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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会员服务手册



前言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员服务手册（2020）》与大家见面了。新

的服务手册在总结上一年工作的基础上，以 2020 年中国机械联工作计划

为基础进行编排。由于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本次服务手册编印工作

进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中部分服务项目具体开展时间、地点等信息尚

未确定，请广大会员单位予以理解并给予持续关注。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新年

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同心协力，抗击疫情。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行业发展面临复杂多

变的外部形势，行业协会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机遇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六稳”工作要求，遵循新发展理念，按照强国战

略、机械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有关文件和行业“十三五”发展纲要

的部署要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精准防疫和

有序复工复产为重点，聚焦产业链核心与短板，抓统筹协调，抓关键环

节，抓动能转换，抓能力提升，着力稳增长、促转型、夯基础、拓市场、

增效益，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为实现全年行业

发展和“十三五”规划目标而努力。

新的一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做好会员服务工作，力争将新冠

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为广大会员提供更及时、更精准、

更优质的服务。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简介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是机械行业唯一的综合性协会。成立近20年来，

在国资委党委领导下，伴随着机械工业的改革发展，中国机械联始终坚

持“以振兴为己任、以服务为宗旨”的办会方针，秉承“行业为根、服

务为本”的办会理念，遵循“全局意识、服务意识、精品意识、效益意识”

的发展思想，按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愿景目标，在坚持党建引领、

把握发展方位、加强内部治理、发挥职能优势、拓展核心业务、开展交

流合作、选树先进典型、推动行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充分发

挥了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并以勤奋耕耘的职业精神和卓有成效的

工作成果，成为了政府靠得住、行业离不开、企业会员信得过、国际国

内有影响的全国五 A 级行业组织。

当前，在举国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万众一心决胜决战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宏图伟

业中，中国机械联将继续遵循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守初心、践

行使命，改革创新、砥砺前行，为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早日建成

机械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目录
前言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简介

会议、论坛

行业信息、咨询服务

行业科技、标准、质量、品牌、奖励推荐服务

行业培训、技能大赛

国际交流、外事服务

出版物

会员综合服务

展会信息

分支机构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国资委直管协会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协作联盟

05

16

37

63

51

75

68

87

109

132

127

13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每年组织大量的全国性行业

会议、行业论坛、专题会议以及新闻和信息发布

会议，内容权威、信息及时、覆盖面广，对引导

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会议、论坛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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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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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四届八次理事会、四届七次会员大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办公室、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时         间	 2020年3月31日

地         点	 通讯会议

规         模	 500 人（会员大会）

主要内容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国资委等部委要求，聚焦疫情防控与行业发展，总结工作、研判形势、

明确任务、集聚力量，扎实推进科学精准防疫、有序复工复产。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

姓				名	 张京旭		刘增报		马		静

电				话	 010-88379390		010-68533692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cmif-zl@mei.net.cn		cmif-bg@mei.net.cn		

	 renshi@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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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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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四届理事会换届会暨五届一次会员大

	 会、五届一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办公室、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北京

规         模	 500人（会员大会）

主要内容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中国

机械联四届理事会工作；选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五届理事会及常务理

事会等；审议有关事项等。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

姓				名	 张京旭		刘增报		马		静

电				话	 010-88379390		010-68533692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cmif-zl@mei.net.cn		cmif-bg@mei.net.cn

	 renshi@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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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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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全国机械工业省（区、市）行业协会工作座谈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40人

主要内容	

分析行业形势，交流发展情况，总结阶段工作，查找问题差距，明

确工作思路，听取意见建议。

参与对象	

各省（区、市）机械行业协会、行办及控股集团公司负责人，中国

机械联相关领导及部门人员

姓				名	 王守见

电				话	 13520187211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wsj1999@163.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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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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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器人工作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600-800人

主要内容	

行业领袖峰会；行业前沿信息分享；行业热点问题探讨；机器人本

体、零部件、集成技术专题研讨；企业调研及考察等。进一步开拓机器

人应用市场，推动机器人在国内外各行业的推广应用。

参与对象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单位及相关产、学、研、用企业

姓				名	 雷		蕾

电				话	 1580138692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器人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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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零部件三十强

	 信息发布会及论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7月

地         点	 重庆铜梁

规         模	 150人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零部件三十强信息发布、

典型企业交流、专家发言。

参与对象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零部件三十强企业代表、

专业协会代表、新闻媒体等

姓				名	 万道濮　付北建

电				话	 010-68513781		13681015131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baiqia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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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重点联系企业生产经营形势座谈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40人

主要内容	

座谈交流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反映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重点联系企业生产经营负责人与综合统计人员

姓				名	 田淑坤		万道濮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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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形势信息发布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人事与会员服务部、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2月、8月

地         点	 北京

规         模	 40人

主要内容	

发布半年、全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参与对象	

中央主要媒体、行业媒体

姓				名	 马		静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33692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33692

电子邮箱	 cmif-zl@mei.net.cn		cmiflxj@mei.net.cn		

	 renshi@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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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全国机械工业统计信息工作会议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10月

地         点	 待定

规         模	 40人

主要内容	

布置年报工作；通报全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预测行业发展趋

势；各省市交流经验。

参与对象	

各省市机械工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企业

姓				名	 田淑坤		万道濮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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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2020全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报告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时         间	 11月份

地         点	 待定

规         模	 300-500人

主要内容	

总结2020年机械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和预测2021年机械行业形

势发展的未来态势。

参与对象	

各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机械工业企业、行业研究院所的主要

负责人，以及金融、证券行业相关机构负责人,各地方机械行业主管部门

领导。

姓				名	 徐		辉

电				话	 15810499148

电子邮箱	 xuhui@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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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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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全国机械工业两化融合推进大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6月、8月

地         点	 河南、北京

规         模	 150人

主要内容	

总结交流两化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实践经验，了解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的最新政策和发展趋势，分享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典型经

