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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三大、亚洲第一的紧固件专业展⸺2019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

业博览会于6月13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圆满落幕。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达42,000平方米，较去年增长24%。725家（标摊

1936个）海内外参展企业分别在1号馆展示紧固件设备、线材、模具及耗品；

在2号馆展示紧固件成品、电商服务等，吸引20个海内外买家团和36080（海

外观众4,212）专业观众到会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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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分析

展商类别

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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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等国家及地区先进企业实力参展，较2018年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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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孝东
内德史罗夫
卡锣萨尔维
旭灿纳克
美国国民
威夫斯
CPM
萨克玛
日本板村
宁波思进
昆山东威
广东钰海/湖北腾丰

紧固件成品（海内外）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设备

模具及耗品类

海外设备

检测设备类

热处理设备类

表面处理类

材料类

包装设备类

装配，安装及维修

紧固件技术及服务

电商/ERP

63.22%

12.82%

6.86%

2.97% 

2.71%

2.39% 

2.07% 

1.75%

1.44% 

1.41% 

1.19% 

1.17% 

宁波海星
浙江友信
马波斯
韩国3View
昆山全盈
上海春日
黄山盛锐
扬州凯纳
上海飞羽
佛山万为
东莞颖兴

上海标俐
太仓爱恩
嘉兴国联
美达斯
浙江精固
马钢
宝钢
鞍钢
邢钢
昆山大宝
太仓明皓

腾龙集团/山东腾达
常熟标准件厂
上海集优标五
深圳大和
浙江三铁
杭州优工品
浙江东明
紧商
鋐昇实业
冀南/鑫德润

上汽标
宁波安拓
鹏驰
中车
春雨集团
上海锐拓
中国航标
佛山西河
温州有为
温州伟辰

福建精锐
温州中洋
上海高强度
新长江集团
瑞安朝阳
晟金集团
浙江乍浦
温州利奥



展商声音

宁波安拓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博闻
这次展会效果应该是不错的，人流量也是挺好的，来参观客户
群比较明确，所以这次的展会算是比较成功；建议主办方多宣
传海外市场，我们每一年都有做预算来参加这个紧固件展。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华东大区经理  梁坤
我们今年带来了全新的14.9级产品，是领先于世界的紧固件产
品，是我们今年主打产品；这个展会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参加，
对我们的宣传起到了促进作用，感觉蛮好的。

深圳市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玉唐平
我们从2003年开始专注钻尾螺丝，我们在研发有很高的标准和
技术要求。这次的展会比上次更多专业、完善。

上海锐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广远
我们专业生产压铆螺母，以60%出口欧美，40%国内销售为主；
这个展会办得还是比较好，我们一直以来把上海展会作为我们
国内最大的展会来参加的。

上海春日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展飞
我们春日一直在创新设备和新的技术来适应目前紧固件行业
的形势；这个是展会越办越好，希望让全世界知道我们这个展
会，2020年我一定再参加这个展会。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代普松
把握趋势，提升自己，东明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稳步的前进；
今天是展会的第一天，给人感觉还是蛮好的，希望展会越好越
好，人流越来越多。

上海岳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孙德斌
我们经过6年多的努力，在紧固件行业的客户占据了前20
强。从主办做展会开始我们一直有参加，每年都会不断地
给我们惊喜，明年我们公司一定会再来的。

都江堰市超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章斌
感谢中国紧固件协会对本次展会的精心组织喝安排，感谢工作
人员对展会的辛勤付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非常好，让我们
在美国贸易战下更加团结。

东莞淞威机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明宗
我们淞威会加强业务的扩展以及产品质量上的保证，2017年到
2018年我们申请了9个专利。第一天我就接了三组国外客人，
有2组签单了；我明年一定会来，做更大一些位置。

河北冀南标准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亮辉
我们从1993年建厂始，精益求精是冀南的追求。这个非常专业
的展会，也是紧固件行业的一个盛宴，从昨天到现在我接触了
新老客户，希望主办提供更多客户资源、采购商来对接。

常熟市标准件厂有限公司 工品之芯 总经理  许守进
推出“新常标、新平台、新出发”的工品之芯。展会现场人山
人海，我们通过展会更多的把我们的平台展现给大家，这样
的展会我们会继续参加的。

