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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3日，备受关注的

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圆满闭幕。作为中

国紧固件分会旗下的唯一国际性紧

固件博览会。

本届展会吸引了627家海内外

参展企业逾1,700个标准摊位，在

34,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上，展示

紧固件用设备、模具及耗品、设计、技

术与服务、标准紧固件、行业专用紧

固件、冲压件和车床件、紧固件材料

以及紧固件电商；吸引了来自58个

国家及地区,专业观众25,637+（海外

观众5,523+）；成功打造一场紧固件

行业的年度盛会，助推紧固件行业发

展和产业经贸交流。

前言

展出面积
Scale 

34,000m2
参展商
Exhibitors

标准摊位
Standard Booths

627+

1,700+
国家及地区
Countries

58+
专业观众
Visitors

25，637+



展商分析

展商类别

海外设备参展企业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品牌参展企业

模具及耗品参展企业

紧固件成品参展企业（海内外）

材料参展企业

检测设备类参展企业

热处理设备类参展企业

表面处理参展企业

包装设备类参展企业

紧固件电商及其他

2.87%

12.92%

6.86%

65.82%

1.75%

2.71%

2.39%

2.07%

1.44%

1.17%

627家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荷兰、意大利、日本、德国、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及地区先进企业实力参展。

全球紧固件产业链知名企业悉数参展，彰显展会业界影响力！

（按参展的企业数量统计） 部分知名展商

腾龙集团
宁波思进
上海春日
无锡正耀
韩国孝东
宁波海星
CPM/Wafios
上海正侑
佛山钰海

东莞淞威
上海捷锡
嘉兴国联
都江堰超越
佛山巨隆
昆山大宝
日本阪村
嘉善力天
上海标俐

浙江三铁
好工品
上海标五
常熟标准件
河北冀南
宁国东波
冷水江天宝
浙江东明
上海承泰
鹏驰
江苏新长江
邯郸飞达
上海占国
河北奔驰
永年千木

美国国民
上海岳展
昆山全盈（台湾精湛）
浙江东瑞
黄山盛锐
东莞瑞科
浙江友信
卡锣萨尔维
上海长岩

宝钢
马钢
鞍钢
邢台钢铁
中信特钢
黄骅聚金

浙江安盛
一汽富奥
浙江伟辰
东方铭柜
宁波安旺
湖南飞沃
浙江有为
浙江群展
北京金兆博
聂氏螺母
上汽标
温州美泉
东莞伯亿特
江苏虎跃
海盐宇星

浙江三林
济南实达
深圳航空
嘉善永鑫
宁波金鼎
上海恒昭
佛山九龙
东莞科力
昆山欣邦
宁波威锋
宁波东港
深圳利盛
乍浦实业
温州利奥
东莞春雨

温州晟创
邯郸长发
常州万诱引力
上海高强度
浙江艾可帅特
宁波安拓
浙江丰鼎
中车集团
赛德克
平湖康源
上海汉尔得
佛山西河
芜湖新兴铸管
中天浦发



展商声音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李健
作为首次参加紧固件展的企业，我们走访现场发现，展会展出的紧固件

产业链非常全面，不仅有许多优秀紧固件设备、材料企业，更有许多优秀同
行。展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学习、交流的平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合
作、开拓市场的机会。今年由于报名晚了，定的展位不大，明年的展会，我们
一定提前报名，定一个更大的展位！

眉山中车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喻文相
这次展会的规模很大，观众很专业，对于我司来说收获很大。多年来，我

司一直有参加类似展会，相比而言，2018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是举办得最成功的一次，感谢组委会给予了我们参展的机会。明年我们将继
续参展。

