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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主办单位:
-  四川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  成都市机械工业协会

支持单位：
-  四川省模具工业协会
-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

先进制造业加工技术论坛
聚焦：装备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造

6月23-24日 | 成都百悦希尔顿逸林酒店 （成都龙泉驿区金桉路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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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环境

会议亮点

会议背景

成都市政府近日印发《关于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成都全市
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将围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高端软件、
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六大领域，打造集“芯-屏-端-软-智-网”为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
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到2022年打造成为全球电子信息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和世界软件名城。
这将是成都首个万亿级产业。

航
空
装
备

成都航空航天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四 ，形成了集飞机研发、设计、制造、测试与维修为一体
的较为完整的航空产业链，拥有成飞公司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等
骨干科研机构。

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批复的城市将达到50座，运营里程超过6000公里的规模，轨交市场步入黄金
发展期，万亿市场空间值得期待。随着国家发改委公布成都市轨交第四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
成都将建设8个地铁项目，总长度约176.65公里，预计总投资1318.32亿元。未来5年，成都轨道交通
驶入新一轮建设快车道。

成都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聚集了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神龙、
沃尔沃、吉利等整车生产企业，博世、江森、德尔福等汽车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哈曼、
孔辉科技、阿尔特研发中心等汽车高端研发企业，大旗聚业、九峰汽贸等汽车现代服务企业。

2020 
首轮进军
西南市场活动

20+ 
资深专家
精彩案例分享 

250+
制造行业
高管齐聚蓉城

2+
大型制造业工厂
实地考察

30+
国内外领先
设备商产品展示

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石，在“中国制造2025”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制造业正面临深度转型和升级。未来工业
正稳步迈向大规模柔性生产、全流程透明生产、分布式生产、智能自动生产，如何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加
速优质产品的创新与质量管理成为了众多生产制造企业的共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2020先进制造业加工技术论坛应运而生！会议围绕“高效生产，制造升级”主题，聚焦西南制造业市场，
就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加工技术、材料的选择、工艺的提升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共同探究有效的“智”造解决方案！

60+
1V1商务供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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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参加

热点议题 

大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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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过后西南先进制造业市场新机遇在哪？
-  寒冬背景下如何实现汽车制造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及应用案例

按用户行业 
- 消费电子、家电、显示设备生产商
- 航空航天设备、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生产商
- 模具生产制造商
- 整车、主机厂、汽车零配件生产商
- 轨道交通、军工制造、装备制造商

按用户职位
-  总裁/总经理/CEO 
-  副总裁/副总经理/厂长
-  技术总监/生产总监/采购总监
-  高级经理/车间主任/项目主管
-  技术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  战略发展/市场/销售

-  自动磨损补偿智能刀具
-  Studer 高精度磨床在模具行业的应用

主 会 场

自动化与智能生产会场
-  智能技术助力装备制造升级
-  协作机器人在机床管理中的应用
-  机器视觉检测设备的应用
-  自动钻铆技术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的应用
-  工业机器人技术在电子制造中的应用前景
-  低成本自动化及其在总装生产线的应用

工艺改进与材料创新会场
-  激光金属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应用
-  数控机床引领先进制造产业发展趋势
-  金属加工液在工艺提升中的应用
-  先进刀具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  机加工具的选择与零部件的批量生产
-  先进航空发动机材料工艺应用与需求
-  高温合金材料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轻量化材料的选择与应用

6月23日（周二） 第一天

6月24日（周三） 第二天

上午

下午

主会场

会场A：自动化技术与智能生产 会场B：工艺改进与材料创新

上午

下午

第一站：联想成都工厂（确认中）

第二站：极星（Polestar)成都生产基地



部分确认及在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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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敬之，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简介：邓敬之先生现就职于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一职。
邓先生自从业以来一直潜心研究工业自动化。不仅能准确把握自动化行业发展动态及方向，
更是提供精益生产优化方案的资深专家。

齐欢，美国激光协会（LIA）国际学术会议分会主席；国家特聘专家；辉锐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成都青石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介：辉锐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 国家特聘专家、江苏省创业领军人物 | 美国Sigma X科学荣誉会员
美国激光协会（LIA）国际学术会议分会主席 |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资深会员 | SCI期刊审稿人
1997年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学士 | 2005年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博士
2005-2010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纽约）全球研发中心激光加工实验室项目负责人
2010-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教授，博导

余湘锦，中航工业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简介：1993年-至今一直从事自动钻铆技术在民用飞机装配上应用，从设备引进、评审、
设备管理工艺管理和全自动托架研发、运用等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国内有多项技术发明专利

蔡云，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简介：蔡云，西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副主任，副教授，挂职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成都市科技顾问团特聘专家、高级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汽车服务
工程学科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技术和标准化委员会专家。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编写教材5部，承担或参与科研项目40余项。

