

提供可行的实践方向。

是名副其实的“顾客流程型客制”。
“产品开发型客制”源自制造商结

持续经营的王道。东海大学精实系统团
队在 2020TPS 产学合作研讨会推出
“TPS 与顾客价值创造”主题，反应热
烈，参与企业达 54 家。

定制化策略的两个类型：产品开
发 VS 顾客流程
客制 (customize) 是指配合使用顾

合技术进步的产品企划，日本机床领导
厂商，除了众所周知的发那科之外，
AMADA、DMG 森精机也都具备这类

我们提倡定制化策略，主张关注顾

客的嗜好或使用需求，对系统或软硬件

客价值与获利能力，迥异于过去强调产

功能进行设计、制造与交付的一种商业

品功能与规模优势，认为当前中国台湾

模式。正因为能够发挥量身订做、解决

客户说不”自许。90 年代结合模块化潮

精密机械产业的危机也将是重要的转

顾客痛点的特质，被认为是透过顾客价

流，发展了纳入主流客户意见与本身能

机。综合当天的专题报告与研讨，以及

值创造取得高利润的重要策略。但是，

力的产品系列，亦即结合客户的特殊需

会后的意见回馈，虽然大多共鸣于“应

客制往往代表满足特定需求，其过程隐

求与共同需求，发展产品选项，试图做

从性价比典范转型为顾客价值典范、透

含着高昂的互动成本，在生产财的世界

到“客制就是产品族里头的模组挑选”。

过定制化策略提高获利”的基本主张，

要持续维持高售价高获利并不容易。

DMG 森精机也以提供顶尖设备自许，

特质。
AMADA 在 1980 年代曾以“不对

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包括了一个

我们透过长期观察发现，成功的定

最直接的质疑：“除少数关键零部件厂

制化策略具备因应顾客问题解决与价格

并用自己的生产线实际展示“成功体

外，中国台湾机床厂真的有机会吗？”

能够被接受之外，大都兼顾了大量定制

验”。伊贺基地两座加工厂的精实化、

本文尝试提供系统性的回答。首先

化性质。亦即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具备

复合化与五轴化，堪称典范，现场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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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融入客户需求、提供标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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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于旧有机种的制程时间与效率改
善，令人印象深刻。解决方案中心所展

关注顾客流程的高获利典范：
KEYENCE
相对于前述以产品开发作为原点的

示的四十余台设备，也都拥有类似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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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于关注顾客的使用流程，也就是被
称为解决方案事业的定制化策略。
KEYENCE 是总部设在大阪的量测

定制化策略，顾客流程型定制化策略主

仪器等领导企业，专注顾客需求咨询与

张从顾客流程的需求出发，结合顾客的

企划开发，以拥有超过千人的营业直销

AMADA、DMG 森精机的长期获利能

使用情境、流程需要、作业习惯，在标

部队、能持续创造出顾客价值著称，生

力，可以说是产品开发型定制化策略结

准机台的骨架上融入了顾客的实际需

产则委托给所属子公司。做为一家资本

合精实管理的一项实践水平；然而，对

求。

财企业，KEYENCE 与顾客企业之间的

我们认为过去二十年，发那科、

中国台湾地区大多数的企业而言，产品

2020 年初，日经商业周刊、东洋

互动，具备四大特征。

开发型定制化策略进入障碍高，未必适

经济等日本主流财经杂志，纷纷以专题

第一，坚持现场主义，营业员从顾

合。关注实际使用流程上问题解决的“顾

方式，报导 KEYENCE 薪资高居日本

客现场使用流程提出解决方案。提供三

客流程型定制化策略”，有更大的发展

第一 ( 年收平均 2088 万日元，2019 年

种数据库：顾客信息档案、成功案例集、

空间。

度上市公司财报 )，来自连续 6 年超过

产业制造工程教材，让营业员从新进人

50% 的营业获利率；持续高获利的关键

员开始勇于深入现场。营业员需填写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32

FEATURE 专题

“Needs Card”，自动回馈访问顾客

从现场流程检视现有问题为何？新方案

是从标准机转型为客制机，最为成功的

现场所得到的知识，让营业、开发与企

能够解决此项痛点的效果、频度，以及

机床企业。

划部门持续得到更新数据库，宛如营业

对顾客的具体贡献，决定交付价格，目

的 AI，使营业员的顾客需求咨询能力，

标是让每次交易能在顾客的感谢基础上

区，在合作伙伴友嘉集团的支持下，

以及解决顾客问题的企划开发能力，与

获得最大利益。

2005 年即取得损益平衡，在日本传为

时俱进。
第二，倾听而不允诺，仅聚焦在本
身拥有能力、顾客却不知道的提案。特

第四，重视“Needs Card”累积

复出现，具备一种大量定制化的系统特
质。
第三，由顾客实际价值决定售价。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美谈。正如首任总经理前田充夫所说“一

呈现的新兴潜在需求，摸索下一个顾客

般日商至少要 3 年才做得到的目标，我

愿意支付高价格的高附加价值产品。

们第 1 年就达到了”。中国汽车产业

别重视跨企业与跨产业的顾客价值创
造，基于解决方案的形成与交付可以重

友嘉高松初期设在杭州萧山友佳厂

发展带动机床的大量需求，友嘉高松在

转型客制，友嘉高松创高峰
2004 年设立于浙江杭州市、由友

2010 年平均月产量超过 30 台，100%
是可以在型录上搭配选购的标准机，营

嘉实业与高松机械合资的友嘉高松，

业额达到 1.3 亿人民币的历史高峰。然

2019 年获利创下历史最高峰，被认为

而，这几年崇尚性价比的标准机逐渐被

FEATURE 专题

中国本土品牌、韩国品牌机床企业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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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深入顾客使用流程，创造范

相对于 AMADA 与 DMG 森精机属

代，友嘉高松被迫转型。2019 年受到

于机床产业的大型暨领导地位，中小企

例、共享范例。特别是透过理解与解决

中美贸易纷争、经济衰退影响，中国机

业友嘉高松的成功对中国台湾机床更具

顾客生产上的实际困扰，创造协助顾客

床市场平均仅维持了 2010 年全盛期的

有启发。从性价比典范迈向顾客价值典

产品差异化、与顾客共创价值的范例。

65%。友嘉高松营业额却再度回到全盛

范的观点，友嘉高松也不像 KEYENCE

范例支持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经过反复

期的 1.3 亿人民币，营业获利率更超过

那么高不可攀。

界定与强化，一方面有效支持营业人员
进行跨企业跨产业的销售与交付，另一

30%，创下历史高峰。检视 2019 年销
售机台的内涵，92% 已经转型为客制机
种。

顾客流程型定制化策略的实践步
骤

方面继续透过同质与异质信息的回馈，
丰富既有需求的活用与新型需求的探
索。

友嘉高松总经理塩本雅人认为“客

中国台湾机床产业以复制欧美日先

制是一种文化”，理解顾客制造现场的

进国家机床起步，结合产业群聚与模块

第三，发展解决方案事业的管理机

流程文化，将机床产品有效融入，是创

化优势，在国际舞台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制。“不追求高性价比，致力于对顾客

造顾客价值的关键。譬如：他们为一个

地。随着环境的巨变，定制化策略已经

高贡献度”的信念，不应只是口号，更

客户的空压系统三点组合、油压系统的

成为中国台湾机床产业的显学。然而，

重要的是行动。结合新典范与范例创造

压力表等，安装在机器的正面左方，和

检视积极推动定制化策略的企业，仍然

心得，值得发展的管理机制包括：要求

常见安装在机器正后方或侧面的思维不

普遍存在不理解顾客流程需求、复制先

营业暨售服人员进行有效的顾客现场记

同；另一个案例，友嘉高松的车床属于

进国机种、批量生产等性价比典范思维，

录回报、逐步建立内部解决方案的形成

小型机，标准机的操作高度相对比较低，

十分令人忧心。同时，考虑规模与品牌，

机制与共享机制，以及摸索新型需求的

他们将机器垫高，让厂内产线的操作高

中国台湾机床能够选择产品开发型定制

流程与方法。

度一致，满足顾客的加工线标准化需求。

化策略的企业非常少，成功关键在于充

塩本总经理指着展示区的 6 个机种

裕的产品企划暨研发人才。

说，友嘉高松按照顾客流程需求进行客

最后，我们以本文分析聚焦的顾客

制的骨架，没有超越这 6 种标准机的范

流程型定制化策略，特别是结合实务上

畴。他还透漏，友嘉高松独树一帜的线

的成功案例，以及对中国台湾精密机械

束内制，是以低成本交付客制机台的秘

产业脉络的理解，提出三个实践步骤，

密武器之一。

作为总结。

这让我想到一家日商对中国机床企
业的批评：
“重视机构功能、忽略接头与配

第一，拥抱顾客价值典范的破坏与
建设。执行顾客流程型定制化策略，首
重营业人员的观念变革，特别是理解“生

线”。顾客的痛点往往藏在使用上的细

产财销售通常不是因为性能好、购买意

部要求。我们对机床使用客户的持续调

愿高，而是达成使用流程目的效果好、

查也发现，顾客使用流程上的 LT(lead

能解决痛点”。其次是强化从顾客使用

time) 缩短、人机组合的 CT(cycle

流程观点，舍弃性价比典范思维的组织

time) 达成、首次合格率 (first time

机制，建设有助于提案型营业的能力培

through) 等，都直接反映了生产财的使

育机制。观念变革的成败直接支配破坏

用价值，支持销售价格。

与建设的速度与深度。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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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
中国 2020 年经济超车全世界！
文 | 张方毓