验和主要做法等。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业、行业协会、研究院所、高校

姓				名	 徐		辉			付北建

电				话	 15810499148			13681015131

电子邮箱	 xuhui@mei.net.cn			fubeiji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为政府、会员、行业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是中国

机械联重要的服务内容，包括科技信息、标准信息、

行业统计信息，也包括专项咨询、定制咨询和为

政府的咨询服务。竭力为行业企业提出解决方案，

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并反映行业和会员的诉求。

行业信息、
咨询服务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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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十四五”规划研究及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结合机械工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为

相关部委、地方政府、企业集团等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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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行业研究与咨询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开展机械工业行业研究，承接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产业

园区咨询服务。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产业园区

姓				名	 惠		明		姚之驹		邢		然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910702219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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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企业发展战略、服务型制造发展规划、企业诊断、专项课题

	 研究等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企业创新能力评

价、市场调研等咨询服务，接受政府、行业、企业等委托开展服务型制

造发展研究、智能制造发展研究、重大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等相关课题研

究咨询。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业及有关机构和组织、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

有关部门、各地方工业园区企业等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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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国家节能诊断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行业企业国家节能诊断服务政策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

节能诊断服务；

参与国家节能诊断服务相关政策制修订，收集、整理行业、企业意

见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节能与资源利用中心、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王		婧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15901042890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wangj@cmtf.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行业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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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研究及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贯彻国家《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实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资委《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发掘和提炼机械行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经验成果，总结

和推广一批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及做法，推动机械行业形成大企业

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资源共享、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在机械行业征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案例，择优向有关部委推荐。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地方政府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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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研究和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等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

节能诊断服务；参与国家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相关政策制修订，收

集、整理行业、企业意见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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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新业态新模式案例研究和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服务型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长期参与国家级智库相关研究工作；

提供机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关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服务；

鼓励和积极开展机械工业新业态新模式调研活动和案例收集；

遴选、发布机械工业新业态新模式典型案例，择优向政府有关部门

推荐。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24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服务；

参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制修订，收集、整理行业、企业意

见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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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产业布局调整与产业转移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工业产业布局调整与产业转移政策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

询服务；参与国家产业布局调整与产业转移工作相关政策制修订，收集、

整理行业、企业意见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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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小企业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工业中小企业政策信息，承接机械工业中小企业咨询服务；

遴选面向机械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培育推广符合中小企

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开展对接活动；

遴选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推荐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邢		然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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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示范应用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政策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服务；

批准“首台套示范应用联盟”入会申请，开展联盟活动；

参与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示范应用相关政策制修订，向政府有

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遴选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示范应用攻关项目，择优向政府有关部门

推荐。

参与对象	

机械工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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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深刻理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正确认识机械工业发展现状及

内外部形势，对标国外发展情况，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与现有发展战略、

规划、政策等之间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推动我国机械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措施建议。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姚之驹		韩潮瀚		赵军平

电				话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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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和研究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对机械工业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测、分析和研究,反映

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争取政策支持，为政府部门决策当好参谋

助手、做好服务支撑。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

姓				名	 田淑坤		李晓佳		万道濮		符		玲

电				话	 010-88379058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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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2019年机械工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6月底

主要内容	

2019年度机械工业白皮书，内容包括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固定资产

投资、外贸进出口、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研究报告，2020

年行业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各行业2019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

姓				名	 李晓佳		符		玲

电				话	 010-88379058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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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参与国家统计局修订《主要工业产品统计指南》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1-2月

主要内容	

受国家统计局委托，组织机械工业相关产品指南修订工作。

参与对象	

有关专业协会、学会

姓				名	 符		玲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fling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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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参与国家统计局核对机械企业产量产能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5月、12月

主要内容	

受国家统计局委托，核对2019年全年、2020年1-11月相关机械产品

的企业产量、产能数据。

参与对象	

有关专业协会、学会

姓				名	 符		玲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fling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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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标准化信息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标准化政策信息、培训信息、出版信息、标准实施信息；承接

电话、来访、网络等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协会、企业及相关科研、设计、勘察单位

姓				名	 王墨洋

电				话	 010-88379381

电子邮箱	 cmifwmya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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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创新体系建设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全年

主要内容	

“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机械工业重点实验室”、“机械工

业创新中心”等机械工业创新平台的申报、验收、运行管理；机械行业

技术交流。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设计院、研究所、工程公司、大专院校

姓				名	 路		璐		杨铁成

电				话	 010-88379223		13911462104

电子邮箱	 cmif3019@163.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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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产业研究报告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工业产业研究报告自2002年推出以来，所涉及的机械行业

已经发展到14个大类、200多个小类，每年提供各类月度、年度及定制报

告。研究内容涵盖行业综述、国内外市场、最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主

要企业分析和行业未来发展等多个方面。报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中国机械联等权威部门，对于了解、分析和投资机械行业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行业研究机构

姓				名	 薛沈复

电				话	 15611026024

电子邮箱	 xueshenfu@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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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专项咨询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机械行业和市场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中国机经

网面向政府部门、开发区和机械领域相关企业，坚持以现代信息咨询的

多种专业手段开展行业研究，提供多种咨询服务。业务领域涵盖国内外

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产业发展规划，针对企业的市场调研、企业战

略研究、企业IPO等，以及针对各类开发区的园区规划。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行业研究机构、各地工信部门、开发区

姓				名	 薛沈复

电				话	 15611026024

电子邮箱	 xueshenfu@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推进行业科技进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发

展团体标准，推动行业质量体系、诚信体系和行

业品牌建设是中国机械联行业工作的重点。中国

机械联在这些方面开展多方位的鉴定、推荐、评

审和表彰工作。

行 业 科 技、 标
准、质量、品牌、
奖励推荐服务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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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每年1月1日-3月31日申报,9月底前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评审结果