上海标俐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仁义
今年我们参展最主要的是要有企业的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心
怀感恩才能发展到今天；放眼展会同样也是这样。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谢五一 
应对行业目前的经济形势，思进有计划应对，将客户定制机器
推向市场。从展会开办起我们每年都是这个展位，虽然经济情
势不是很好，但是今年来的客户很多，同时希望主办方邀请更
多海外买家过来采购。

上海南市螺丝有限公司
对目前的经济情况，我们主要对大的基建项目生产力准备得很
充分，所有对这个市场还是很有信心的。展会比去年有了不少
的增长，参展单位和参观的人流比去年大。

上海兹懋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经理 郑军 
我们依然选择参加这个中国紧固件协会主办的展会，这个展会
声势浩大，有协会的支持，观众比较多，整个情况来讲是非常理
想的，不断有新客户和老客户前来。

开异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宏宇
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希望借助这次展会让
更多的朋友认识开异、了解开异。这次展会客户群体非常的多，
来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客户，短短一个上午已经接待了近百家
客户，效果非常理想。

内德史罗夫紧固件（昆山）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王圣华
内德史罗夫对中国的紧固件展，而且是中国紧固件行业协会组
织的展会每年都带设备来参加；今年设备进场很顺利，展会现
场我一直很忙，人气也是一如既往，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大宝精密工具（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松尾直彦
我们非常重视品质，现在大陆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努力
提高品质。可能是这次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导致今年人少
些，我希望明年经济恢复之后大家多过来参观。

孝东机械工业（株） 经理 王传有
我们今年带来了全球最大的冷层型设备，可以直接冷层型到外
径114，是今年带来的最大亮点。今年的人群的确有比去年感受
到旺很多，很多关键的客户都有来访我们。

艾洛钛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孟令元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很多世界上领先的航空紧固件领域设备，
我们选择参加这个展会是因为它在行业的知名度，我们也响应
国家号召智能制造。

昆山全盈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俊男
我们在光学检测方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今年给我感觉还是
蛮惊讶的，紧固件该来的都来了，整个效果比过去的10年还要
好，非常棒；我们会持续参加这个展会。

浙江东瑞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永
我们东瑞专注的领域比较广，在不停地在技术上创新，拓宽销
售渠道。这次的展会国内的装备业基本都参加了，是比较成功
的，希望主办把更多的客户带到展会上来。

美国国民机器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蔡德进
美国国民已经有145年的历史了，我们注重在质量、在服务。感
觉今年人员少了点，可能是因为今年一个经济的冲击，希望我
们一起度过这个冲击，明年我们应该还会来的。

鋐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PATTA） 总经理 黄文彬
我们至今成立了38年，产品主要有铆钉、钻尾螺丝；另外这次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展会，有很多国际的买家告知我们指定来参加
这次展会，这个是来自海外肯定。

东莞市东隆五金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倪静林
东隆是把品质做好，以产品品质为导向、核心；这个展会办得也
是相当不错，从整体布局到参观商的高涨热情，我接待到的客
户大部分是很专业的。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何英

整个展会规模和专业程度比去年更高，下一届展会我们还会持
续的参加，希望越办越好，给我们展商提供一个更好的互相交
流、学习、展示的一个平台。

卡尔倍可润滑剂（辽宁）有限公司  马传骁  副总经理
bechem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工业润滑品生厂商；我们第一次
参加中国紧固件展，觉得这个主办方非常方专业，给我们的服
务非常好，我们也希望明年有合作的机会，希望和这么优秀的
展会共同发展。

湖北省腾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北海
展会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客流量还是蛮大的，国外的客户比去年
还多，来自印度、俄罗斯、中东、非洲；我们对这个展会一直期待
和支持，也希望展会越来越好，明年我们还是在老地方见。

东莞市颖兴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施红梅
今年我们带来的产品还是离不开环保、节能，这些年我们一直
往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展会现场我一直在接待客人，给人感觉
很丰盛，明年的展会我们也会继续参加。

浙江利峰标准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日利
美国的贸易战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参加展会主要目的是
和老朋友相聚，2020年我这个位置又定了。

江苏新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焦志明
贸易战对我们多多烧伤有些影响，国内的企业都面临出口美国的
产品滞销导致内销市场竞争；但是这次展会给我的印象不错，举办
得比较成功。

河北天创管业有限公司  销售部长  徐杰  
本次展会我们主要宣传热锌镀锌，对金属防腐来说是主要技术
；这次展会挺好，这次非常人性化。

西安朗福
The show is very big, very nice and very very organize, we 
think it is a good promotion of the products.