安徽宁国市东波紧固件有限公司 周副总

我们在展会上看到了很多国外面孔，尤其是东南亚的观众很多，相信主
办方在此做了不少工作。在布局方面，做得挺让我们满意，我们计划明年继
续参展。

威夫斯（WAFIOS）成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区首席代表 许兴江

我们在展会上看到了许多老客户，同时也有许多新客户前来咨询。展会
对产业链的覆盖非常齐全，我们对本次展会的整体效果相当满意。下一届展
会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继续参与。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John Razza
We were very positively impressed by the exhibition. There is the big 
quantity of eastern and far eastern countries that came here. We 
thought it was Chinese exhibition and we were planning for Chinese 
customers only.This mean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xhibition is at 
a good beginning and has a lot of potential.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代普松
我们借助展会平台结交到了更多的新老朋友。在本次展会，我们看到了

很多平台化公司的出现，而对于行业里出现的新的问题，包括环保、税务、社
保等，我们通过展会获得了很多沟通交流的机会及思想上的碰撞。我们计划
下届继续参展。

萨克玛机械 亚洲地区销售总监 Mr.Pierpaolo Azzalin
The impression is very positive and the show is very very organized.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s we can meet here is quite high.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meet friends. We are very satisfied and we think 
we will come next year. And it is good to meet other cold forming 
machine producers to share about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new 
chances, new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s.

艾洛钛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孟令元

我们参展的产品比较高端，主要服务于航空紧固件。随着政策的逐渐开
放，现在我们逐渐面向民用紧固件制造市场。通过本次展会，我们让大众了
解到航空紧固件制造的最高水平，让民用紧固件企业可以有机会学习到航
空紧固件的制造标准。感谢展会给予了我们的宣传推广平台。

佛山市南海区钰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北海
国内的紧固件企业发展迅猛，与国外紧固件企业差距越来越小，许多优

秀同行都参与了本次展会。这是一次全面、完整、规模大、档次高的展会，给
我们搭建起与广大同行、客户等紧固件人士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制造商、
生产商参与进来，更好地推动行业的发展。

Brankamp  全球销售总监 Joachim Krüger
有幸参与到中国最大的紧固件国际博览会，让我们可以在众多的主机

展商面前展示马波斯的优质产品。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展会之一，无疑现
场来了许多德国、美国、意大利、英国等优秀设备企业。为更多客户提供优质
的配套产品及服务，寻求更广阔的合作，是我们参展最关心的。我们紧跟各
国主机展商，计划每年都会来中国，参加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安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土火
作为雅马哈企业紧固件的供应商，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打开中国

大陆、东南亚、印度的汽车、摩托车紧固件市场。我司每年都有详尽的参展
计划，包括今年4月份我们参加了台湾国际扣件展，相比而言，这次的展会
效果更好。我们下届将继续支持协会，支持协会主办的紧固件展，选一个
更大的展位。

恒昭金属制品（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益在
参加本次展会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展会的规模非常大，是我们直接接触全

球客商的机会；因此我们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而且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展
位，明年我们将继续参展。

冷水江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苏部长
展会现场反应很好，客户来的比较多，包括中国、欧美、非洲的客户都来

了，效果很不错，我们计划明年继续参展。

美国国民  高级副总裁  Mr. Michael Burkes
This show is for the cold forming business in china. We will be in 
fastener show as we always had. This is where the cold forming roles 
in china meets for the show. It is a good place for us to keep good 
contact to our friends in business and also to meet new ones.

Sieber 销售经理  Alexander Vitting 

The show is very good. To exhibit here because of cooperation with 
Wafios, and they were here several times and asked us as a good 
cooperation partner to work together as we are interested to present 
in this show. 

