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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主办单位:
-  四川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协办单位：
-  四川省汽车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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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媒体：

线下线上融合
升级会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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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环境

会议亮点

高效生产，制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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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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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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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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 | 第一天上午（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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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签到
四川省机械联合会 领导致辞
荣格工业传媒
Mr. Michael R Hay，总裁，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先进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桂林
智能网联汽车背景下的制造变革思考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蔡云
自动磨损补偿智能刀具
利美特金属加工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能力中心经理，陆永祥
茶歇
您的工厂适用协作机器人吗？
艾利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应用及产品总监，蔡嵩林
Studer 高精度磨床在模具行业的应用
磨致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内外圆磨削销售总经理，马盛强
嘉宾合影留念
午宴

自动化技术与智能生产会场 | 第一天下午（6月23日）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蔡司一站式工业质量解决方案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销售经理，王旭炜
协作机器人在机床管理应用中的新蓝海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华南及西南区域销售经理,吴俊波
斯凯孚，伊维莱 高端智造
伊维莱中国，新业务发展及应用技术主管，李灏
茶歇
工业4.0，离你只有一个 WERMA 的距离
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邓敬之
EROWA 高效金属加工解决方案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蕾
自动钻铆技术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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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湘锦
长虹在智能工厂领域的探索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鄢超

工厂参观| 第二天（6月24日）工艺改进与材料创新会场 | 第一天下午（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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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在数字化智能制造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数字化业务部，业务顾问，苌浩
未来激光加工过程中的智能化趋势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教授，王浟
激光金属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应用
美国激光协会（LIA）国际学术会议分会主席；
辉锐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齐欢，
茶歇
国内锻造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北京机电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鹏
航空航天领域制造工艺
中航商飞/西飞
冲压车间智能制造应用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专家，赵有玲

神龙汽车成都工厂 



谁将参加

热点议题 

大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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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过后，制造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新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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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锻造工艺在制造业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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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站：联想成都工厂（确认中）

第一站：神龙汽车成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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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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灏
伊维莱中国新业务发展及
应用技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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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永祥
利美特金属加工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能力中心经理

杨桂林，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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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特聘专家，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长期从事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

赵蕾，项目经理，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简介：十年模具行业从业经验，四年零件和模具自动化项目开发和管理经验，了解行业整体发展状况，
对市场和技术变化情况有深刻的认识，熟悉模具制作生产流程及各环节加工工艺 。依托爱路华公司
强大且领先的自动化技术力量，专业为多品种、小批量、及多种设备混合加工自动化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并持续跟进项目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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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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确认及在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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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放鸣
中航工业成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四川省航空宇航学会副秘书长

蒋鹏
北京机电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

杨勇英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成书民
中航西飞公司工艺研究所
副所长

蒋鹏，副总工程师，北京机电研究所
简介：蒋鹏，江苏沛县人，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机械科学
研究总院杰出复合型专家。现任全国塑性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精密锻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
模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赵有玲，专家，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简介：赵有玲，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模具专家，高级工程师。26年持续从事模修技术和技术管理，
既懂得作坊式、小批量模具设计及管理，也负责年产超70万大批量模具的维护和技术管理。
曾作为特邀嘉宾在《汽车先进制造技术峰会》和《中国汽车轻量化国际峰会》做专题演讲和小组讨论，
取得了热烈的反响。

