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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零部件博览会
MetalComp China 2020

中国最权威、最专业的锻造、冲压、钣金制作展览会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professional show on forging , stamping & fabricating

2020 年 11 月 17-20 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E1 馆

November 17-20, 2020
Beijing ·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New Venue E1 Hall



展品范围 Exhibition Profile

行业热点 Hits

锻造零部件 Forgings

钣金零部件 Sheet Metal Parts/Fabricating

冲压零部件 Stampings/Pressing Parts

精密化

模具寿命与管理

轻量化

高强钢成形

标准化

人才培养

全球化采购

智能制造

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制造

11 月 17-20 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ightweigh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e High strength steel forming

Green manufacture

Global procurement

Talent

Mould Life & Management

Precision Standardization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零部件博览会是由中国锻压协会主办的“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六大子展之一，

是国内锻造、冲压、钣金加工产品的集中展示平台。每年来自国内优秀的零部件生产企业携带其特

色产品现场展示，中国锻压协会现场针对优质的金属成形产品进行“神工奖”评选，同时展会邀约

全国 70 多个用户行业重点主机厂的采购部门参加采购对接活动。向国内外观众展示我国金属成形

最新成果的同时，也促进零部件产品的采购对接。

MetalComp China is one of the six sub-exhibitions of MetalForm China hosted by CCMI. 
It is a concentrated display platform for the domestic forging, stamping and sheet metal 
fabricating products. Every year, many excellent parts manufacturers from China bring 
their featured products to show on the exhibition site. CCMI will conduct “Shen Gong 
(Masterpiece)” Metal Formed Parts Awards for high-quality metal forming products 
on the site, and invite purchasing departments of more than 70 main engine factories to 
participate in Procurement Fair. We will show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etal 
forming industry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visitors.

子展介绍 Exhibition Profile

管材零部件 Tube/Pipe

型材零部件 Sections

线材零部件 Wire



展位图 Floor Plan

                        A 方案：22800 RMB

A 区域             B 方案：24800 RMB          2200 RMB

                        C 方案：26600 RMB

                                              A 方案：14800 RMB

B 区域             B 方案：16800 RMB         1400 RMB

                        C 方案：18800 RMB

标准展位 
All-In-One Package /9m2

9m2 起订

光地展位
Raw Space /m2

36m2 起订

展位租金标准 

Booth Rental

* 详情请咨询主办

即刻线上报名 Reserve Online
www.china-metalform.com

November 17-20

Beijing ·CIEC  New Venue



观众分析 Visitor Profile

11 月 17-20 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全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中心，是金属成形
行业影响政策、企业获得支持的绝佳机会；

世界各行业龙头企业集团采购决策中心，是金属
成形企业进军高端市场、拿到丰厚订单的难得机
遇。

The policy center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the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obtaining policy support.

The key office of purchas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nter the high-end market.

雄安新区建设最受益的三个省市地区，将是中国
未来新一轮发展的引擎所在地；

中国国有企业集团总部最集中的地方，是世界高
端成形技术装备真正买家的决策机构所在地；

一体化协同发展，促使制造业高端化，是先进金
属成形技术未来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北京 Beijing

京津冀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Xiong'an New District --  the engine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place in the headquarter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groups

The protencial market--High-end manufacturing

一汽 FAW    北汽 BAIC 
大众 VW       宝马 BMW
奔驰 mercedes-Benz
长城 GW Motor
etc.

汽车行业 Motor

东方汽轮机 DTC      
上海汽轮机 STC      哈尔滨汽轮机 HTC
特变电工 TBEA       许继集团 XJ Group
北京北重汽轮电机 BZD
etc.

电力行业 Electric

中国中车 CRRC
阿尔斯通（法国） Alstom
长春客车 Changchun CRRC
青岛四方 Qingdao CRRC
etc.

商飞 COMAC   中航 AVIC
西飞 xac            哈飞 hafei 
沈飞 Shenfei
航天科工 CASIC
etc.

中船重工 CSIC  武昌船舶重工 WS

大连船舶重工 DSIC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 BSIC

etc.

机械行业 Machinery

中国一重 CFHI 中国二重 CNEG
中国一拖 DTC  山推 HTC
雷沃重工 LOVOL
etc.

轨道交通行业 Rail 航空航天 Aerospace&Aviation 船舶行业 Shipbuilding

海尔 Haier   海信 Hisense 
美的 Media  格力 Gree
西门子 Siemens
三星 Samsung
etc.

家电行业 Appliance

富士康 Foxconn
伟创力 Flex
长盈精密 Everwin
etc.

嘉华电子 Famfull
歌尔股份 Goertec
立讯精密 Luxshare

电子行业 Electronic

兵器工业 NORINCO GROUP

北方凌云工业 LYJT

中核集团 CNNC 

西北工业集团 XBGY

etc.

军工国防 Mili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