规         模	 每年申报850项左右，约45%的获奖率

主要内容	

项目申报：通过机械奖励办公室网站（www.cmiao.com.cn）进行网络申报；

形式审查：根据形式审查标准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不合格的限期补正；

网络初评：对具备网络评审条件的专业组进行网络初评，淘汰比例约30%；

专业组会评：完成专业评审组的初评工作，推荐一等奖、评审二等奖、评定

三等奖；

评审委员会评审：对专业组推荐的一等奖（含特等奖）项目进行终审答辩

评审，淘汰比例为5%；

公示：对年度评审出的获奖项目进行网络公示，公示期20天；

证书领取及公报制作：向获奖单位颁发奖励证书及获奖项目公报；

召开奖励大会：借助中国机械联和机械工程学会的年会对获奖项目进行颁奖；

提名国家科技奖：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要求，择优提名国家奖。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

姓				名	 李冬茹		牛		芳

电				话	 010-68326820		18901139159

电子邮箱	 chinajixiekjj@163.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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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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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2020年全年

规         模	 根据客户委托数量确定

主要内容	

根据科技成果鉴定的程序，准备好相关资料经审查具备开会条件后，

确定参会专家名单、会议时间和会议形式（现场形式或视频会议形式），

出具鉴定证书。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姓				名	 马敬坤		牛		芳		章丽华		王		倩

电				话	 010-68326820		18901139159

电子邮箱	 cmif-k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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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工业大奖”、“杰出工程师奖”、“中国专利奖”等

	 奖项的组织推荐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根据相关部门的通知要求确定申报起止时间

规         模	 根据每年分配给我会的指标确定推荐名额

主要内容	

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审查申报资料，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推荐工业

大奖”、“杰出工程师奖”和“中国专利奖”等奖项。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姓				名	 牛		芳		路		璐		王		倩

电				话	 010-68326820		18901139159

电子邮箱	 cmif-k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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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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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推荐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指南要求确定申报时间

主要内容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指南要求，在行业内征集符合指南要求的

项目，择优推荐。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姓				名	 温顺如		刘前军		

电				话	 010-88379223		18911969860

电子邮箱	 cmif-k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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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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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

委托部门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能源局、核安全局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服务对象	 核电、火电、水电、新能源、特高压输变电、天然气集输与储存、

	 冶金、石油化工、煤炭及煤炭深加工等行业用户与装备制造企业

主要内容	

参与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发展规划与相关政策制修订；重大技术装

备自主化的组织协调；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工程验

收；组织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成果）鉴定、示范及推广应用；重大技

术装备首台（套）示范应用。

参与对象	

组织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工作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用户、制

造企业、工程公司、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

姓				名	 王		倩		杨铁成		

电				话	 010-88379239		13681143724

电子邮箱	 cmifwqi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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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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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科技成果转化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重大装备项目办公室）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科技成果项目评价，资本对接，成果推广应用等服务。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姓				名	 刘前军

电				话	 010-88379223	

电子邮箱	 cmif-k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科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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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内燃机等机械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等相关业务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内燃机等机械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的相关事项。

参与对象	

内燃机等机械产品相关大专院校、技术机构和生产企业

姓				名	 张京京

电				话	 13811746829	

传				真	 010-68527524

电子邮箱	 cmiflyx@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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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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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电线电缆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及相关业务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电线电缆产品生产许可证工作等相关事项。

参与对象	

地方市场监管局受理、发证和监管机构、许可证审查员、电线电缆

产品生产企业和用户

姓				名	 张京京

电				话	 13811746829	

传				真	 010-68527524

电子邮箱	 cmiflyx@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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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特种设备设计资格鉴定评审、压力管道设计人员培训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1.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单位资格鉴定评审相关工作。

2.压力管道设计人员、审批人员培训考核。

参与对象	

相关设计单位及设计审核人员

姓				名	 王凌霄

电				话	 13691504360	

传				真	 010-68527524

电子邮箱	 wlxqws@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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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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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产业集群区域品牌认定，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区域品牌认定申请，机械工业品牌培育，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质量品牌领军人物，机械工业百名工匠、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宣贯培训等。

参与对象	

行业企业、会员单位

姓				名	 王晓颖

电				话	 13901073766

电子邮箱	 1519893042@qq.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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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国质量奖推荐工作,全国质量标杆推荐、	品牌价值评价组	

	 织推荐、节能产品能效之星产品推荐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荐中国质量奖、向中国质量协会推荐质

量标杆、向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推荐品牌价值评价、向工信部推荐节能

产品能效之星产品。

参与对象	

相关企业

姓				名	 王晓颖

电				话	 13901073766

电子邮箱	 1519893042@qq.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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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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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评选推荐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每年一次

主要内容	

向中国建筑业协会推荐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工作。

参与对象	

相关企业

姓				名	 李燕霞

电				话	 13901046094

电子邮箱	 cmiflyx@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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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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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培育发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根据机械工业发展需要与技术创新新趋势，组织制定具有市场活力

的团体标准，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及其他有关标准化技术组织

姓				名	 胡珈铭

电				话	 13910391145

电子邮箱	 cmifhjmi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行业培训和技能大赛是培养行业技术人才的有效

方式，也是中国机械联推进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

工作。中国机械联从人才培养规划、人才需求调

研分析，到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和职业技能竞赛，

开战了一系列人才培育的工作。

行业培训、
技能大赛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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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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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承压设备理化检验人员、机械工业理化检验人员技术培训及	

	 能力评价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承压设备理化检验人员培训（一、二、三级），机械工业理化检验

人员技术培训（一、二、三级）能力评价工作。

参与对象	

承压设备各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机械工业各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

姓				名	 杨洁华

电				话	 13701368622

电子邮箱	 1830487205@qq.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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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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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机械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高级研修项目（自筹	

	 经费）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规         模	 每个高级研修班学员人数在50人左右

主要内容	

围绕机械行业最新技术研发及应用领域，负责高级研修项目的策划、

立项和组织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关管理岗位的人员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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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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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高级研修项目（人社部资	