马盛强，磨致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内外圆磨削销售总经理
简介：自1992 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机床研究所工作， 后一直在数控机床行业工作。
自2005年至今， 在联合磨削中国工作，历任技术及销售等岗位。
现为联合磨削中国内外圆磨削销售总经理。

杨桂林，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
简介：现任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浙江省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浙江省特聘专家

黄小忠，中南大学航宇隐身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简介：1968年5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普通高校电子材料与器件学科带头人
中南大学航宇公司隐身技术中心主任，湖南省普通高校电子材料学科带头人，总装备部军用
电子元器件材料组专家，中国密码学会保密通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纺织材料组评委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工程材料学部同行评议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同行评议专家

《表面技术》编委。主要研究高性能纤维材料、隐身材料、功能-结构一体化复合电磁材料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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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东南方的龙泉驿区，毗邻绕城高速，且离市中心车程
大约为20分钟。
酒店坐落于天鹅湖区内，周边环绕住宅区，商业区18洞高尔夫球场
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成都百悦希尔顿逸林酒店
（成都龙泉驿区金桉路118号）

部分确认参会名单

类别 公司名称 职位 主营业务 采购需求
电子信息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制造经理 汽车空调系统及发动机冷却系统研发、生产、销售 /

电子信息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卫生洁具
智能制造相关设备或生产线、新材料、
新工艺等

机械设备 四川华一电器有限公司 副总 成套电器机械 /

医疗器械 四川佳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医疗器械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 /

电子信息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电缆组装件生产线和先进的电子产品柔性制造技术 /

电子信息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副主任 电缆组装件生产线和先进的电子产品柔性制造技术 /

电子信息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电缆组装件生产线和先进的电子产品柔性制造技术 /

电子信息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电缆组装件生产线和先进的电子产品柔性制造技术 /

汽车配件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汽车零部件制造 /
汽车配件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汽车零部件制造 /
航空航天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处长  国防装备生产、火箭弹研制、航天技术应用 /
航空航天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主管 国防装备生产、火箭弹研制、航天技术应用 /
航空航天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主管 国防装备生产、火箭弹研制、航天技术应用 /
航空航天 成都航发液压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机器人、全向轮、液压机电设备研发、生产、销售 /
航空航天 成都航发液压工程有限公司 部长 机器人、全向轮、液压机电设备研发、生产、销售 /
航空航天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研高工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机械加工 精密加工设备，精密检测设备
汽车配件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分厂厂长助理 车用电装 /
电子信息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金属陶瓷电真空器件生产企业
电子信息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金属陶瓷电真空器件生产企业
电子信息 苹果集团 模具工程师 消费电子 /
模具企业 成都市鸿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 模具、机械零部件 /
模具企业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副部长 模具的设计与制造 /
模具企业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加工技术室主任 模具的设计与制造 /
汽车配件 成都雅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端子、接插件; 发动系统; 汽车继电器 /
汽车配件 成都雅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端子、接插件; 发动系统; 汽车继电器 /
科研机构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 项目经理 决策咨询报告 /
科研机构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 项目工程师 决策咨询报告 /
模具企业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精密模具零件制造 /
模具企业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高精密模具零件制造 /

机械设备 四川新筑智能工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科科长 混凝土机械设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设备制造 /

部分确认及在邀嘉宾

李灏
伊维莱中国
新业务发展及
应用技术主管

陆永祥
利美特金属加工
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能力中心经理

雷春堂
四川长虹电器
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黄涛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部发动机
总装工艺所所长 

田伟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材料应用室主任师
材料应用室组长，高工



部分确认参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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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公司名称 职位 主营业务 采购需求
工具材料 都江堰市大阳量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测量工具 机械设备、零配件
工具材料 都江堰市大阳量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测量工具 机械设备、零配件
工具材料 四川海泰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经理 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
工具材料 四川海泰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
工具材料 四川海泰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部副经理 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

机械设备 重庆灿鸿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重载立体仓库、碳氢超声波清洗机、精密高速肘
节式冲床（电子IC行业）

刀具、精密高速模具

工具材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专家 制造自动化装备 智能制造系统

电子信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资深主管/研究员 研制高端陀螺、电子元器件级组件等电子产品
机加设备、半导体设备仪器、可靠性试
验设备仪器等

智能制造 四川中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智能制造 四川中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主管

装备制造 成都百源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制造通信广电、铁路工控、航天军工等标准定制
机箱，建有数控加工生产线，模具冲压生产线和
喷塑丝印等表面处理车间

/

智能制造 成都艾可斯电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业连接解决方案 ，为自动化设备集成提供多种
选择性的连接器、连接模块、连接线和其他附
件，组成完整的连接 解决方案