疫情意外成为中国经济推手，
中国 2020 年 GDP 增长 2.3%，
相比之下 2020 年全球产出下跌
4.2%。美国智库预测，中国经济
规模将在 2028 年超车美国、成为
全球最大经济体，比预期更快。
中国经济增长、境外投资、
消费者动能都胜过全球：2020 年
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比 2019 略为上
升；中国现在占全球中产阶级人数
的 1/4，不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
消费机器。

作为疫情爆发地中国得益于强有力

GDP 增长 2.3%。由于 2020 年全球

车全球的趋势也不会改变，经济学家预

的防疫措施，但却成功让它成为世界上

产出下跌 4.2%，中国经济鹤立鸡群，

测，中国 2021 年 GDP 将增长 8.2%，

少数 2020 年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

进一步导致中国占全球经济份额提升为

胜过全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处

14.5%，比原本预计的进度超前 2 年。

长哈拉斯（Homi Kharas）指出，中国

《彭博》（Bloomberg）报导，
中国于 1 月 18 日宣布其 20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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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其他主要经济体复苏，中国超

经济规模将在 2028 年超车美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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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经济体，比预期更快。

中国经济增长、境外投资、消费
者动能都胜过全球
一场疫情，反而巩固中国在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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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为止，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金额达

始放缓，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占全球中

1200 亿美元，还比前年略为上升；同时，

产阶级人数的 1/4。依据 2011 年购买

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剧减 3 到 4 成。

力平价计算，这些中产阶级每天会花费

现在的中国，也不再只是世界工厂，

大约 100 到 600 人民币。2020 年，传

更是消费机器。彭博经济学家舒畅表示：

统汽车大厂通用汽车、福斯在中国卖出

济的位置，阿肯色大学教授 Ka Zeng

不只中国的经济增长重要，它的增长模

的车辆，比在美国卖出的车还多。

如此表示。川普前两年跟中国大打贸易

式对全球经济来说也很重要。中国持续

战，也给了中国大好机会，和亚洲与欧

朝向依赖内需来刺激增长，对全世界来

洲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欧美企业

说，中国除了扮演生产者，它会逐渐成

近期也可能持续投资中国市场，因为在

为一个消费者。

后疫情时代，中国可能是少数经济大幅
反弹的国家。
自 2015 年把取得最多外国直接投
资（FDI）的头衔拱手让给美国后，如今，
中国可能会再次拿回宝座。到 2020 年

这一部分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企
业嚷嚷着要把生产线撤出中国，但行动
上却难以割舍，甚至投资中国的金额还
增加了。
消费动能在欧美等成熟国家已经开

中国股市市值创 13 年来新高
在中国国内，跟美国一样，资金狂
潮也席卷股市，中国股票基准交易价格
创 2007 年以来新高，各上市公司估值
也是 5 年以来最昂贵。
举例来说，车用电池制造商宁德
时代 2020 年 11 月底以来股价上涨
56%，定价是预期收益近 120 倍。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36

FEATURE 专题

中国市场里大量游资以及超低借贷
成本，正把储蓄者推向股市，根据《彭

突破的 6 千点大关。
许多企业乘着这波资金狂潮，进行

行股票。
律师事务所 Harneys 的雷蒙表示：

博》，过去一年，中国股市投资人如果

首次公开募股（IPO）。2021 年才没

现在是中国公司在香港或上海 IPO 的完

押对目标，投资报酬率超过 64%。接下

过几天，中国计算机供货商联想、社群

美时机。目前，雷蒙手上大约有 20 个

来，中国央行可能持续将政策利率保持

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等多家公司纷

IPO 案子在忙，其中多个都是中国科技

在历史新低，将刺激更多资金流入股票

纷宣布将 IPO，或到国内不同城市二次

公司。

基金。

上市。

2020 年 11 月底，沪深 300 指数

联想宣布将到上海科创版挂牌上

2021 年中国政府大声宣布，2035
年前，要让 GDP 从 2020 年的水平翻倍，

突破 5 千点。整数数字对中国股票市场

市，董事长杨元庆表示，联想正在利用

而中国勃发的经济和股市指向这条快速

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关键支撑位和指数

中国迸发的资本市场作为杠杆。《南华

增长路径。

阻力位。沪深 300 指数未来再上涨 6%，

早报》报导，有人透露，就连尚未上市

就能超越 2007 年的纪录，并上看从未

的字节跳动（抖音母公司）也在考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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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医疗新趋势
文 | 吴思贤

千禧时代来临后，医疗技术也俨然

外星人绑架地球人之后对其进行成份分

产指示再由此云端系统送出，生物技术

踏入新里程碑。自 2003 年人类基因体

析的画面，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不可思

公司或药厂的机器收到指示就会自动化

开始解码，各类基因与蛋白质信息亦同

议；有了巨量医疗数据后，科学家会想

合成个别所需要药品剂量。也许还需要

时如雪球般大量产生，使科学家与人们

知道每个人 DNA 分析组合、蛋白质特

再至少五年十年才能落实，但可确定的

认识到生命复杂之处，也让癌症与罕见

性等，进而形塑出个人医疗之差异化，

是人类医疗正由模拟渐渐转换为数字。

疾病治疗方法出现曙光。近年来，由于

加入信息通讯技术及物联网等核心思想

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体系而言，智慧化

信息通讯技术进步与物联网 IoT 发展所

后，建构出科学家心中智慧化医疗的原

医疗的兴起亦促成未来智慧医院发展契

赐，科学技术已允许人们分析巨量数据

型：基因分析、容易取得之影像医学数

机，借由信息通讯技术环境、医疗大数

报含前述基因与蛋白质信息，医院里各

据，加上演算软件协助寻找药物新配方

据与物联网的架构作为智慧医院之基础

种检验影像数据、生物标记信息等医疗

或分析个人疾病史后，与其他成千上万

设施，串联各式各样之医疗设备。然

数据，都需仰赖病人信息与人工智能进

患者比较后得出最佳治疗途径。

而，尚有部分构面是需要整合医院各供

行探勘及预测模型建立，以期待能成为

然而，智慧化医疗的诞生对于传统

货商、不同之医疗单位，包括稳定且明

制药产业渐渐造成了冲击，此趋势模糊

白医院运作逻辑之系统整合业者、数据

由于医疗市场在全球商机庞大，通

化了传统制药产业与生物技术公司之界

分析平台例如能快速分析影像医学、皮

常开发新药物需要花费数亿美金以及十

线，智慧化医疗产生新的药品制造方式

肤科样本等分析仪器、能确保病患隐私

年以上时间，对于药厂来说，若能针对

例如透过基因治疗、免疫疗法、生物药

及数据安全之网络供货商与云端服务装

巨量医疗数据进行更多探勘，也许能缩

品等。未来可能的医疗面貌：病患罹癌

置、准确可靠之传感器 / 遥测器，这些

短新药物开发时程，甚至能发掘老药新

确诊后，病患肿瘤切片被送至 DNA 定

构面也是将来业者们可努力耕耘领域所

用途。除此之外，对科学家来说，过往

序实验室检查分析。确知肿瘤独有特征

在。科学家也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区

许多技术层面无法配合之愿景，随着信

与病患免疫系统状况后，相关数据会被

块链技术、穿戴装置等远距医疗工具、

息持续扩展，将再重启研究更多新诊断、

送至云端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比对，透

精准医疗技术等 3 项科技趋势将使智慧

新治疗方式。还记得在许多科幻电影内，

过生物信息处理决定治疗方式，药物生

医院更加蓬勃发展，届时如何能同时兼

更佳的临床诊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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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医疗科技与病患隐私道德，将会是下