王浟，教授，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简介：王浟教授，现作为国家特聘专家在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任职。研究领域涉及多种新型激光器
和工业应用的理论和实践，包括激光动力学、分子与原子物理、固体激光、半导体激光、气体激光、
量子光学、图像处理、精细激光加工、特殊波导技术与光电技术以及激光生物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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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职位 采购需求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电子元器件、材料
四川航天中天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发展部部长 /
深圳顺电工业电缆有限公司 经理 PuR，PVC，CU
成都瑞迪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棒料钢材，铝合金
成都中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部长 激光切割，数控加工中心等
成都中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部科长 激光切割，数控加工中心等
成都中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部科长 激光切割，数控加工中心等
四川津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机械加工
成都市蜀鑫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成都九洲迪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部部长 元器件
成都九洲迪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组长 元器件
成都九洲迪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组长 元器件
成都拓蓝精创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 尼龙硅胶管
成都海科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机器人，自动化元件
成都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电子板
成都金四通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机电产品、传感器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主管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激光设备、自动化设备、软件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总监 激光设备、自动化设备、软件
重庆洪毅模塑有限公司 经理 /
重庆虎溪电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西南办事处 大区经理 机械产品加工及智能控制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西南办事处 经理 机械产品加工及智能控制
成都臻美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3D数字扫描系统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精益主管工程师 自动化等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自动化等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自动化等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自动化等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调度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部长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
四川诺尔电气有限公司 质管部长
雅安小航 副总 /
四川西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粉剂、钢盘条、钢带等 
四川西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粉剂、钢盘条、钢带等 
成都欧锐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成都欧锐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
成都屹安自动化 总经理 /
成都屹安自动化 技术部经理 /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公共设备部长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成都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设备部高级技师 高精度焊接、切割类设备
航空工业成飞 主任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精密加工设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研究员 精密加工设备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钢厂卷板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程师 钢厂卷板 
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程师 钢厂卷板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
成都众和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
四川正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材料分公司 经理 /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生产设备，加工刀具，金属材料
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总监 整车、汽车零部件
武汉赛亚恒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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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赛亚恒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经理 /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技术所 /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技术员 /
富泰華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 資深專理 /
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 副課長 /
業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工程師 /
睿志達光電（成都）有限公司 副課長 /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自动化经理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自动化主管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制程主管 自动化设备， 塑胶， 金属材料
成都佛吉亚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
成都佛吉亚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工艺师 /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室主任 /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制造经理 /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智能制造相关设备或生产线、新材料、新工艺等
四川华一电器有限公司 副总 /
四川佳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成都景惟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CAD/CAM/CAE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川南片区经理 变频器/plc
成都迈思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伺服电机、光栅编码器、机器视觉
成都雅华科技有限公司 曾翔明 高低温测试设备等
成都欧尔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空气系统配套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机加车间副主任 机械加工设备及刀具量具累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艺工程师 /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员 /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员 /
重庆康禾盛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刀具、机床、检测设备、管理软件等
重庆康禾盛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刀具、机床、检测设备、管理软件等
重庆广能万玺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自动化
成都比力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重庆洪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项目经理 /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结构工程师 /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材料工程师 /
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营销副总经理 /
重庆宏高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经理
重庆华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部长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
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厂长 线缆加工设备、智能装配线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光电材料类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光电材料类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光电材料类 
重庆凯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自动组装线、机器人 
重庆凯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制造部长 自动组装线、机器人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总监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加工设备
重庆美科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加工刀具
重庆美科模具有限公司 CNC编程 加工刀具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硬件工程师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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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结构工程师 设备、芯片、加工制造
四川大学 教授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编程工艺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精加部长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部长 标准件、热流道、部件、商品模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密封相关零部件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密封相关零部件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密封相关零部件
成都友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传感器或检测设备 
成都友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传感器或检测设备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副主任 /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处长  /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主管 /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信息化主管 /
成都航发液压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成都航发液压工程有限公司 部长 /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研高工 精密加工设备，精密检测设备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分厂厂长助理 /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苹果集团 模具工程师 /
成都市鸿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 /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副部长 /
成都普什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加工技术室主任 /
成都雅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成都雅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 项目经理 /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 项目工程师 /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四川新筑智能工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科科长 /
浙江吉利汽车实业有限公司ME工程制造中心 项目总监 汽车制造相关设备
浙江宁波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冲，焊，涂，总，动力站房等设备
成都明纬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开关电源
中国长安集团青山变速器分公司 工艺工程师 压机，拧紧机，翻转机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加工中心
成都固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主管 机械设备
成都固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厂长 机械设备
成都臻美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印刷色彩管理产品及方案
重庆宗申新能源事业部 副总经理 不确定
重庆灿鸿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上下游自动化配套服务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西南区首席代表 模具自动化
成都甲航科技有限公司 质检技术员 传感器，条码扫描设备
成都甲航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传感器，电机，驱动，控制器等
成都双乐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设备
成都双乐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设备
成都泰捷系统工程公司 经理 数控，智能系统
德世乐传动设备(成都)有限公司 经理 精密减速机 机械手
成都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项目专员 科技服务
成都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项目专员 科技服务
宁波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总经理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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