德国Zwick Roell集团  市场开发经理  郑军

经过年初的一番甄选，我们知道本次展会是协会主办的，规模很大，因
此我们决定参加本次展会，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今天是周
日，但来参观我们展位的客户却出乎意料的多，我们感到惊喜，期望下届继
续参展。

日本株式会社阪村机械制作所  代表取缔役社长  中野孝之
我们参展的目的是，第一是让客户知道日本阪村经过60年的发展，到

今天所达到的技术及最新产品，第二是寻求更多中国客户，共同合作发展。
通过本次展会，我们与全球客户进一步交流技术方面的知识，让更多的紧固
件人士了解日本阪村，促进合作。

内德史罗夫紧固件（昆山）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王圣华

协会主办的展会，我们对此有足够的信心。许多欧美、中国台湾展商等企业
，包括今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展商看到的许多企业，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所以说
这次展会的国际化水平无疑是一流的。从今天的展会效果来看，我们接触到很
多国外客户，我们对此相当满意，明年将继续参加协会主办的展会。

韩国孝东机械工业(株)  经理  王传有

从展会现场来看，这次展会主办方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为我们迎来
了许多最需要的客户群体，这给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五一

通过本次展会，我的最大感受是海外采购商众多，尤其是众多美国客户
前来咨询，对我们设备有极大的兴趣，相信这次参展将给我们企业带来良好
的经济效益。

宁波海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兴良
这是行业协会自办展会的创举，作为中国紧固件用设备领头企业⸺

宁波海星积极响应协会号召，第一时间参展。看到今天的效果，我们感受到
了主办方的号召力量以及展会宣传方面做的努力。明年的展会，我们计划扩
大展出面积，让企业在此平台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创造更大的利润！

赛德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中国销售经理  董强

尽管今天是周末，但来我们展位参观的客户仍比较多。客户对我们新推
出的两款新产品兴趣很大，可以知道，这些观众都是非常专业的。从今天的
效果来看，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计划明年继续参展。

常熟标准件厂 董事长 蒋永峰
展会来的客商比较多。通过本次展会，让我们结识到更多的国内外朋友，

使我们的产品给全世界更多的客商了解，让世界知道，中国制造也是NO.1的。
这次展会对我们来说，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在现场，我们已经预定了
明年的展位，只要有这样的参展机会，我们是一定会继续参加的。



同期活动
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专家尽情分享，探索全球紧固件发展动态。

全球紧固件产业链企业共话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共迎未来，

携手共创全球紧固件行业发展新格局！

亚洲五地域紧固件协会交流大会

2018 亚洲、欧洲、美洲紧固件协会代表圆桌会议

全国紧固件技术交流主题论坛

紧固件工业「牵手」跨国采购对接会



跨国采购对接会

“紧固件工业「牵手」跨国采购对接会”

是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最具特

色和影响力的环节之一。展会邀请了来自巴

基斯坦、俄罗斯、古巴、加纳、肯尼亚、蒙古、孟

加拉、尼泊尔、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乌干达、

叙利亚、也门、乌克兰、亚美尼亚、印度、印度

尼西亚等17个国家和地区近80家专业海外采

购团赴会参观、采购。

Magilla&Cassucci Tex Ltd

MWIZE&LEINE CO.LTD

Textile fastener and machinery ltd

DELTA TRADERS

Zia Trading Company

A.K.KHAN&COMPANY LTD

DKAHA MACHINERIES

ADRR LEATHER IMEX CO., LTD

PMPI MANAGEMENT ENTERPRISES

GVS TECHNO TRADING & SERVICES

Rahman Trades pvt Ltd

Yogesh hardwares

Ansar and sons

Subash Traders

Kishori Hardwares

Berkat sakti Niaga

Omar Al hayat pvt. Ltd

Alradhi Trades Pvt.Ltd

Kasi Seal MAterial Co., Ltd

Orbit Agencies Co., Ltd

JK MACHINERY TRADES

Tried Torg

SHA&BROTHERS ASSOCIATES

G&B Trading company

Mariesco Internation Inc

LISTMONA GTS ENTERPIRES LLC

Tabula Lex

2NITE Shanghai

Shanghai Xingtang Commercial and Trading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SpetsTrans

Crupsi entertainment

广州宝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KOROLPRO

SinoMax

VLADINT

PARADIS

Sibirian Prom

Joint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duction corportation

SHAHID HARDWARE ENTERPRISES

FENIX COMPANY

MADINA TRADING CO.,LTD

AMIGO GROUP

C.V.NAGA MAS HARDWARE COMPANY

SETHI TOOLS & HARDWARE CO.,LTD

DASH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ANY

RED CUBE TRADE COMPANY

SUNRISE MACHINERY CORPORATION LTD.