	 助经费）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规         模	 每个高级研修班学员人数在60人左右

主要内容	

围绕机械行业最新技术研发及应用领域，负责高级研修项目的策划、

立项和组织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关管理岗位的人员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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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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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八届全国机械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国家级二类大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负责大赛全过程的技术组织和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院校教师和学生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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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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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	

	 键技术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类大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负责大赛全过程的技术组织和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院校教师和学生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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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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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	

	 技术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类大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负责大赛全过程的技术组织和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院校教师和学生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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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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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

能大赛（国家级一类大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负责大赛全过程的技术组织和实施等工作。

参与对象	

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院校教师和学生

姓				名	 刘加勇

电				话	 010-63519817		13240497018

电子邮箱	 jixujiaoyu4895@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行业培训、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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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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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十四五”人才培养规划编制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2020年9月份完成

主要内容	

在行业企业广泛调研基础上，编制机械工业“十四五”人才培养规

划。

参与对象	

行业协会、企业、大专院校

姓				名	 黄小东

电				话	 010-63514846		13488653257

传				真	 010-63515112

电子邮箱	 Xdhuang4957261@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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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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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途径研究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时         间	 2020年1-12月

主要内容	

以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时代背景和总体要求，聚焦产教融合型

企业的培育问题，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功能定位、

培育的影响因素、培育途径、保障措施等问题进行探究，探索产教融合

型企业培育的规律，为机械行业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提供参考。

参与对象	

行业协会、企业、大专院校

姓				名	 黄小东

电				话	 010-63514846		13488653257

传				真	 010-63515112

电子邮箱	 Xdhuang4957261@126.com

邮政编码	 1000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中国机械联教育培训部



行业培训、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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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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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检验机构管理实验室体系建立与维护咨询服务、	

	 实验室相关人员资质培训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按实验室认可、资质认定的有关准则建立体系，编制质量体系文件，

开展技术、法规相关培训，内审辅导。

参与对象	

已经或计划按照ISO/IEC17025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质检机构、实验

室等

姓				名	 裴二阳

电				话	 13910071165

电子邮箱	 cmifpeya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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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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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工信部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组织实施，机械工业计量人	

	 员培训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组织申报、立项、制修订、审批机械汽车行业计量技术规范，组织

机械工业计量人员培训。

参与对象	

机械汽车行业有关计量机构和企业

姓				名	 裴二阳

电				话	 13910071165

电子邮箱	 cmifpeya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质量工作部



开展国际及港澳台经济技术交流是推动行业技术

进步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环节。中国机械联与国

外及我国台湾建立了交流机制，定期组织相关的

交流和出访活动，开展国外及港澳台制造技术和

市场调研，并为中国机械联系统各单位提供办理

相关的外事手续的服务。

国际交流、
外事服务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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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2020年海峡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时         间	 2020年第四季度

地         点	 海南省

规         模	 100人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联与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自2004年起建立了“海峡两岸

机械工业交流会”机制，轮流在台湾和大陆共同举办海峡两岸机械工业

交流会，每年至少一次，对促进两岸机械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业、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相关单位

姓				名	 高立红		孙媛媛		王丽丽

电				话	 010-68513867		010-88379448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国际交流、外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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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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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一带一路装备制造合作对接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时         间	 2020年11月

地         点	 深圳

规         模	 50人

主要内容	

为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机遇，推进我国装备制造

“引进来”和“走出去”，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

加会议并与中国企业进行一对一项目对接。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业、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相关单位

姓				名	 高立红		孙媛媛		

电				话	 010-88379473		010-88379448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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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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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进出口关税政策调整及政策咨询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委托部门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为稳增长，针对疫情影响向政府提出机电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建议，

反映行业企业诉求，做到报送信息及时准确和保证质量。

参与对象	

行业协会、相关企业

姓				名	 高立红		周卫珺		孟庆颖

电				话	 010-68522390

传				真	 010-68513867

电子邮箱	 cmifzhwju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国际交流、外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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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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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2021年度）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委托部门	 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专家司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围绕行业转型升级和重大专项等需求引进国外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

参与对象	

行业协会、相关企业

姓				名	 高立红		周卫珺		

电				话	 010-68522390

传				真	 010-68513867

电子邮箱	 cmifzhwju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国际合作部



从综合会刊《中国机电工业》到《机械工业纵览》、

《机械工业财务与审计》、专家委《情况反映》、

行业标准及行业经济运行和统计信息，中国机械

联可提供 10 余种行业资讯和出版物，为行业、

会员及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和参考服务。

出版物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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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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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电工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全年

费         用	 订阅杂志360元/年，刊登广告给予特别优惠，

	 会员及政府部门免费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联会刊，根植于中国机电、汽车行业，在行业主管部门和

企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引入新锐财经媒体的理

念和手法，致力于为行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士提供一流的商业故事和见

解，目前已成为中国机电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端商业杂志。

发行范围	

机电汽车行业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行业管理部门、各

级行业协会的管理者、所有会员单位、行业企事业单位、研究院所、大

专院校、政府部门及业内读者

姓				名	 高玉龙

电				话	 010-68580325		18611999546

电子邮箱	 gaoyulong@cmeif.com.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

	 《中国机电工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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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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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纵览》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时         间	 2020年全年

费         用	 免费

主要内容	

政策信息、中国机械联动态、会员之窗、行业观察。

发行范围	

中国机械联会员单位、政府有关部门、兄弟协会

姓				名	 王守见

电				话	 13520187211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wsj1999@163.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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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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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联专家委内部《情况反映》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规         模	 每期发行120份

费         用	 免费

主要内容	

对中国机械联专家委会商会所形成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汇总，编辑

发行《情况反映》刊物。

发行范围	

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委，专

家委主任、副主任、资深委员、特邀委员、委员，中国机械联领导、秘

书长、副秘书长，中国机械联总部各部门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72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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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行业标准、中国机械联团体标准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费         用	 按出版价格