Sacma Group   Mr. Azzalin    Sales Director Asia
The exhibition is very position, they are contain flow of young and 
all the generations. It means the industry is keeping on growing 
and expanding in China. In these two years, I am very happy to 
see every younger generations join the exhibition. It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 Asia for our industry.

3View. Com. Inc  Mr. Kim   President
Many of people keep their time to visit the booth and look 
the machine. Many visitors come here  and I am very very 
happ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how.

卡锣萨尔维 ( 广州 )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armano 
总经理  
We are very positive to the fair. We meet many industry 
visitors. We think is good and the exhibition is good 
organized. We will be back in next year.

Kadimi Tool Manufacturing Company (P) Ltd.
Mr. Sahil Nath  
Director

The response from the first day so far is good and we take 
a decision and most likely, we will participate again next 
year.

WAFIOS Umformtechnik GmbH  
Mr. Martin Hoffmeier
Senior Executive Sales Director

Yesterday and after today we had a lot of visitors. We had some discussion very 
detail. Yesterday we had discusses details and we get visitation next week to go for 
the details with the local potential customers.



同期活动 2019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系列国际同期活动在上海同期上演。

来自行业协会同仁、技术专家、企业代表等行业人士共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分享全新资讯，探索紧固件行业发展潮流，精彩纷呈！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八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紧固件工业“牵手”跨国采购对接会

2019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答谢晚宴

全国紧固件技术交流论坛

盖世汽车-汽车紧固件采配项目对接会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
量发展”。协会将继续为企业
发声，听取相关企业意见，总
结行业发展现状，观望未来，
做好为我国紧固件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的实质工作。

“感知责任，行业共荣，双赢明
天”，迄今为止全球紧固件行
业高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
行业盛宴。

开拓国际市场，把握海内外采购
商机，紧固件工业“牵手”跨国采
购对接会为全球紧固件采购商
提供了一个与参展企业沟通交
流的一站式采购平台。来自美国
、日本、德国、印度、中国台湾、越
南、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埃
塞罗比亚、索马里、阿富汗、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采购商携采购
清单前来，志在此次采购对接会
上达成交易，建立长久合作。

邀请到了行业内的技术专家，分
别作了以紧固件预紧与防松，紧
固件新材料、新技术，以及紧固件
产业链为主题的专题报告，帮助
业内人士解决紧固件使用中的实
际问题，汇报行业内的创新理念
与发展趋势。

2019MySteel工业线材暨紧固件产业链高峰论坛
面对多变的市场行情和经济
政策，论坛将从多个方面探讨
工业线材暨紧固件市场的价
格走势以及行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

数十家国内一线汽车厂家，与
展商深入交流产品与技术，为
采供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
基础，抢占市场先机，使供求
双方合作共赢，形成相互之间
的产品供应链。

6.11上午  2019中国·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开幕式
全球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及知名企业代表隆重出席，与全球紧固件行业人士
共同见证华丽盛典，代表了行业的权威和影响！

开幕式出席嘉宾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姚海光     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     薛康生     会长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李维荣     秘书长

印度紧固件协会     Abhijat Sanghvi     会长

香港螺丝业协会     胡惠仪     主席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Mr.Olaf Deabler     全球项目总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刘国良     董事总经理

马钢股份公司     钱海帆     总经理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乔国军     副总经理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任竹倩     总裁助理