METFINDO ENGENEERING Co., LTD.

HARRIS TRADING COMPANY

SYED SONS HARDWARE CO.,LTD

BAULAND LLC

INTER SYL TRADING CO. LTD

BHAGWATI HARDWARE & MILL STORE CO.,LTD

PROMISE HAND TOOLS GROUP

SYSTEMA LLC

ELAHI TRADING CORPORATION

PARITET CO. LTD

FLORIDA HARDWARE COMPANY

HANIFA HARDWARE CO.,LTD

NAVICOM CO., LTD

ATLANTIC HARDWERE CO.,LTD

SMART TALENT INTERNATIONAL INC

CAPELLA HARDWARE CO.,LTD

BRIZ CO.,LTD

EKTO CORPORATION

NADEZDA LIMITED TRADE COMPANY

MONOLIT CO.,LTD

ZWETY YUGA LLC

BUILDERS HARDWARE LLC

GLIDERITE HARDWARE LLC

MONROE HARDWARE CO.,LTD

海外买家采配会
采购商名单(部分)



观众分析(一)

港澳台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南美洲

非洲

北美洲

3.28%
3.05%

4.91%

3.52%

53.97%

16.48%

14.79%

华东地区

华北

华南

华中

东北

西南

西北

75.43%

9.69%

6.67%

3.12%

2.34%

1.90%

0.85%

58个国家及地区,专业观众25,637+（海外观众5523+）

海外观众来源 国内观众来源



观众分析(二)

观众在采购中角色 观众行业分析

37.97%决策者

43.43%部门管理

18% 专业员工 

0.60%其他

90%
的观众对设备采购具有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力

观众职能部门

采购

销售

管理

技术

服务

其他

汽车 / 汽配 
紧固件生产商 
紧固件制造辅助设备 
紧固件用原材料 
紧固件制造设备 
紧固件模具及耗品 
紧固件检测设备及测量机器
高铁 / 轨道交通
航空 / 航天 
建材行业 
工程机械行业 
家具行业 
自行车
造船
电子电器 
压力容器 
协会 / 商会
贸易经销商（进出口 / 批发）
贸易经销（代理 / 分期）
采购商 
科研单位 / 设计院 
大型连锁企业 / 特许经营店
媒体 
其他 
 

13.02%
33.65%
5.18%
5.36%
6.87%
4.53%
2.17%
0.72%
0.93%
1.95%
3.77%
1.00%
0.30%
0.21%
1.68%
0.32%
0.61%
5.15%
3.47%
7.40%
0.93%
0.38%
1.33%
1.83%

53.64%

23.40%

9.36%

8.55%

1.82%

3.23%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观众评价

92%
表示展商众多
维护老朋友、认识新朋友

90%
同期活动含金量高
国际范很高、学习到知识

93%
有现场合作意向
愿意邀请朋友或业内同行前来

88%
展品新型、覆盖广
能够找到自己想要采购的产品

89%
现场礼品非常丰富
主办方服务到位

91%
计划明年 6 月 11-13再来参观
2019中国 ·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鸣谢

赞助商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境外支持 支持媒体

太仓明皓精密模具厂

温州市锐译标准件有限公司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山翁工业炉（嘉善）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通用螺丝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恒辉螺纹工具有限公司

余姚法思德五金有限公司

昆山云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井不锈钢铆螺母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有为紧固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瑞安市场桥永久标准件厂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兴健螺丝机制造

东莞市力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申光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嘉信成五金标件厂

广益科技打头机微电脑有限公司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昆山全盈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一晨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科力线材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晟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侨意五金有限公司