主要内容	

代购或洽购机械工业行业标准、中国机械联团体标准文本，并提供

咨询服务。

发行范围	

机械行业协会、企业及相关科研、设计、勘察单位

姓				名	 胡珈铭

电				话	 13910391145

电子邮箱	 cmifhjmi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标准工作部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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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机械工业财务与审计》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资产财务部（审计工作部）

时         间	 双月刊，单月10日前

费         用	 免费

网         站	 机械工业财务审计网（www.cmifzc.org.cn）

主要内容	

交流财务审计信息，刊载最新财经法规。

发行范围	

免费赠阅会员单位和代管单位

姓				名	 王丹心

电				话	 13810470826

电子邮箱	 cmifwdx@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资产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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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信息资料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月度、年度

主要内容	

《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与市场分析》（月刊）

《机械工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月度分析报告》

发行范围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会员单位订购享受优惠）

姓				名	 万道濮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会员综合服务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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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器人工作部（联盟秘书处）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由积极投身于机器人事业，从事机器人产业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应用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用

户单位及其他相关机构自愿组成。联盟积极搭建产、学、研、用的平台，

促进机器人产业与各行业领域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机器人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水平。同时，开展包括产业研究、行业交流、统计、标准、国际

合作、进出口、展览等在内的各项工作，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

参与对象	

机械及机器人相关企业

姓				名	 雷		蕾

电				话	 010-88379577		1580138692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器人工作部



会员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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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服务会员单位，发展新会员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联系服务各会员单位，反映会员诉求；接纳新申请单位入会相关工

作。

参与对象	

各会员单位、从事和服务于装备制造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科研设计

机构、大专院校、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等

姓				名	 马		静		边		啸

电				话	 010-88379396		010-68533692

传				真	 010-68533692

电子邮箱	 cmif-zl@mei.net.cn		renshi@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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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联会员单位微信群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为会员单位搭建信息交流及宣传平台，会员单位能够在微信群中接

收中国机械联工作动态、了解行业最新消息，还能够面向全行业对单位

自身品牌进行宣传推广。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

姓				名	 马		静		边		啸

电				话	 010-88379396		010-68533692

传				真	 010-68533692

电子邮箱	 cmif-zl@mei.net.cn		renshi@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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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联会员服务专区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人事与会员服务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1）每日提供农机、工程、仪表、石化通用、重矿、机床、电工、

基础件、食包、汽车、内燃机、文办等行业的最新资讯。可每日通过

E-mail订制接收；

2）提供中国机械联最新动态及各专业协会、地方协会、中国机械

联会员单位的工作情况；

3）网上交流专区为中国机械联会员单位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

4）会员单位可以快速、方便地发布供求信息和企业黄页。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

姓				名	 杨		波		马		静

电				话	 010-88379396		13661391330

传				真	 010-68533692

电子邮箱	 yangbo@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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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邮件群发、短信群发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可根据需要，发送重要通知、事件提醒、节日祝贺等内容，方便快捷。

1）邮件群发：采用多种邮件发送机制，跟进最新的反垃圾过滤规

则，邮件发送成功率高；

2）短信群发：使用简单，发送速度快，成功率高。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杨		波	

电				话	 13661391330

电子邮箱	 yangbo@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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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网络广告、网络宣传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利用中国机经网浏览量和行业影响力，突出机械行业的自身特点，

帮助行业领军企业做好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使企业的品牌得到最广泛

的口碑传递。

中国机经网将提出量体裁衣的广告服务思路，为用户提供售前、售

中、售后广告服务，向客户提供优惠的广告套餐，力争使客户的网络营

销达到既定的宣传和盈利目标。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付北建		

电				话	 13681015131

电子邮箱	 fubeiji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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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网络平台建设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中国机经网依托多年网络平台建设经验，结合自身长期服务于机械

行业的特点，致力于为机械行业客户提供符合行业和自身特点的网络平

台建设解决方案。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协（学）会

姓				名	 付北建	

电				话	 13681015131

电子邮箱	 fubeijian@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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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网络视频、文字直播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中国机经网拥有先进的技术、专业的设备以及丰富的经验，可利用

互联网平台，以视频、文字、图片的形式，实时将会议、展览、产品发

布、对话访谈、在线培训等内容发布到互联网上，具有直观、快速、表

现形式好、内容丰富、交互性强、不受地域限制等特点。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协会

姓				名	 杨		波	

电				话	 13661391330

电子邮箱	 yangbo@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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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企业黄页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充分利用机经网巨大的浏览量及强大的技术实力，让用户更方便地

浏览、查询机械行业企业信息。企业也可以在线即时发布商机，创建在

线信息展示平台。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杨		波	

电				话	 13661391330

电子邮箱	 yangbo@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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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行业通讯员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中国机经网建立了遍布整个机械行业的通讯员队伍，可以更好地在

机经网深入、广泛地宣传报道机械企业的崭新面貌，弘扬企业文化，推

进行业信息交流工作的深入开展。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协会

姓				名	 杨		波	

电				话	 13661391330

电子邮箱	 yangbo@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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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联（官网）会员服务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中国机经网）

时         间	 2020年全年

网         址	 www.mei.net.cn

主要内容	

中国机经网（www.mei.net.cn）作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官方

网站，是提供机械行业信息采集、数据分析、行业报告和发布的重要平

台。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专家资源优势为依托，中

国机经网专业咨询团队致力于为企业、用户和社会机构等提供行业信息

咨询服务及“一站式”会员服务。

参与对象	

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协会、科研院所、金融、政府机构等

姓				名	 王宝东

电				话	 13146084313

电子邮箱	 wangbaodo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机经网工作部



作为全国性、综合性行业社团，中国机械联具备

举办国内外综合性、专业性展会的主办单位资格。

根据行业发展需要，中国机械联每年主办、合办

各种展会、博览会数十场，涉及装备制造的各个

行业领域，并提供参展相关服务。

展会信息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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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十六届中国（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振威展览集团