2020 年由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多数非跨国大企业，更适合在基础科学

一道考验。

Verily 更率先与美国卫生部合作设立得

研究上善用趋势抢得先机，或许国内法

当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至某阶段后，

来速病毒筛检机制，截至 2020 年 5 月

规环境仍在发展成形，但可确信之传统

通常也会渐渐于产业界所应用。前面我

已扩大实施至全美 10 州以上，此得来

医疗研究与医病模式要迈向智能化之历

们既然提及了智慧化医疗许多理论与应

的病毒筛检机制透过 Google 问卷评估

程，国内产业可参考借镜前述国外经验

用基础，在信息科技不停演进之浪潮下，

一些民众症状、简易身体病史、旅游接

并提前准备，有朝一日亦可能成为国内

许多全球知名科技巨擘如 Google、

触史等，以问卷初步筛选判断后再请疑

智慧化之成功典范。

Apple、Facebook 也将研究触角结合

似染病民众免费前往各据点采检取得样

智慧化医疗概念。例如 Google 的子公

本，后续检查结果、样本资料则会回馈

司 Verily，前身为 Google 生命科学部

予受检者、美国研究单位及合作医疗院

门，致力于使用各种全新的诊断工具搜

所，当样本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后续样

集大量不同的样本，再将结果用于医学

本数据分析将对于美国疫苗或药物发展

研究。Verily 曾设计一款新式外科机器

有所帮助。由此可知，智能化医疗正以

人，结合机器人学、人工智能与虚拟现

许多不同方式尝试于医学应用，期望将

实，希望能制造出一款给手术专家使用

来这些庞大的医疗信息将促使人们更加

之外科机器人，算是智能化医疗概念与

健康。

外科医疗科技之应用结合尝试。另外，

总结而言，虽然国内医疗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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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峰
德哈哈压缩机：不将就，方成就
文 | 刘明星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压缩空气体
积并提高气体压力和输送气体的机
械设备，能将气体体积缩小、压力
增高、具有一定的动能，可作为机
械动力或其他用途，是制造业广泛
用到的工业设备，也是激光切割机
的重要组成部件之一，对切割的质
量和效率至关重要。压缩机制造是

MFC：潘总，首先请给我们读
者介绍一下德哈哈的整体情况。

成就”的理念，打造国内空压机标杆企
业。
德哈哈创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

潘晓峰：德哈哈压缩机是一家专注

由于业务的发展， 2016 年，德哈哈将

于空气压缩机的研发、制造以及节能优

生产基地迁往至江苏启东。目前，德哈

化改造的专业制造商。德哈哈拥有国际

哈在启东拥有两个生产基地，分别生产

化的生产工艺，丰富的产品线，以无油

小型与中大型空气压缩机。

水润滑、油冷永磁变频、双级压缩螺杆

德哈哈压缩机扎根本土市场，为更

空压机为主打产品，坚持“不将就，方

贴近客户，给客户更及时的服务，德哈

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们本次采
访的德哈哈压缩机是一家深耕行业
的技术型企业，其产品在激光切割
领域里独占鳌头，帮助钣金企业大
幅提高切割质量，降低切割成本。
2021 年 1 月，我们在德哈哈
压缩机江苏有限公司的新厂区里采
访了潘晓峰总经理。潘总接手德哈
哈 12 年，让企业获得了跳跃式发
展。同时他也是空气系统联盟的主
席、江苏压缩机协会副会长，热心
行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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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必备零部件，用来压缩氧气、氮气
或者空气，吹掉金属熔渣，保护激光切
割头通畅，防止熔渣依附在镜面上。压
缩氧气为了助燃，帮助激光加速穿透金
属，提升切割效率；压缩氮气则为了获
得更加光滑的切面，减少挂渣。
在 2016 年以前，本土激光器崛起
之前，激光切割机的价格动辄一百万到
几百万，压缩机在大功率激光切割机的
整体成本中占比并不高，它的重要性也
往往不为激光切割机及用户企业所了
解。现在激光切割机的价格低廉，大量
替代了传统的数控冲床、锯床、等离子
切割、火焰切割等，不再视为奢侈的加
工机床，加工时间和加工强度远胜从前，
对空压机这样的零部件的性价比的重视
程度就大大增加了。
哈在国内重点城市设立了多个分公司、

同的市场需求， 德哈哈研发生产了专用

德哈哈在 2016 年成立了国内空压

经销网络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市辖区。德

于钣金加工行业、医疗设备行业、污水

机行业第一个激光切割事业部，专注于

哈哈全面落实 4 小时响应机制，以过硬

处理行业等的空气压缩机。

激光切割机用空压机的研发和制造。通

的产品质量、贴心的客制化服务、及时

这些特殊的行业有些空压机运行工

过大量调研激光切割机和切割加工用

有效的技术支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作时间长、强度大，对稳定性要求高，

户，德哈哈发现激光切割中经常出现挂

产品远销海内外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有些工作环境恶劣，多烟多雾 ，或者对

渣、切不透、烧镜片、烧镜筒、聚焦镜

噪声和震动有苛刻要求，或者对减低能

筒压丝和螺纹熔为一体、电容连接感应

耗减排压力大，或者对空气的洁净度有

触针损坏、水油多等问题，持续造成宕

超高要求 ...... 针对这些特殊工况，我

机，输出功率衰减，生产效率下降。用

们为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

户需要经常更换镜片和切割头，购买更

案。

加纯净的气体，每年产生大量的损耗和

MFC：德哈哈主要服务的行业
是哪些？
潘晓峰：空压机是通用设备，每个
行业都需要它。我们的客户遍布金属加

人工成本。

MFC：钣金加工行业的空压机
食品、吹瓶、电子、节能环保、污水处理、 有什么特点？

户认为是气体、激光器、切割头、传导

冶金等各行各业。我们持续不断的为不

光纤等部件和耗材的问题，认为每半个

工、医药、化工、纺织、粉尘输送、印刷、

这些问题往往被设备厂家和切割用

同行业的生产企业提供稳定、洁净的压

潘晓峰：钣金加工行业是德哈哈最

缩空气与节能、可靠的压缩空气设备。

近五年新开辟的行业，激光切割机是钣

德哈哈认为，很多时候，这些问题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

金加工用到的最广泛的加工设备之一，

的原因其实是通用型的空气压缩机的质

业需要专业化、客制化的服务，针对不

发展特别迅速。气体压缩机是激光切割

量不过关，或者通用的空压机不适用钣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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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行业的特殊性，让别的部件背了黑锅。
通过深耕激光行业，德哈哈开发出激光

MFC：德哈哈有哪些产品，分
别有什么特点？

切割机专用压缩机，有效干燥空气中的

43

款空压机。
在压力为 1.58Mpa 的情况下，
德哈哈的 DBZY15A-30A 系列和

水分，尽可能分离油水，清洁空气中的

潘晓峰：德哈哈的产品包括低压螺

DMZY15A-30A 系列适用于从 1Kw 到

粉末，不给后续切割环节添堵；专气专

杆空压机、双级压缩空压机、无油螺杆

8Kw 的激光切割机，DCZY 30A-50A

用，通过控制压力和流量，彻底消除压

空压机、激光切割专用机、永磁变频空

和 DMZY30A-50A 系列的空压机适用

力不均衡的问题，精准控制切割的效率。

压机和后处理设备，涉及的特别广，我

于 10Kw 到 20Kw 超高功率的激光切割

这里介绍一下和我们金属板材加工的几

机。其中 DBZY/DCZY 为 16 公斤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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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优质冷干机：采用环保型的

速 , 经历了各行各业的庞大需求的迭代

R407c 制冷剂，保证提供稳定的 2℃～ 8℃

进步，已逐渐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

左右的低露点；冷凝风机侧置，保证散

的这一过程。

热效果，同时方便维护；采用大通径可

现在德哈哈和国内外的主流激光加

调式电子排水阀，不易堵塞，排水更可

工设备商，如宏山、领创、亚威、扬力

靠。

等龙头企业都达成了合作，目前我们还
在一直在扩张产能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MFC：我们的激光切割机的很
多核心零部件正在实现国产化，
德哈哈现在有哪些激光主机客
户？
工频一体机（空压机，冷干机，精密过
滤器，500L 储气罐），DMZY 为 16
干机，精密过滤器，500L 储气罐）。

仍旧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生产的空气压缩
机比不上国际品牌，事实并非如此，国

一体机（空压机、冷干机、精密过滤器，

产龙头企业和专业化企业的产品并不亚

600L 储气罐），适用于 3.0Mpa 以上

于进口或合资品牌的产品。

激光切割机的设计越来越紧凑，尽
可能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加工厂房的利
用率。德哈哈的激光专用空压机主要有
几个特点：
节省场地和成本：集合了压缩机、
冷干机、空压机于一体，同时标配 3 级
精密过滤器。避免了用户分别购买管道
和配件安装的麻烦，整台设备可随时安
放在用气端旁边，即插即用，既节约了
场地，又减少设备投入，同时一体化的
结构将管道短化，减少了管道投资和管
道泄漏带来的能源开支。
结构紧凑低噪音：模块化的结构设
计，性能耐用的部件，高效可靠的皮带
传动，全封闭的防护外壳，结构紧凑且
振动小，采用人机工程学的设计，噪音
更低，保养和维护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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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也就是说要解决客户担心的问题，
并且主动优化我们的产品以帮助客户提