机械工业通用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丁宝平     主任

河北省紧固件协会会长     赵毓波     会长

浙江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沈家华     会长

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陈巨添     会长

重庆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施根华     会长

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翁克俭     会长

宁波紧固件工业协会     樊玉龙     会长

温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吴金尧     会长

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     黄成安     会长

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方明红     经理



跨国采购对接会

开拓国际市场，把握海内外采购商机，紧固件工业“

牵手”跨国采购对接会为全球紧固件采购商提供了一个

与参展企业沟通交流的一站式采购平台。来自美国、日本

、德国、印度、中国台湾、越南、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

埃塞罗比亚、索马里、阿富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采购

商携采购清单前来，志在此次采购对接会上达成交易，建

立长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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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Hydrocarbones Corporation 
Middle East Trading Co. - Metco
St Mary College Bombo
Fujia Machinery Ltd
Jones Cooperation Ltd
KVT
Mir Krepega LTD
Metiz Dvor
Metalvis Ukraine
Kissima Electronique
Lamvien Fastener ‒ Vietnam 
Rus Bolt
Taniko
Mashkomplekt
Kompanija Metiz Ukraina
Kundan
1 TRADE.PRO
General electronics co.,ltd

海外买家采配会
采购商名单(部分)

Dana Electronic Ltd
AK khan &Company Ltd. 
Chittagong Trading Company
hewan engneering co.,ltd
BICT Trading company llcR
Glory International
Mwize & Leine Co Ltd.
Master Auto Selbeg LLC
General Fasteners Company
Alokozai Group of Companies
AK khan &Company Ltd.
Delate Domashne Rem
Krepezhnie systemi LTD
Otvertke RF



观众分析(一)

港澳台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南美洲

非洲

北美洲

2.60%
5.43%

3.27%

1.52%

56.14%

17.58%

13.46%

华东地区

华北

华南

华中

东北

西南

西北

80.55%

9.21%

5.07%

2.41%

1.07%

1.20%

0.49%

53个国家及地区，20个海内外买家团
专业观众36,080人次（海外观众421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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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0% 决策者

45.89% 部门管理

25.14% 专业员工 

0.57% 其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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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的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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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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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
38.34%
4.92%
4.22%
3.92%
3.22%
1.08%
0.63%
0.43%
1.36%
2.22%
0.39%
0.28%
0.20%
0.97%
0.23%
0.27%
3.64%
2.71%
4.06%
0.41%
0.02%
0.60%
1.30%

58.92%

23.75%

5.73%

7.36%

1.1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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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汽配
标准件/非标准件/冲压件/车床件
汽车及高强度紧固件
不锈钢紧固件
紧固件制造设备
紧固件模具及耗品
紧固件原材料
检测设备
测量仪器
紧固件制造辅助设备
其它

29.72%
44.38%
23.73%
26.77%
25.18%
17.52%
16.48%
11.25%
8.21%
11.06%
0.69%



观众评价

95%
表示展商众多
维护老朋友、认识新朋友

98%
同期活动含金量高
国际范很高、学习到知识

90%
有现场合作意向
愿意邀请朋友或业内同行前来

89%
展品新型、覆盖广
能够找到自己想要采购的产品

92%
现场礼品非常丰富
主办方服务到位

90%
计划明年 6 月 22-24再来参观
2020中国 ·上海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鸣谢

精彩瞬间

赞助商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境外支持 支持媒体

好工品

上海岳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晋驰工业炉有限公司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太仓明皓精密模具厂

宁波海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集优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温州广全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袁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晟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盛泉紧固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隆五金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晟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品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市场桥永久标准件厂

东莞市雅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海兴健螺纹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海川二手拉丝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嘉信成五金标件厂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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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按首字笔画排序）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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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通用航空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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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紧固件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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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温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第二十届中国紧固件弹簧及设备展览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紧固件和焊接材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邯郸市金江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东创展览2020宁波紧固件展览会组委会

北京东方铭柜广告有限公司

2020第23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五金紧固件展览会

Strategise. In Pvt Ltd

Sansoar Engineering Sales, Inc.

Optimas Solutions

Lih Ta Fastener Co., Ltd

Dongguan Cheuk Yu Metal Technology Limited

Tsao Jong metals Co., Ltd.

Daekie Est Co., Ltd.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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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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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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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5899314（协会秘书处）

2020年6月22-24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Tel：021-5045 6700 转 565
传真 Fax：021-5045 9355
邮箱 E-mail：penny.pan@hmf-china.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百安居商务大厦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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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固你我

匠心筑梦

R

One of the Integrated fastener 
industrial chains.

One of the Top 3 fastener
shows in the world.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6.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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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