时         间	 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3日

地         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规         模	 9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动力传动与控制、齿轮工业。

参与对象	

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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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二十八届中国西部（西安）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西安市人民政府

时         间	 2020年8月13日-8月16日

地         点	 西安

规         模	 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西部制博会创办于2003年，目前已成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广的工业展，是集产品展示、贸易订货、学术研究、投资洽谈和技术

合作为一体的重要行业例会，是国内外先进制造业参与西部大开发的重

要平台。

参与对象	

国内外机械制造商及采购商、国内科研院所

姓				名	 李剑峰

电				话	 15502915333

传				真	 029-88314333

电子邮箱	 837845377@qq.com

邮政编码	 71007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7号海星城市广场B座2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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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与技术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时         间	 拟定2020年9月

地         点	 北京展览馆

规         模	 1.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中国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与技术博览会(CHINA	P&E)创办于

1998年，每年一届，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亚洲最具权威的摄影器材

博览会，是世界三大国际影像展之一。

参与对象	

国内外照相机及摄影器材制造商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010-68526621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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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87届、第88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春季/秋季）

主         办	 中国机械联、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时         间	 2020年7月6日-8日（春季）、2020年10月9日-11日（秋季）

地         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自1965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十余届，每

年春季、秋季举办两次，是汇集全国大部分汽车配件生产企业与流通企

业进行产需双方贸易洽谈、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与交流的最具专业性、最

具规模的全国汽车配件行业的大型交易会。迄今为止，全国汽车配件交

易会相继在南京、南昌、青岛、哈尔滨、合肥、成都、郑州、昆明、厦

门、长沙、济南、天津、重庆、上海等地成功举办，得到了各地政府及

参展商的支持与认可。

参与对象	

国内外汽车零配件制造商等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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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海峡西岸汽车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6月24日-27日

地         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海西汽博会始创于2006年，始终秉承“两岸交流、节能环保、汽

车文化”的办展理念，经过14年的发展，已成为海西经济区内规模最大、

品质最高、影响力最深远的国家级区域性专业车展平台，也是两岸汽车

业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参与对象	

汽车生产厂家及经销商、汽车新动力系统的研发机构及生产厂家、

汽车相关产品的生产厂家和服务机构

姓				名	 邓丹丹

电				话	 18965100239

传				真	 0592-2683792

邮政编码	 361004

通讯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东黄路215号海西金融广场A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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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上海中国机械联展览有限公司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规         模	 2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工业机器人开发平

台与软件技术、工业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服务型机器人。

参与对象	

相关机器人制造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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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10月15日-17日

地         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规         模	 1.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中国国际核电装备展览会是核电领域国内两大专业展之一，是全面

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核电装备及技术发展水平的最佳平台。

参与对象	

核电装备制造商、服务商、设计与工程建设单位

姓				名	 李仕友

电				话	 13801178558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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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二十一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10月15日-20日

地         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规         模	 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1.整车：乘用车、商用车、特种车等。2.汽车零部件：发动机、传

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车身附件、电器设备、汽车

轮胎等。3.汽车附件：汽车内饰、汽车音响系统、通信导航系统、空调

系统、汽车安全系统、车载电子产品。4.汽车维修检测设备。5.汽车美

容及汽车养护用品。6.汽车相关制造设备、技术和工具等。7.其他相关

产品和服务。

参与对象	

国内外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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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十五届中国（温州）机械装备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温州市人民政府

时         间	 2020年10月9日-11日

地         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3.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机床及机床附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环保

技术与装备等。

参与对象	

国内外机械制造商及采购商、国内外科研院所

姓				名	 胡康烈

电				话	 0577-88139669

电子邮箱	 cwmee@cwmee.com

邮政编码	 325003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3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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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十六届中国（佛山）机械装备展览会

	 <第十八届中国（陈村）机床及橡塑设备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佛山市政府

时         间	 2020年10月21日-24日

地         点	 佛山市陈村顺联机械城

规         模	 2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佛山机械展是佛山最大的机械类展览，其承办方顺联机械城，是佛

山最大、广东知名的机械设备交易市场。因此佛山机械展具有展品适用

性强、门类齐全、人气旺盛的特点。

参与对象	

国内外机械装备制造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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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二十届中国（长安）国际机械五金模具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10月23日-26日

地         点	 长安

规         模	 6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东莞长安是我国重要的模具产业集群地，被誉为“中国机械五金模

具名镇”。长安机械五金模具展依托产业集群优势，打造南中国五金模

具及机械设备交易平台，得到行业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参与。

参与对象	

国内外客商、专业采购团、相关企业代表和新闻媒体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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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主         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	

	 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上海市政府

时         间	 2020年9月15日-19日

地         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规         模	 1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中国工博会自1999年创办以来，历经二十年发展创新，通过市场化、

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运作，已发展成为通过UFI认证、中国装备制

造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工业品牌展，是我国工业领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

要窗口和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参与对象	

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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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海峡两岸机械产业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11月8日-10日

地         点	 龙岩市展览中心

规         模	 2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海峡两岸机械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机械博览会”）经国家商

务部批准，每年11月在福建龙岩市举行，自2010年以来已经举办了10届。

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托龙岩市独特的产

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对台优势，机械博览会逐步成为海峡两岸投资合作、

产业对接、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

参与对象	

机械产业企业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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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18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广州市人民政府

时         间	 2020年11月

地         点	 广州

规         模	 1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中国三大车展之一，每年年底在广州举办。

参与对象	

汽车行业企事业单位

姓				名	 王荔莎		单		晓

电				话	 18611129433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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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第四届）沧州国际数控机床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

时         间	 2020年10月15日-18日

地         点	 河北沧州国际展览中心

规         模	 1.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河北沧州及周边地区是环渤海区域中重要制造业集群，民营经济发