潘晓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制
造业起步比发达工业国家晚，时至今日，

的超大压力应用场景。

准，站在客户角度忧其所忧，也优其所

升他们产品的品质。

公斤螺杆永磁变频一体机（空压机，冷
DHH1230/2030 为 30 公斤活塞机

德哈哈一直坚持德国工业的工业标

和激光切割机行业一样，中国的空
压机行业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中发展迅

MFC：空压机也是高度竞争的
行业，德哈哈未来的发展战略是
什么？
潘晓峰：面对不断变化中的市场，
德哈哈也在不断调整前进的步伐。2020
年的新冠疫情，全球经济都受到较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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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操作等是行业大势所趋。
就企业本身而言，产品要跟得上社
会技术发展，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只有
一件件产品都有质量，一家家企业都以
质量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
就整个行业而言，空压机行业竞争
激烈，还需要行业自律和适当的监管来
保证优胜劣汰。目前整个行业的付款条
件非常苛刻，几乎所有企业都被迫在没
有预付款的情况下，就开始生产，这对
企业的现金流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多企
业只能做简单组装，以次充好，更不用
说技术研发。一旦下游用户的需求变化，
放弃购买，生产出来的定制产品就形同
报废，以库存的形式砸在手里。这对空
压机企业是巨大的风险，对社会资源也
击。但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德哈哈依

在任何环节将就凑合。

是巨大的浪费，也不利于国产空压机的
技术进步。

然实现了良性的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受

未来几年， 德哈哈将持续深耕细分

益于我们对行业及环境的理性分析以及

行业，打造德哈哈的优质品牌，加大研

前不久，我看到国家发改委官网发

大胆变革。

发和制造能力，推出符合行业需求的产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

品。2020 年年底，我们新的产品体验

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

策略，选择了“精耕细作”的专业化路线。

中心在安徽合肥开业，贴近客户市场，

了“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可能

在我们的优势行业上，主动挖掘客户的

为蓬勃发展的长江流域经济带服务。

影响合同履行的异常低价竞标”，鼓励

深层需求，站在客户的角度分析问题，

2021 年，德哈哈将布局多个重点省份，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全生命周期内

研发针对性的产品。现在钣金设备行业，

在重点城市设立德哈哈压缩机产品体验

能源资源消耗最低、环境影响最小的投

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大势所趋，所有设备

中心，以更全的销售服务网络，缩短服

标”。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有必要。

的信息通过物联网进入企业生产管理系

务距离，加快响应速度，更快更好地服

统，让生产厂家和客户随时能对生产情

务我们的客户。

德哈哈摒弃了传统的“一把抓”的

空压机行业往往被认为成熟的传统
行业，牺牲品质和服务进行低价竞争的
情况非常普遍。而德哈哈在一片红海的

加强业内国内外优秀企业之间的交流，
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自律，共同优化行

况和机床设备的情况进行监测。德哈哈
的空压机也在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

德哈哈将发挥在行业组织的作用，

MFC：德哈哈作为业内若干行
业组织的会长和副会长单位，在
引领行业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建
议？

业环境，为各行各业提供优质的空压机，
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坚实的支持。

市场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不将就，
方成就”服务理念，从产品研发，到生产，
到销售，到售后服务都精益求精，绝不

潘晓峰：空压机的技术进步也很快，
稳定安全、节能环保、小体积、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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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养，态度教不会！
值得委以重任的管理者，都具备 3 种特质
文 | 郭宪志

Amy 站在电梯口等着…门打开后，
他突然看见前主管 Jay 站在角落，Amy
本能地跟 Jay 点头打招呼，没想到得到
的却是一副完全不想两眼相视的冷漠和
视若无睹。Amy 只好尴尬转身面向电梯
门沉默，不敢开口问候，直到 Jay 到达
楼层走出电梯，他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座位后，Amy 打开计算机，
映入眼帘的是一封来自客户的 Mail，信
中客户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已经完成
POC（Pro Of Concept）的方案，突
然又有贵公司其他单位来提不同建议？
你们内部都没有沟通和整合吗？而且还
bypass 我，透过关系直接找我的主管，
这是要让我难看吗？
Amy 大吃一惊，立刻拨电话给邮件
中所附建议书的联络人，结果对方回复：
这不关我的事，是我的新老板、也是你
们部门的前主管 Jay 交办的工作，我只
是奉命行事。因为 Jay 说这客户原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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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不足，而是没能将对的人放在
对的位置上，缺乏具备正确态度的主管
来带领团队。即使有专业人才，也会
因为组织内的恶质竞争或对立而无法留
下。
根据上述的原因，企业在任用主管
时，除了专业能力外，更应该根据每个
主管的工作态度、领导风格、行为展现
等表现，持续观察、调整组织中关键职
务的选任，这样才能够真正使这个组织
不断进步与成长。

具备大格局的三个特质
经理人是否具备可以委以重任的潜
力，应该就其实际展现的行为来反证他
的人格特质与态度，而这些态度可以一
定程度地反映出他是否具备大格局思
维。如果以正面角度观察，我个人认为，
大格局的经理人至少需有下列三个特
质：
舍我其谁的勇气
带领团队的领导者必须是愿意承担
责任的人，不会只计较自己的利益或是
害怕在承担责任中被牺牲。他要总是想
跟他熟，也偏好 Jay 现在提出的新方案。

题，又担心自己陷入组织恶性竞争，让

着如何从挑战中突破并获取成功，而且

只是你们当初没有依照他的要求落实，

Amy 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办。

愿意冒着未知的风险，勇于接受组织赋

再这样延宕下去，这个客户反而会下单
给其他公司，所以他才交代我们赶快补
位而已！

予的各种任务，即使知道成功的机率不

从主管的态度与行为看出格局
许多企业在晋用主管时，多会以其

高也愿意拼搏。因为企业经营不可能永
远顺风顺水，一旦缺少冒险的勇气就很

Amy 听了之后真的又气又伤心，想

专业能力作为主要考虑，但事实上，企

到自己过去为 Jay 那么努力拼业绩，没

业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比专业更重要

坚信团队合作

想到他一转调部门就翻脸不认账！难道

的是态度。如果态度消极，专业能力再

许多很杰出的主管在晋升到更高的

他是不爽我接替他的工作担任这个部门

好也不易有好效率；如果态度被动，少

位置后，会表现得不如预期，其背后原

的主管吗？还是他在新的部门缺少大型

了严谨的监控就会怠惰；如果态度自私，

因往往都是缺乏运作大部队的经验所

客户，要来挖墙脚？自己该不该跟公司

团队合作无法发挥综效，还可能内耗冲

致。另一个层面则是这个主管过度依赖

反应这个问题？脑中浮现一堆恼人的问

突。许多组织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并非

自己的能力，而缺乏授权、不懂得运用

难保持冷静与果决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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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要对过去累积的惯性能有

因此，要做好中、高阶主管的培育及选

不知道该怎么样让组织有充分的团队合

自我反省的能力，愿意抛弃旧有的包袱

任，一定要先经过审慎的行为与态度的

作。

与习惯，接受新事物和趋势来领导团队

观察与筛选，才能避免大量投资后却又

创新，这样才是真正具备大格局潜力的

前功尽弃的遗憾。

团队的协作来发挥效益。简单来说就是，

更糟的情况是：无论是个人英雄主
义作祟或是自私心态，有些主管会因担

领导者。

心下属超越自己，限制组织中的人才发
展与团队合作。这样的主管不仅不能重
用，更不可再用！以免对组织造成更大
的伤害。

审慎评估、培养具备大格局的主
管
好的主管真的不易培育，尤其是越

求知若渴且能自省

高阶的主管越不容易。在专业分工越来

面对技术日新月异、新世代不断加

越细的现在，企业要从组织基层一路培

入组织，要能够因应时代快速的变化且

养一位优秀的员工到可以担纲重任，其

与时俱进，身为领导者必须一直对学习

实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成本，如果

新的知识保持高度热情。因为唯有真正

在最终阶段才发现选择错误或是无法胜

了解，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任，这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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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 10 万美元算多吗？
小心掉入亨利人陷阱
文 | 黄燕

虽然日本实质薪资 30 年没涨，但
日本超高档饭店却一家家开，现在一晚

人现象。
肖恩塔利 2003 年《财富》撰文首

从未富有，将来也很难富起来。
以前年薪 50 万人民币至 100 万人

1 万元人民币的房间不算什么，动辄 2、

次提到亨利人（HENRY），是 High

民币可能会视为高薪族，自然会将过高

3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饭店比比皆是，且

Earners Not Rich Yet 的缩写，这种人

薪人士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个

这些特殊消费不只金字塔顶端富人在追

大多是千禧世代，年收入在 10 万至 25

标准这几年可能早就打破了，所谓的高

求，还有一大群收入普通的 30、40 岁

万美元，他们有三大特征，分别是收入

收入，在现在物价飞涨时代早就不算高

客群也在抢订。这种一边过着顶尖富人

高于平均，但几乎没有储蓄，甚至没有

收入。

的高消费生活一边喊穷，已是我们这个

物质财富。因此如果停止工作，他们就

时代的特征，也是肖恩塔利笔下的亨利

不会有钱。简单来说就是收入很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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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科技业起薪就拿到 10 万美元，但这