/

工具材料 安耐特流体输送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气体管路 密封材料、阀门、螺丝等
智能制造 重庆帛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业产品贸易商 西门子
机械设备 成都固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 钢筋加工设备的研发、制造与营销服务 /
电子信息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电子元器件 /
汽车配件 重庆红亿机械有限公司 经理 内燃机配件制造 /
工具材料 广汉市珂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钻具，管材 /

工具材料 四川光亚聚合物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油气田用高分子材料加工与制造 物理仿真加工、制造工艺的夹具革新等

工具材料 四川光亚聚合物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油气田用高分子材料加工与制造 物理仿真加工、制造工艺的夹具革新等

电子信息 成都四威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副主任 微波系统、微波产品、通信设备 /
电子信息 成都四威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微波系统、微波产品、通信设备 /
电子信息 成都四威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微波系统、微波产品、通信设备 /
科研机构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国家特聘专家

智能制造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经理 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规划与应用 /

智能制造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资深咨询师 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规划与应用 /

智能制造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项目经理 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规划与应用 /

智能制造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项目经理 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规划与应用 /

智能制造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项目经理 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规划与应用 /

电子信息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家用电器 电子元器件、材料

航空航天 四川航天中天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发展部部长
涡喷（扇、桨、轴）发动机及配套附件制造及研
发，无人航空飞行器制造及开发

/

机械设备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主管 加工中心  钻攻中心
汽车配件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汽车热交换产品 /
汽车配件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汽车热交换产品 激光设备、自动化设备、软件
汽车配件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总监 汽车热交换产品 激光设备、自动化设备、软件
工具材料 重庆洪毅模塑有限公司 经理 塑胶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
机械设备 重庆虎溪电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微、特电机电器制造厂 /

机械设备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西南办事处 大区经理 空气压缩机系统产品   销售区域： 西南地区 机械产品加工及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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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西南办事处 经理 空气压缩机系统产品   销售区域： 西南地区 机械产品加工及智能控制

其他 成都臻美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印刷包装色彩管理、3D扫描、打印系统 3D数字扫描系统

汽车配件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精益主管工程师 汽车钣金冲焊件研发、制造 自动化等
汽车配件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汽车钣金冲焊件研发、制造 自动化等
汽车配件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汽车钣金冲焊件研发、制造 自动化等
汽车配件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汽车钣金冲焊件研发、制造 自动化等

机械设备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电气行业，铜排、铜杆、铜管电力用密集型桥架，智能化配电、
变电系统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房地产工程项目使用的单
相和三相应急电源等

机械设备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调度
电气行业，铜排、铜杆、铜管电力用密集型桥架，智能化配电、
变电系统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房地产工程项目使用的单
相和三相应急电源等

机械设备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部长
电气行业，铜排、铜杆、铜管电力用密集型桥架，智能化配电、
变电系统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房地产工程项目使用的单
相和三相应急电源等

机械设备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
电气行业，铜排、铜杆、铜管电力用密集型桥架，智能化配电、
变电系统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房地产工程项目使用的单
相和三相应急电源等

机械设备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质管部长
电气行业，铜排、铜杆、铜管电力用密集型桥架，智能化配电、
变电系统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房地产工程项目使用的单
相和三相应急电源等

机械设备 雅安小航 副总 汽车电子电器产品 /
军工材料 四川西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水电、石化、锅炉、桥梁、钢结构等  粉剂、钢盘条、钢带等
军工材料 四川西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水电、石化、锅炉、桥梁、钢结构等  粉剂、钢盘条、钢带等

智能制造 成都欧锐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智能制造设备，军工精密测试测量设备，军工精密装配设备，中
小企业工业自动化改造

/

智能制造 成都欧锐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智能制造设备，军工精密测试测量设备，军工精密装配设备，中
小企业工业自动化改造

/

机械设备 成都屹安自动化 总经理 工业机器人、工厂物流自动化、AI智能产品 /

机械设备 成都屹安自动化 技术部经理 工业机器人、工厂物流自动化、AI智能产品 /

汽车配件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 大众汽车内饰座椅、仪表、门板制造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汽车配件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公共设备部长 大众汽车内饰座椅、仪表、门板制造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汽车配件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设备部高级技师 大众汽车内饰座椅、仪表、门板制造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航空航天 航空工业成飞 主任 航空航天 /
电子信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电子整机设备 精密加工设备
电子信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研究员 电子整机设备 精密加工设备
汽车制造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整车 /
汽车制造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整车 /
汽车配件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汽车零部件 钢厂卷板
汽车配件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程师 汽车零部件 钢厂卷板
汽车配件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程师 汽车零部件 钢厂卷板