福建南安三井機械廠有限公司

太仓市恒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鼎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帆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青田凯标紧固件有限公司

惠州市昇沪汽车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睿友源商贸有限公司 OSG/TOSG

上海市紧固件工业协会

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江苏省机械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

安徽省紧固件协会

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重庆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浙江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宁波紧固件工业协会

乐清紧固件行业协会

平湖市紧固件五金行业协会

永年县标准件协会

邢台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沙河市通用零部件产业办公室

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

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温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

宁波镇海区紧固件行业协会

海盐县紧固件同业商会

嘉善县紧固件行业协会

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钢公司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紧固件和焊接材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杭州优工品科技有限公司（好工品）

香港螺丝业协会

台湾螺丝工业同业公会

社团法人台湾区螺丝贸易协会

韩国 FASTENER工业协同组合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螺丝工业协会

巴西紧固件协会

印度紧固件协会

台湾《Fastener World》

土耳其《Fastener Eurasia Magazine》

Fastenerdata

波兰《Fastener Magazine in Poland》

俄罗斯《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我的钢铁网

易紧通

东方铭柜

《标准件企业大全》

金江传媒

易查准

中国五金制品交易平台

风尚传媒

《国际标准件》

中紧传媒

青骅广告有限公司

汇达展览公司

亚太贸易商情杂志社

Strategise.in Pvt. Ltd.

FASTENER EURASIA MAGAZINE



精彩瞬间



2019规模

展出面积 

42,000m2
参展商 标准摊位

800+ 2,000+
国家及地区

60+
专业观众

30，000+

1号馆 设备、线材、模具及耗品馆 2号馆 紧固件成品馆

紧固件用模具及耗品
生产用模具、油品、表面处理、化学制剂、辅助配件

紧固件技术及服务
紧固件检测技术、专利、授权服务、软件服务、媒体、协会及行业组织等

紧固件
各种材质螺栓、螺钉、螺帽、垫圈、牙条、销、挡圈、铆接类、膨胀类、
锚固系统、DIY产品、非标准件、精密车床五金件、创新型紧固件及发明、
螺纹护套/螺纹修复、紧固件电商等

行业专用紧固件
电子电器、汽车、摩托车、建筑、风电、铁路、自行车、化工、核工业、家具、
航空、太阳能用紧固件等

装配，安装及维修
扳手、螺丝刀、电动工具、气动工具、焊接仪器、紧固件维修

紧固件设备及技术
成型机、打头机、搓牙机、滚牙机、组合机、热处理、拉丝机、检测设备、
测量仪器、清洗设备、车床和车削设备等

冲压件和车床件
金属冲压件、车床车削产品及加工设备

紧固件材料
线材、盘元、带钢、冲压用板材、不锈钢、铜材及特殊合金钢材、材料加工处理

展品范围

展会规模

H2

 

H1



2019年展位申请表
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请注意本回执仅作展位预留之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办方将在收到回执后尽快呈上正式申请表格（具法律约束力）。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公司类型：                    外资                    合资                    内资

展品来源：                    国外                    国内

我愿意参展   我愿意参观

公司：  地址：

电话：联系人：

传真：  手机：

邮编：  Email: 

网址： 预定面积：

日期                                                                                 签字盖章

大会组委会：
上海办事处
电话：021-61349779
传真：021-33275509
邮箱：021@afastener.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939号1213室

广州办事处
电话：020-89857959
传真：021-33275509
邮箱：020@afastener.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二马路67号创境汇9栋203

行业协会咨询处
电话：021-55899314（协会秘书处）

2019年6月11-13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International Fastener Show China
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上海世博展览馆
2019 给您不一样的精彩

全球紧固件产业链知名企业悉数参展，彰显展会业界影响力！
Well-known fastener companies participate in the show which covers the global fastener chain 
and is the influential event in fastener industry.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June 11-13, 2019

A Wonderful Exhibition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 

紧固件工业2019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      上海爱螺展览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大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