真的愈来愈薄。但大部分人无视这点，

和必要生活开销时，他们就会发现，口

些人经济外部看起来光明，内部却暗淡

以为自己薪水变多，自然就会花得更多，

袋没有多少钱可投资或储蓄。这就是为

无光，原因就是他们是属于负担危机一

这在物价比薪水上涨更快的世界就像温

什么我们时常听到，年薪 200 万、300

代人，现在 10 万美元不再是过去的价

水煮青蛙。

万还还说自己很穷的原因。

值。

Insider 也说，当薪水增加时，就
负担危机一代人处在收入增长根本

很多美国年轻人发现，他们即使拿

会习惯吃好的、住好的、时常出国旅行，

到 6 位数薪水，却感觉越来越少，中国

无法跟上生活成本指数增长的时代。在

从每月花 3 千到 4 千美元，十年过后突

30~40 岁同样有这种感受，明明年薪

美国，从 1974~2017 年，按通货膨胀

然发现一个月花 1 万美元，但薪水增长

200 万、300 万元，怎么感觉都没存到钱。

因素调整后，年轻人收入仅增长 29 美

幅度根本没这么快，这些人发现需要省

花钱没有错，错在无视物价飞涨的速度。

元。同时房屋中位数价格上涨 39%，人

钱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牺牲这种生活方

均国民医疗保健费用增加了 9 千美元，

式，顶多选择在 Forever21 买衣服。

教育成本也增加一倍以上。

这是个全球现象，实质收入正在让
人无法察觉的速度坠落，皮尤研究中心

这群人还有一个特点是通常居住在

2016 年调查指出，10 万美元在美国只

大城市，对奢侈的生活方式情有独钟，

能算中产阶级。若这次疫情真的催生通

2020 年终于些微成长，终结停滞 30 年

想象自己可与真正的有钱人过几乎相同

货膨胀怪兽出笼，物价飙涨将会让中产

泥沼，多年下来民众都有万物齐涨的明

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街上 100 万

阶级坠落更快，只会让很多还以为自己

显感受，更别说用来计算实质薪资的消

人民币以上的车满街都是，没事就去住

是高薪族群的人措手不及。

费者物价指数不包含房价，对钱的感受

好上万一晚的奢华旅馆。但当加上学贷

日本的现象也相似。日本实质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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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外观钣件麻点不良原因
及改善对策浅谈
文 | 陈晓枫、陈培成、林彦超、陈建波·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整车制造一部

本文文章对汽车车身外观钣件
麻点不良的以下相关几个方面进行
了分析研究：钣件麻点不良对冲
压生产制造及整车外观商品性的影
响；外钣件麻点不良的产生原因及
改善施策方向；麻点不良改善效果
的维持。

的关键阻碍项包含麻点品质不良。麻点

衡量。钢材边部的毛刺铁粉、表面的油

是外观钣金件上的一种微小凹凸点，经

膜厚度等都是造成麻点产生的重要因

过车身喷涂工艺之后肉眼视觉效果会很

素。

明显，进而影响整车商品性，由此改善

主机厂检测成品钣件麻点的方式由

麻点不良成为各大车企冲压领域长期推

品质人员通过线检、抽检等在线检测方

进改善的课题。

式进行当批次品质检查。若麻点不良呈
偶发性且不良数量可控，则可以维持线

麻点相关知识

体正常运转；若不良呈连续性且不良数

我们熟知的车身外观钣金件是通过

量较多呈不可控状态，则必须要停止线

冲压工艺而成型的。冲压工艺大致可分

体运转，对线体内模具、吸盘等设施设

为以下几道工序：拉延、翻边、切边、

备进行清洁处理并调查异物来源，整个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及居民生活

整形、冲孔。其中拉延工序是钢材通过

过程用时一般要持续 3 至 5 分钟。由于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出行质量的

压机的控制随模具压合运动而成型。我

清洁作业所造成的停机，不仅会降低现

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内外汽车行业得以

们提到的麻点主要就产生于拉延工序。

场生产效率，也会造成额外的大量成本、

快速发展。现阶段，汽车自身的安全性、

如果钢材表面或模具表面存在异物，就

人员等浪费。

动力性、外观商品性等等决定着汽车的

会在拉延成型过程中由于异物与钢材相

销售量。其中就车身外观商品性而言，

互挤压导致成型后的钣件表面产生麻

除了与造型设计有密切关联外，与外观

点。对于造成麻点的异物大小标准，目

钣件品质也密不可分。冲压对外观钣件

前没有明确定义，部分主机厂将这种异

的生产制造要求以品质“零不良”为最

物大致定义为长度 / 直径在 0.1mm 以

终目标，但实际很难达到“零不良”理

内的硬度低于钢板的物体。依据笔者现

想状态，其中困扰“零不良”目标达成

场经验，事实上异物难以进行数据化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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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笔者根据实际经验分享一些
麻点类问题点的产生原因及对策知识。

图 单品麻点不 麻点放大状
1
良图示
态效果

麻点喷涂后
状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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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某车型外钣件清洗机清洗参数与钢材油膜厚度对应关系一览表
修改过程记录
车
型

材料名
称

1
刷洗
送料
速度
速度
m/min m/min

挤干
压力
Mpa

2

参考油
膜厚度
g/m2

左侧围

140

120

0.45 0.3 ～ 0.5

右侧围

140

120

0.45 0.3 ～ 0.5

左翼子板

140

120

0.35

0.8 ～ 1

右翼子板

140

120

0.35

0.8 ～ 1

前门外板

140

120

0.45 0.3 ～ 0.5

后门外板

140

120

0.45 0.3 ～ 0.5

AD
合并外板

160

100

修改
时间

3

刷洗
送料 挤干
修改 修改原因
速度
速度 压力
人
/ 备注
m/min m/min Mpa
140

参考油
膜厚度
g/m2

修改
时间

修改人

修改原因 /
备注

90

0.45 0.5 ～ 0.8

140

90

0.45 0.5 ～ 0.8

140

120

0.35

0.8 ～ 1

140

120

0.35

0.8 ～ 1

160

100

0.45 0.5 ～ 0.8

140

120

0.45 0.5 ～ 0.8

最低温
13/10/7 张 XX ≤ 20°
实施

150

70

最低温
0.45 0.5 ～ 0.8 14/11/3 冉 XX ≤ 20°实
施

最低温
＞ 20°
实施

160

80

0.45 0.5 ～ 0.8

140

80

0.45 0.5 ～ 0.8

160

90

0.45 0.5 ～ 0.8

调整刷洗
速度和送
料速度以
满足油膜
厚度需要

沿用

0.45 0.3 ～ 0.5

顶蓬

140

120

0.45 0.3 ～ 0.5

尾门外板

140

120

0.45 0.3 ～ 0.5

麻点不良的产生过程及原因详述

调整刷洗
速度和送
料速度

产过程中麻点率的有效降低。

前面提到麻点主要在拉延工序中产
生 , 这里再次进行补充说明：冲压拉延

异物带入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

工序是整个冲压工艺中板件成型最为关

①钢材本身洁净度不足；

键的工艺环节。钢材在投入压机后，会

②模具本身洁净度不足；

伴随着压机滑块的上下运动在模具上下

③压机线体内设施设备洁净度不

模压合过程中受到强大的压力而呈“流

足。

动”状态充分成型。若在钢材、模具上

最低温
＞ 20°实
施

沿用

内清洗机清洗能力不足。排查方向可主
要从物流运输、落料厂落料洁净度管理
及清洗机清洗能力检测三方面进行排
查；
钢材清洗后，表面油膜厚度超出企
业自控标准
主机厂影响钢材油膜厚度的因素主
要有俩个，一是清洗机的刷洗 / 送料棍

下模型面内或其他位置存在异物颗粒，

针对“钢材本身洁净度不足”

速度，二是环境温度。清洗后油膜厚度

那么会在钢材成型过程中由于压力的原

钢材来料表面存在异物颗粒

超标钢材，在后续拉延工序中，大概率

因而使钢材表面产生凹凸不良，即麻点

产生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物流

会出现钢材表面清洗油积聚的现象而产

不良。据此可以看出，想要降低麻点不

运输车厢内洁净度差粘附材料；二是落

生“油膜”麻点不良。这种“油膜”麻

良发生率，需要减少拉延过程中异物的

料厂落料环节中由于辊轮、传送皮带等

点会造成多发性停机不良，线上对应难

带入。改善控制异物来源，才能实现生

易损件磨损产生碎屑粘附材料；三是厂

度大，所以，对于钢材清洗后的油膜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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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开展专利发明项目（如喷丸技术、藏
屑孔、网格模）以降低麻点率，但这些
技术对于国内车企来说存在技术上、成
本上的难题，导致无法普及。现针对麻
点改善，分享模具方面可以普及并且有
效的管理内容：
①建立适合所属企业的模具清洁度