达，制造能力强，产品覆盖面宽，市场基础良好。沧州数控机床展着力

为河北沧州乃至环渤海区域提供适用性、实用性技术装备的交流合作平

台。此项目由我会与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共同举办，首届项目即取得良

好效果，深受当地用户单位好评。

参与对象	

金属切削机床、钣金加工、激光、电火花、水切割等特种加工设备、

工具、模具、自动化设备等

姓				名	 蒋晓健

电				话	 010-68536335		18610318186

传				真	 010-68526621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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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第七届山东（潍坊）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时         间	 2020年10月23日-25日

地         点	 山东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规         模	 2.5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本项目由中国机械联与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协在山东潍坊共同举办。

潍坊市是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拥有潍柴等近百个工业知名品牌，

配套产业链十分完整，制造业基础雄厚。潍坊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贴

近用户，满足需求”为核心价值理念，开展展览组织工作，展品范围涵

盖金属切削、钣金成型、焊接、工模具等多品种加工制造装备，深受当

地企业用户好评。

参与对象	

金属切削机床、钣金加工、激光、焊接等加工设备、工具、模具、

自动化设备等

姓				名	 蒋晓健

电				话	 010-68536335		18610318186

传				真	 010-68526621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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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18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主         办	 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工程院、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国家海洋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中化集团公司、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

	 集团有限公司、国防知识产权局、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福建省

	 人民政府

时         间	 2020年6月18日-21日

地         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为破解科技资源相对较紧，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较窄的难题，从2003

年开始，福建省委省政府精心打造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简称

“6·18”）平台，开展大型科技成果交易，并常年举办对接活动，促

进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

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进一步聚焦创新要素，提升创新

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6·18”平台共征集推介科技项目成果10多

万项，促进4万多项成果在福建转化落地，带动社会投资5000多亿元。

参与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

姓				名	 单		晓

电				话	 15201649945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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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24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主         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台湾地区电

	 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

时         间	 2020年7月9日-12日

地         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9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厦门工博会（台交会）是海峡两岸工业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的品牌展会。展会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搭建集“品牌展

示—技术交流—现场定制”三位一体的高端智能制造展示平台，集中展

示当前制造业最新设备和顶尖技术，发布产业最新资讯，举办海峡两岸

经贸论坛等系列活动，为密切两岸产业合作搭建舞台空间。

参与对象	

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机床设备、橡塑工业、工模具

及功能部件、交通物流及施工设备

姓				名	 单		晓

电				话	 15201649945

传				真	 010-68526621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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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第21届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重庆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商务委员会、

	 重庆市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时         间	 2020年9月24日-27日

地         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规         模	 8万平方米

主要内容	

展会集展示、商贸、学术、投资为一体，已具有近20年的历史，是

国内外企业展示交流的专业平台

参与对象	

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机床设备、橡塑工业、工模具及功能部件、

热处理技术及工业炉、铸造压铸技术等

姓				名	 单		晓

电				话	 15201649945

传				真	 010-68526621

电子邮箱	 zhanl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8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中国机械联展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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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第二届中国（南皮）五金机电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10月29日-31日

地         点	 沧州国际会展中心

规         模	 20000平方米

主要内容	

博览会在去年首届举办的良好基础下，同时依托南皮五金机电行业

的产业优势，并邀请省内外知名企业到会参加，展览规模将超过20000平

方米，预计专业观众超过30000人以上。博览会还将同期在线上举办“一

带一路”五金机电产品采购对接会活动。

博览会将通过企业产品设备的展示、会议论坛、采购对接的形式，

展示行业内新产品、设设备、新技术。打造北方地区权威性最强、影响

力最深远、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五金机电行业品牌展会，持续推动五金机

电产业的发展搭建供需交流对接平台。

参与对象	

参展行业：汽车零部件；五金零部件；五金工具；机电产品；机械

设备；焊接设备等。

姓				名	 李洪磊

电				话	 0531-88879887

传				真	 0531-88879893

电子邮箱	 LHL0531@126.com

邮政编码	 250101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北区G座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108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2020第二届青岛国际工业博览会

主         办	 中国机械联

时         间	 2020年8月27日-30日

地         点	 青岛世界博览城

规         模	 40000平方米

主要内容	

博览会重点展示数控机床、激光及钣金加工设备、工业自动化、工

业机器人、动力传动及控制技术等高端技术装备，展示面积将超过40000

平方米，将有20余场配套会议论坛同期举办，届时将有超过35000名专业

观众到场参观及采购。

参与对象	

参展行业：	数控机床；钣金加工设备；焊接与切割设备；工业自

动化及动力传动；工业机器人；铸造机械、铸件；

姓				名	 李洪磊

电				话	 0531-88879887

传				真	 0531-88879893

电子邮箱	 LHL0531@126.com

邮政编码	 250101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北区G座



我会现有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

会、中国机械联智能制造分会、中国机械联绿

色制造分会、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四个

分支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

分支机构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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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项目名称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一届三次理事会暨会员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7月15-17日

地         点	 天津

规         模	 70人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一届三次理事会暨

会员会。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eieta@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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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慧用能与负荷管理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7月15-17日

地         点	 天津

规         模	 200人

主要内容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慧用能与负荷管理。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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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能光伏与智慧储能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150人

主要内容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能光伏与智慧储能。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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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慧冷热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150人

主要内容	

中国能源技术装备智能化发展会议--智慧冷热。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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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智慧能源技术装备十四五规划编制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主要内容	

按照中国机械联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部署，分会承担智慧能源技术

装备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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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用户侧智慧能源系统标准化体系研究项目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主要内容	

针对用户侧智慧能源系统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研究工作，为后续

用户侧智慧能源系统的标准制修订提供依据。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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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智慧能源项目拓展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时         间	 全年