智能制造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生产管理MES系统、资源计划ERP系统、仓储管理系统WMS、物
料运输TMS系统、设备数据采集MDC系统等

/

智能制造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生产管理MES系统、资源计划ERP系统、仓储管理系统WMS、物
料运输TMS系统、设备数据采集MDC系统等

/

智能制造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生产管理MES系统、资源计划ERP系统、仓储管理系统WMS、物
料运输TMS系统、设备数据采集MDC系统等

/

汽车配件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开发、制造、销售：燃气汽车零部件、燃气汽车发动机、发动机
零部件、通用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
船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以及技术服务、试验检测

/

汽车配件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开发、制造、销售：燃气汽车零部件、燃气汽车发动机、发动机
零部件、通用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
船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以及技术服务、试验检测

/

汽车配件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开发、制造、销售：燃气汽车零部件、燃气汽车发动机、发动机
零部件、通用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
船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以及技术服务、试验检测

/

军工企业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员
隶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是一个集机械加工、工具制造、
冲压、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总成装配集成和试验验证于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

/

军工企业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员
隶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是一个集机械加工、工具制造、
冲压、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总成装配集成和试验验证于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

/

模具企业 重庆康禾盛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模具 、工装等 刀具、机床、检测设备、管理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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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公司名称 职位 主营业务 采购需求
模具企业 重庆康禾盛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模具 、工装等 刀具、机床、检测设备、管理软件等

汽车配件 重庆广能万玺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汽车配件 自动化
智能制造 成都比力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业机器人 /

工具材料 重庆洪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配件、通用机械、
模具

/

电子信息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项目经理 家电、消费电子（先进制造/智能制造） /

电子信息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结构工程师 家电、消费电子（先进制造/智能制造） /

电子信息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材料工程师 家电、消费电子（先进制造/智能制造） /
机械设备 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营销副总经理 机床 /
工具材料 重庆宏高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经理
汽车配件 重庆华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部长

汽车配件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高强度粉末冶金零件和汽车用油泵、进气歧管为主的专业制造商 /

汽车配件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高强度粉末冶金零件和汽车用油泵、进气歧管为主的专业制造商 /

机械设备 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厂长 各式轨道交通连接器、新能源车PDU(高压配电箱) 线缆加工设备、智能装配线

工具材料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固体激光材料生产企业 光电材料类
工具材料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固体激光材料生产企业 光电材料类
工具材料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固体激光材料生产企业 光电材料类
电子在信息 重庆凯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家电（塑胶） 自动组装线、机器人
电子在信息 重庆凯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制造部长 家电（塑胶） 自动组装线、机器人
模具企业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3C领域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模具企业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3C领域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模具企业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3C领域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模具企业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总监 3C领域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模具企业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3C领域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模具企业 重庆美科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模具制作 加工刀具
模具企业 重庆美科模具有限公司 CNC编程 模具制作 加工刀具
智能制造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工业无人机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智能制造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硬件工程师 工业无人机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智能制造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结构工程师 工业无人机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科研机构 四川大学 教授
模具企业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编程工艺 塑胶产品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模具企业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精加部长 塑胶产品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模具企业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 塑胶产品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模具企业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部长 塑胶产品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机械设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机械密封及干气密封 密封相关零部件
机械设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机械密封及干气密封 密封相关零部件
机械设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机械密封及干气密封 密封相关零部件

智能制造 成都友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机动车检测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设备与软件） 传感器或检测设备

智能制造 成都友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机动车检测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设备与软件） 传感器或检测设备

机械设备 四川正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材料分公司 经理 工业噪声治理产品设计，制造及工程设计施工 /

汽车配件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汽配，铸件，锻件 生产设备，加工刀具，金属材料
汽车配件 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总监 汽车经销商 整车、汽车零部件
智能制造 武汉赛亚恒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经理 汽车制造装备自动化解决方案 /
智能制造 武汉赛亚恒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经理 汽车制造装备自动化解决方案 /
军工制造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军工，井下开采 /
军工制造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技术所 军工，井下开采 /
军工制造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技术员 军工，井下开采 /
电子信息 富泰華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 資深專理 自動化 /
汽车配件 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 副課長 汽车零配件 /
智能制造 業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智能生产 /
模具企业 睿志達光電（成都）有限公司 副課長 模具制造 /
智能制造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自动化经理 汽车电子及3C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智能制造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自动化主管 汽车电子及3C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智能制造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制程主管 汽车电子及3C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汽车配件 成都佛吉亚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汽车配套系统 /
汽车配件 成都佛吉亚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汽车配套系统 /
航空航天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艺师 飞机零部件 /
航空航天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飞机零部件 /

汽车配件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室主任
锂离子动力电池、电源系统研发及生产为主业，同时大力发展汽
车工模具设计、研发和制造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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