图2

标准，对模具上下模实施有计划的定期
清洁（必要时需要清洗）；
②制定模具型面、拉延筋、拉延槽
洁净度确认计划，发现毛屑、锌粉、铁
粉等异物时及时清除；
③对模具排气孔增加空气过滤措
施，并对型腔结构制定清洁计划。因为
模具排气孔在拉延过程中会通过强大的
气流，存在气流带动异物进入模具型面

图3

的风险；
2. 根据模具冲次数、生产批次数等
评价指标建立模具拉伤线下点检计划，
同时结合线上拉延工序件拉伤情况综合
制定维保计划；
3. 模具发生拉延模修模、点检作
业后，需要建立修模后洁净度管理流程
（如生产前空压清洁等），通过管理体
系预防修模粉尘等异物引起麻点不良的

图4

风险；
4. 模具线下存放位置应考虑周围环
境洁净度，尽量放于洁净度高区域，同
时经过长期存放未使用的拉延模，首批
度应重点管控；

由图 2 可知，不同零件在实施钢材

钢材侧壁面附着铁屑

洁净度、油膜厚度及毛刺改善后，麻点

钢材来料边部毛刺超差，在后续工

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艺制造过程中存在毛刺受力脱落或刮蹭
易损件产生碎屑带入压机的风险，钢材
边部毛刺也是麻点改善的重点管控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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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前建议做好清洁再生产。
由图 4 可知，以某车型某外板件为
例，通过实施模具洁净度改善工作，选
取改善前后各一个月的问题点进行分类

针对“模具本身洁净度不足”
1. 模具与板材直接接触，洁净度的
管理尤为重要。部分企业还针对拉延模

统计，得出引起麻点不良的各因素占比
中模具类问题点已经由改善前的 46%
占比降低至改善后的 22%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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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表2

图形框

含义

材料小车 / 分离器管控环节

针对“压机线体内设备设施洁净
度不足”
1. 压力机主线线体多为封闭式结

端拾器及吸盘管控环节

外材料上线区应搭设防尘罩；
与钢板紧密贴合的分离工具。若材料分
离器表面脏污或破损，会导致分离器剐

的 4S 活动外，可以考虑开展月度、季

蹭材料边部造成材料毛刺脱落；

计划；
2. 线体相关的重点管理设施设备包
含材料小车、材料分离器、端拾器及吸
盘、压机滑块：

存在漏油情况，要及时进行漏油改善。

②材料分离器：防止机械手抓双件、

构，线体内的清洁管理工作除日常频次
度、年度等形式的专项线体洁净度管理

压机滑块管控环节

③端拾器及吸盘：机械手用以传输

麻点管理的标准化工作
麻点改善是一个持续性优化项目，
需要在相应的体制体系配合下长期实
施，才能使麻点不良率得到控制。所以，

材料、零件工序件的载体。由于吸盘是

体制体系的建立、标准化文件的签批发

通过气流控制板件抓取，吸盘吸附面的

布和现场人员的作业遵守，成为削减麻

洁净度一般会较差；

点不良的重要环节。

④压机滑块：滑块牵引模具上模做

①材料小车：装载钢板材料的运载

往复运动，与上模接触的滑块接触面洁

工具。为保持小车上表面洁净，在线体

净度需制定定期清洁计划，若压机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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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 QC 手法 ( Ｑ 7) 图表的制作
图文 | 道依然

的图表。
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 企业要想在竞争中
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必须要有较强的实力 ,Qc 手法对企
业整体实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 QC 手
法（Ｑ 7）图表的制作。希望能给公司管理带来帮助，
提供一些好的经验以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柱状图：柱状图、复合图等。
饼状图：用圆表示全体、按数据进行分割可以直观判
断的图表。
带状图：以长方形的面积安装各项目的构成比例大大
小顺序配列的图表。
例．不良率图表（曲线图表）

图表
1. 图表的种类
⑴从使用目的来分类
解析用：问题点的改善和过去数据和现状分析的图表。
管理用：为了目标和设定的管理、管理处理范围的图表。
例如、为了消减不良、加入目标值和处理范围、不仅对实绩
打分、对于每天的生产计划能够记入实绩，对生产进行管理。
计划用：显示日程计划、Z 图表、线条图等、
统计用：生产时间和各种各样的成绩统计用的图表。
计算用：多次计算的时候，制作计算表以减少错误的
图表。

2. 图表的制作方法
⑴曲线图表

⑵通过表示方法进行分类
曲线图表：可看见不良率的推移、特性值的时间变化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①横轴表示时间变化、纵轴表示特性值（数值）。
②作为基准放入 0 线、变化较少的时候，为了便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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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进行扩大、从 0 线到某个高度为止，进行省略，便于
观看。

横轴和纵轴好的比例

⑤放入目标值、处理内容、判明原因、変化等。
⑥同一图表并排表示时、统一横轴和纵轴的刻度单位，
这样方便比较。

加入了 0 线，但是很难看出变化

放入 2 种类型以上曲线的图表

⑵柱状图
①垂直柱状图表、水平柱状图表，哪个都可以。
②柱状底边基准线为 0。

到某个高度为止，进行省略，能便于看出变化
③看变化的时候、要考虑横轴和纵轴的比例要做成正
方形的样子，进行刻度考虑。
④一个图表里出现 2 条以上的曲线时，线的种类、太粗、
打点记号、颜色、最好能进行说明，这样看起来方便。另外，
一个图表内最多只能放 5 条线。

横轴和纵轴的不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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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垂直柱状图表

⑥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种类进行分类的数据，可以用棒
子的长度来表示合计，按样子来分类。

（例）水平柱状图表
③比较数值差较小的时候、从 0 线到某一高度可以省略，

分项目进行分类的柱状图

便于观看。
④在一个图标内记入多种柱状的时候，最多是 3 个。

⑶饼状图
①按各项目的构成比例进行计算，算出在 360 度中占
多少角度。
②在纸上画出适当的圆，按分类画出圆弧，原则上是
按照比例较高的顺序进行排列。

省略了某些高度的柱状图

多个柱状的图表只放 3 个

⑤ 2 个柱状图表并列比较方便标记方便

按照比例较高的顺序进行排列

⑷带状图
2 个柱状横着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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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纵轴和横轴的比例是 1 ∶ 10 或是 2 ∶ 20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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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长方形。
②各分类项目按章构成比例的大小顺序进行记入。横
着的从左到右，竖着的从下到上记入。
③改善前后比较的时候、并排记入。

横型带状图的例子

多个雷达线记入的例子

3. 图表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改善前后的横型带状图

⑴制作图表的目的要明确。
⑵管理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谁，用什么方法制作，
别人一看就能清楚明白，行动也能明确。

⑸雷达图
①从中心点开始按照分类的数量用相等的间隔，划线，
在线上把每个项目的刻度和点按顺序连接起来。
②有多个雷达线记入的时候、变换线的种类和颜色，方

⑶图表制作的一般注意事项
①刻度的选取方法，大小要适当、方便看，不会看错。
②图表的标题一定要记入。
③数据的历史、取得日期、时间等要清楚。

便查看。

④记入纵轴横轴的刻度、单位、特性值的名字。

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推行 QC 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公司管理的先进程度。这些手法的应用之成败，将成为公司
升级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所有的 OEM 客户，都会把
统计技术应用情况作为审核的重要方面，活用图表来改善问
题点和过去数据和现状分析，管理目标和设定、管理处理范围。

雷达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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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2021 年国际展会
城市

展览简称

展览名称（英）/ 展览名称（中）

网址

1月

展出日期
01.25-01.28

欧洲

英国

伯明翰

MACH

MACH 2021

www.machexhibition.com

2月

02.03-02.05

亚洲

日本

东京

M-tech Tokyo

03.03-03.05

亚洲

中国

广州

AsiaMold

03.10-03.13

欧洲

土耳其

伊斯坦堡

WIN EURASIA

WIN EURASIA 土耳其国际工业大展

03.15-03.20

亚洲

中国

台北

TIMTOS

Taipei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Show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览会

03.16-03.19

欧洲

法国

里昂

INDUSTRIE LYON

INDUSTRIE LYON-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event
法国国际工业展 ( 里昂 )

industrie-expo.com

03.16-03.19

欧洲

法国

里昂

MIDEST LYON

MIDEST LYON 法国里昂国际工业零部件展

www.midest.com

3月

4月

03.16-03.20

亚洲

韩国

首尔

INTERMOLD KOREA

03.18-03.21

亚洲

中国

天津

CIEX

03.23-03.25

欧洲

俄罗斯

圣彼得堡

PTFair

03.23-03.26

欧洲

德国

杜塞道夫

METAV

03.30-04.02

亚洲

中国

深圳

SIMM

6月

Mechanical Components &Materials Technology Expo
日本机械要素技术展 ( 关东 )
Asiamod-Guangzhou International Mould & Die Exhibition
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

www.japan-mfg.jp/en-gb.html
www.asiamold-china.com
www.win-fair.com

Korea Int'l Die-Mold & Related Equipment Exhibition
www.intermoldkorea.com
韩国国际模具工业展
China (Tianjin) Internatio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o
www.ciex-expo.com/
中国天津工博会
St. Petersburg Technical Fair
en.ptfair.ru/
俄罗斯 ( 圣彼得堡 ) 国际工业制造技术设备展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r Metalworking Technologies
www.metav.de
杜塞道夫工具机展
Shenzhen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hibition
www.simmtime.com/index.htm
中国 ( 深圳 ) 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

04.08-04.11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amtex

AMTEX Asian Machine Tool Exhibition 印度国际工具机暨自动化设备展

www.amtex-expo.com

04.12-04.16

欧洲

德国

汉诺威

Hannover Messe

Hannover Mersse 汉诺威工业展

www.hannovermesse.de

04.12-04.17

亚洲

中国

北京

CIMT
PMTS

04.13-04.15

美洲

美国

俄亥俄州
克里夫兰

04.13-04.15

美洲

墨西哥

蒙特雷

EXPO

东京

INTERMOLD Die&Mold Asia
TOKYO

04.14-04.17

5月

地区 国家

亚洲

日本

04.28-05.01

亚洲

印度

孟买

DIEMOULD INDIA

05.04-05.06

美洲

墨西哥

蒙特雷

FABTECH MEXICO

05.04-05.08

美洲

巴西

圣保罗

EXPOMAFE

05.11-05.14

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市

TECMA

05.11-05.14

澳洲

澳大利亚

墨尔本

NMW

05.12-05.15

亚洲

韩国

昌原

KOFAS 2021

05.12-05.15

亚洲

泰国

曼谷

INTERMACH &
MTA ASIA

05.24-05.28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

METALLOOBRABOTKA

05.27-05.30

亚洲

中国

重庆

CWMTE

China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Show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The Precision Machining Technology Show
美国俄亥俄州精密机械技术展
MANUFACTURA EXPO MANUFACTURA
墨西哥制造暨加工技术展
INTERMOLD Die & Mold Asia TOKYO
日本国际金型加工技术展
12th Die & Mou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印度模具暨外围设备展

www.expomanufactura.com. mx

FABTECH MEXICO 墨西哥金属成型、加工、焊接和表面处理设备展

www.fabtechmexico.com

06.03-06.07

亚洲

印度

清奈

ACMEE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Exhibition

欧洲

波兰

波兹南

MACH-TOOL (ITM)

MACH-TOOL Machines and Tools Exhibition

06.15-06.17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

RosMould

亚洲

印度

邦加洛

IMTEX

06.21-06.27

欧洲

法国

巴黎

Paris Air Show

曼谷

06.23-06.26

亚洲

泰国

The 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exhibition for mould making &
technologies 俄罗斯国际模具制造技术展
Indian Machine Tool and ManufacturingTechnology Exhibition
印度国际金属加工机械及制造技术展

www.itp.gr.jp/im
www.diemouldindia.org/

www.rosmould.ru
www.imtex.in

Paris Air Show 法国巴黎国际航展

www.siae.fr/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泰国国际汽车制造暨机械工具展

www.automanexpo.com
www.metaltech.com.my/
www.dmcexpo.cn

06.23-06.26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METALTECH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马来西亚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06.29-07.02

亚洲

中国

上海

DMC

Die & Mould China 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www.pmts.com

Brazil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and Industrial Automation Exhibition
www.expomafe.com.br
巴西国际工具机及工业自动化展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and Technology for Manufacturing Show
www.tecma.org.mx
墨西哥国际工具机暨制造技术展
NATIONAL MANUFACTURING WEEK
www. national
澳洲国际制造周
manufacturingweek. com.au
International Factory Automation System Show
www.kofas.org
韩国国际自动化精密机械展
ASEAN's LEADING INDUSTRIAL MACHINERY AND w w w . i n t e r m a c h s h o w .
SUBCONTRACTING EXHIBITION 泰国国际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com/2021/en/index.asp
International Specialied Exhibition for Equipment, Instruments and
www.metobr-expo.ru/en/
Tools for the Metal-Working Industry 俄罗斯国际金属加工机械展
The Exhibition of Lijia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www.cwmte.com.cn
立嘉国际智能装备览览会

06.08-06.11

06.17-06.23

www.cimtshow.com

会展 EXHIBITION ＆ CONFERENCE

展出日期
07.07-07.10
7月

8月

9月

11
月

12
月

城市

展览简称

亚洲

越南

胡志明

MTA Vietnam (HCMC)

07.14-07.17

亚洲

印度尼
西亚

泗水

Manufacturing Surabaya

07.18-07.22

亚洲

中国

青岛

JM2021/JNMTE

展览名称（英）/ 展览名称（中）

网址

International Precision Engineering,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www.mtavietnam.com
Exhibition & Conference 胡志明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Machinery,Equipment, Materials and www.manufacturingsurabaya.
Services Exhibition 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com
Qingdao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Exhibitional 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

www.jch-mj.com

07.28-07.31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IMTOS

India Machinne Tools Show 印度国际机床展览

kdclglobal.com/imtos-2021.html

08.11-08.13

亚洲

越南

河内

Vietnam
ManufacturingExpo(VME)

Vietnam Manufacturing Expo 越南河内国际工业制造技术设备展

www.vme-expo.com

08.18-08.21

亚洲

中国

台北

TAIMOLD

Taipei Int'l Mold & Die Industry Fair 台北国际模具暨模具制造设备展

www.odm-dmi.com

08.31-09.03

欧洲

波兰

波兹南

MACH-TOOL (ITM)

MACH-TOOL Machines and Tools Exhibition 波兰国际工具机械展

www.itm-polska.pl/en

08.31-09.04

欧洲

土耳其

伊斯坦堡

MAKTEK

Eurasia Maktek Eurasia 土耳其国际工具机暨自动化机械展

www.maktekeurasia.com

09.01-09.04

亚洲

中国

沈阳

CIEME

CIEME 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www.cnzbh.com

09.07-09.10

亚洲

中国

武汉

WME

WME 武汉国际机床展

www.wmechina.cn/jichuang

09.13-09.16

美洲

美国

芝加哥

FABTECH

FABTECH 美国金属成型、加工、焊接和表面处理设备展

www.fabtechexpo.com

09.13-09.17

欧洲

捷克布

尔诺

MSV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Fair 捷克布鲁诺国际机械博览会

www.bvv.cz/msv

09.14-09.16

10
月

地区 国家

67

欧洲

英国

伯明翰

Subcon

The UK's Premier Subcontrac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Show
英国国际工业零组件展
Metalworking and CNC Machine Tool Show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Fair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www.subconshow.co.uk

09.14-09.18

亚洲

中国

上海

MWCS/ 工博会

10.04-10.09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EMO Milano

EMO Milano 欧洲工具机展
Mechanical Components & Materials Technology Expo Osaka
日本机械要素技术展 ( 关西 )

www.metalworkingchina.com
www.ciif-expo.com
emo-milano.com/
en/homepage-4
www.japan-mfg-kansai.jp/
engb/about/mtech.html

Vietnam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Fair 越南河内国际工业展

www.viif.vn

10.06-10.08

亚洲

日本

大阪

M-tech Osaka

10.06-10.08

亚洲

越南

河内

VIIF

The Vietnam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越南金属加工设备展
China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how
中国国际先进制造技术展览会
The Vietnam International Precision Engineering,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Exhibition 河内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马来西亚工具机暨金属加工设备展

10.07-10.09

亚洲

越南

胡志明

METALEX VIETNAM

10.11-10.14

亚洲

中国

深圳

AMTech 2021

10.12-10.14

亚洲

越南

河内

MTA Vietnam (Hanoi)

10.13-10.16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METALTECH

10.19-10.22

亚洲

韩国

首尔

THE TECH

THE TECH 韩国国际数控机械暨智能制造大展

https://www.thetech.tech

10.20-10.22

亚洲

缅甸

仰光

MTA Myanmar

International Precision Engineering,Machine Tool and Metalworking
Exhibition &Conference 缅甸国际制造工业展

www.mtamyanmar.com

10.20-10.23

亚洲

日本

名古屋

MECT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Japan 日本机电技术展

www.mect-japan.com
www.expocoating-moscow.ru
www.blechexpo-messe.de/en

10.26-10.28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

ExpoCoat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for surface
treatment, coatings application and electroplating 俄罗斯国际涂料展览会

10.26-10.29

欧洲

德国

斯图加特

Blechexpo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heet metal working 欧洲国际金属加工展

11.04-11.07

非洲

埃及

开罗

MACTECH

11.16-11.18

亚洲

巴基斯坦

卡拉奇

ITIF Asia

基辅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FORUM

11.16-11.19

欧洲

11.17-11.20

亚洲

11.23-11.26
12.01-12.04
12.01-12.05

乌克兰
泰国

曼谷

亚洲

中国

深圳

亚洲

印度
尼西亚

雅加达

亚洲

印度

甘地纳加

The Int'l Exhibition for Metal Working, CNC Machinery, Industrial Tools,
Welding&Cutting Equipment
埃及国际工具机、金属加工机械、焊接设备暨手工具展
ITIF Asia Exhibition-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nference
巴基斯坦工业展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Forum 乌克兰国际工业制造技术设备展

Th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印度工程技术展览会

www.amtech-china.com
www.mtahanoi.com
www.metaltech.com.my

mactech-eg.com
www.itifasia.com
www.iec-expo.com.ua/en/
pfen-2021.html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and Metalwork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METALEX
泰国国际金属加工机械展
China Int'l Mould, Metalworking, Plastics&Packaging Exhibition
DMP
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料及包装展 ( 深圳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metalworking and allied industries exhibition
Machine Tool
印度尼西亚国际金属加工机械展
ENGIMACH

www.metalexvietnam.com

www.metalex.co.th
www.dmpshow.com
machinetoolindonesia.com
kdclglobal.com/engimach-2021.
html#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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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产品

制品分类

1
上海智创樽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

MFC

NO.00331

产品
机柜、机箱、控制台等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江苏省

生产设备
多套日本 AMADA 数控加工设备及静电喷涂流水线等其它大
批专业钣金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

地址：上海市嘉好路 108 号
电话：021-69171730 69170369
手机：13701701471

3

2
昆山万茂富精密钣金有限公司

NO.00002
MFC
MFCNO.00332

昆山宜德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NO.00003
MFC
MFCNO.00333

产品
保险箱、钣金机箱、铝板、铁板、201# 不锈钢板、316#
工业板、钛金钢板、镜钢板、304# 磨砂板、各类不锈钢金
属制品、精密零件、机架等不锈钢板材

产品
护罩钣金，机床钣金，伸缩护罩，导轨防护罩、仪器仪表、
医疗设备、通讯、电脑机箱、纺织机械、邮电、电气等行业
中应用的各种机箱外壳及五金配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大型激光切割，数控剪床、数控折弯、数控刨床、数控冲床等专
业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地址：昆山市玉山镇民友路 19 号 1 号厂房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0512-36697530

地址：中国·昆山市张浦镇紫荆路 199 号
联系人：唐副总
电话：86-512-57428200

手机：13913267530

手机：1525021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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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昆山灿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MFC

韶虹机械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NO.00334

MFC

NO.00335

产品
适用于金属切割 、工程机械、农林机械、电子机箱、厨具厨卫、
金属广告、电器行业、广告标牌、工艺礼品、灯饰、模具行
业、钣金加工等应用领域

产品
钣金加工、机械成套设备、机柜、机箱和隔音屏项目等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激光切割机、水刀，折弯机等离子切割机等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地址：昆山市花桥镇花安路 1768 号 3 幢一楼
联系人：刘先生
手机：13701972568

6

地址：昆山市千灯镇利都路 528 号
联系人：陈小姐
电话：86-0512-65791718
手机：18051730320

7
上海旻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MFC

NO.00336

苏州弘能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MFC

NO.00337

产品
汽车，医疗，笔电，手机及自动化等金属结构件

产品
精密机械零件加工、精密模具加工、五金零件加工、五金冲
压件等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25T-400T 冲床、自动焊接机、自动攻牙机、旋铆机、超
生波清洗机机、加工中心、线切割、电火还、大型数控平面
磨、二次元、影像仪、硬度仪等

生产设备
数控加工设备 80 台、精密检测设备等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成镇新奉公路 7357 号
电话：021-58562269
手机：13391480831

地址：苏州相城区北桥街道广济北路 5099 号
电话：0512-65690189
手机：159-5004-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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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上海海鸥精密模具冲压件有限公司

MFC

上海珏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NO.00338

产品
通讯器材、汽车零部件、瑞士天平衡器、传真机，复印机，
打印机零件，照相机及电脑零件、各类冷冲模与级进模的设
计制造及冲压加工，冷冲模及冲压件

MFC

NO.00339

产品
精密五金模具、电器冲压件、汽车冲压件、建筑冲压件、机
械冲压件、家具冲压件、各种钣金件、车床加工件、仪表车
床加工件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线切割、车床、铣床、精密磨床、冲床、折弯、焊接等机械
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设备

地址：中国上海市松江区北松公路 7029 号
电话：86-21-37772228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杜村公路 226 号
联系人：龚炳红
电话：021-39806308
手机：13917840496

10

11
昆山安诺伊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MFC

NO.00340

奕东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MFC

NO.00341

产品
精密单冲模、拉伸模、连续模、自动化零部件、各种工装零
部件及五金冲压产品

产品
FPC、连接器零组件、LED 背光模组等精密电子零组件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60 吨位到 250 吨位各种型号压力机 8 台，配备自动 NC 送
料机多台、剪板机，数控折弯机，下料锯床，二氧焊机，氩
弧焊接，电阻焊，振动式光饰机，自动攻丝机等配套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设备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北门路 1430 号
联系人：李主任
电话：0512-57750070
手机：189157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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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苏州常熟董浜镇工业集中区
电话：+86-769-22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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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INFORMATION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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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FC 行业观察

□能力可以养，态度教不会！值得委以重任的管理者，都具备 3 种

□业界新闻

特质

□受新冠肺炎影响需求紧缩 订单和生产均大幅减少

□年薪 10 万美元算多吗？小心掉入亨利人陷阱

□企业需要“关注顾客使用流程”的定制化策略

□汽车外观钣件麻点不良原因及改善对策浅谈

□一场疫情，中国 2020 年经济超车全世界！

□基础的 QC 手法 ( Ｑ 7) 图表的制作

□智慧化医疗新趋势

□ MFC2020 第四届金属冲压深拉伸技术论坛在苏州成功举办

□德哈哈压缩机：不将就，方成就

□ 2021 国际展览统计

广告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些广告感兴趣？（请在□内打“√”）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协易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天田（中国 ) 有限公司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大匠激光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故城县风动摩擦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研冲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岸峰（上海）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宏石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阿帕奇 ( 北京 ) 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西阁玛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美国 MATE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广州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常州乐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汉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维特罗伯特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读者个人信息（必填）
姓

名：

部

门：

企 业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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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务：

通信地址：

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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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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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 业务：

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lijian@mfc-china.org
金属板材成形 2021.2

79

小体积 大能量
INFORMATION 信息

YLR-U系列 1um 优级中功率激光器

2u紧凑机身，傲视群雄

能量澎湃，适用于多种严苛环境

电光转换效率高达40%

全新光纤设计，性能更上层楼

高峰值功率可选

88mm

760mm

448mm

2021.2 金属板材成形

www.ipgphotonics.com

80

INFORMATION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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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总监微信

服务热线：137 7196 5308

维特罗伯特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VT 自动化激光切割单元

自动化上料与成品机器人分拣系
统组成实时自动上料、自动分拣、
与折弯单元互动联机生产

地址：中国苏州市高新区洋庄路8号
电话：+86/512/66791051/52/53
传真：+86/512/66791056
网址：http://www.vtrobot.com
E-mail：sales@vtrobot.com

自动化上下料与成品分拣系统组
成实时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在
线实时分拣

VTROB
OT.COM

从原材料集中管理存储料库、激光切割柔性化生产、冲压柔性生产线、智能化折弯中心、等无人化物流生产解决方案，作为交
钥匙系统集成总包商，维特罗伯特与国际品牌机床公司保持密集技术合作，提供欧洲及日本著名品牌激光切割机，数控冲床，数控
折弯机，卷板机等高端加工机床，满足客户整体解决方案需求。

钣金智能化 工厂设计制造

VT 自动化激光切割单元

FMS
实时监控查询物料使用
提升现场物流安全
促进产业升级、提高
竞争力

集中材料存储提升空
间利用
降低现场物流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提升
企业形象

智能化工厂特点：

2007 V t robot Established

We Grow With Integrity

诚信&技术 伴随着我们成长

高精度折弯机、七轴机器人、板
材输送系统实时与激光落料及料
库互动联机生产

智能化折弯单元

OT.COM

VTROB

http://www.vtrobot.com
维特罗伯特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