主要内容	

依托中国机械联相关资源，帮助会员企业在各地区对接政府资源，

拓展并储备智慧能源系统项目，为下一步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肖亚平		蒋晓健		张		十

电				话	 010-68539535		13717855077		18610318186

传				真	 010-82194914

电子邮箱	 CMIF-show@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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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分会

项目名称	 智能制造分会一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智能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深圳

规         模	 150人

主要内容	

以会议为载体，宣传智能制造科技成果，与会员单位共同努力，开

展智能制造技术交流与科技成果展示。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刘前军		李		珊

电				话	 18911969860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imba@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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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年全国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智能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举办“2020年全国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及高等、职业、技工类院校

姓				名	 刘前军		李		珊

电				话	 18911969860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imba@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智能制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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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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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等专题研讨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智能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召开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等专题研讨会。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刘前军		李		珊

电				话	 18911969860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imba@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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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于征集2020年机械行业智能制造实施案例的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智能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6月-10月份

主要内容	

2019年分会面向会员单位开展了智能制造实施案例征集工作，形

成了案例集并评选出十大实施案例，同时在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进行了

发布，在业内引起了较大反响。为进一步推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相关技

术的落地发展，梳理会员单位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基础及智能制造实施成

效，宣传会员单位在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方面取得的成绩，发挥典型企业

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先进经验和成功模式的交流推广，分会将继续开

展机械行业智能制造实施案例（以下简称实施案例）的征集工作，经分

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审核遴选入册形成《2020年机械行业智能制造实施案

例集》，后续将评选出十大实施案例，择期进行重点发布。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刘前军		李		珊

电				话	 18911969860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imba@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智能制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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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分会

项目名称	 绿色制造分会一届三次会员大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绿色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以会议为载体，宣传绿色制造科技成果，与会员单位共同努力策划

好“2020’绿色制造技术交流与科技成果展示大会”。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温顺如		方		杰		汪晓光

电				话	 010-88379223

电子邮箱	 cmifgmba@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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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绿色制造团体标准修订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绿色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支持会员单位建立健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密切与全国绿色制造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7）的联系。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方		杰		路		璐

电				话	 010-88379223

电子邮箱	 cmifgmba@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绿色制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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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绿色制造咨询和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绿色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为会员单位和企业发展绿色设计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供

应链提供咨询服务。

参与对象	

分会会员单位

姓				名	 方		杰		汪晓光

电				话	 010-88379223

电子邮箱	 cmifgmba@126.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124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服务型制造分会

项目名称	 服务型制造分会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及理事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下半年

地         点	 待定

规         模	 待定

主要内容	

以会议为载体，宣传服务型制造有关政策，交流机械行业内服务型

制造好的经验和做法，完成分会有关工作。

参与对象	

有关部委领导、分会会员单位、分会专家委委员单位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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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十四五”服务型制造发展规划研究及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结合机械工业“十四五”服务型制造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形成系统

性研究成果，为相关部委、地方政府、企业集团等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地方政府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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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服务型制造标准研究和服务工作

负责部门	 中国服务型制造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提供机械工业服务型制造发展政策信息，承接机械企业咨询服务；

参与国家服务型制造发展相关政策制修订，收集、整理行业、企业意见建议，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业、机械行业事业单位、专业协会、地方政

府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服务型制造分会

（中国服务型制造产业创新联盟）

服务型制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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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常态化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时         间	 全年

主要内容	

建立统一有效的联络机制，针对机械工业产业链长、配套关系紧密

的特点建立对内及对外两条沟通联络渠道。发挥“国资委直管协会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协作联盟”的组织平台，形成产业上下游联动。

参与对象	

各省（市、区）机械行业协会、行办、会员单位、行业企业

姓				名	 苗建丰

电				话	 010-88379395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cmifmjfeng@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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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机械企业生产运行产生的影响

	 问卷调查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疫情期间

地         点	 全国

主要内容	

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行业内持续开展各类

专题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参与对象	

各省（市、区）机械行业协会、行办、会员单位、行业企业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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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机械行业企业生产复工复产情况跟踪调查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疫情期间

地         点	 全国

主要内容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机械行业的影响，建立部分行业复工

复产的日报、周报制度，对部分子行业情况持续跟踪。

参与对象	

各省（市、区）机械行业协会、行办、会员单位、行业企业

姓				名	 万道濮

电				话	 010-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131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回到目录

项目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会商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每月下旬

地         点	 北京

主要内容	

——会商机械企业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以及稳增长的措施等，商

讨行业协会应发挥的作用；

——机械行业经济运行会商会，一般每年4次，每季度召开一次。

——针对机械行业重点问题组织行业内专家研讨，进行专题会商。

——以会议纪要为主要内容，形成《情况反映》内部刊物。

参与对象	

中国机械联专家委员会

姓				名	 惠		明		邢		然		韩潮瀚

电				话	 13910702219		13488827462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xingran@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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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服务机械行业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时         间	 2020年全年

主要内容	

会商机械行业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等议题，商讨行业协

会应发挥的作用。提供机械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调整与产业转

移政策信息，参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制修订，收集、整理行

业、企业意见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组织编制机

械工业“十四五”规划、机械工业服务型制造发展规划，组织专家会商

研究产业转型升级。开展企业发展战略、服务型制造发展规划、企业诊

断咨询服务、专题论坛等。

参与对象	

中国机械联专家委员会委员、机械行业专业协会、部分地方专业协

会、机械行业企业、机械行业有关事业单位

姓				名	 惠		明		姚之驹

电				话	 13910702219		13693068383

电子邮箱	 huiming@cmif.org.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专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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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主题论坛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时         间	 待定

地         点	 待定

主要内容	

举办“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主题论坛，典型企业交流、

专家发言。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

姓				名	 姚之驹		万道濮

电				话	 010-88379378		88379058

传				真	 010-68513781

电子邮箱	 yaozhiju@cmif.org.cn		cmifwdp@mei.net.cn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行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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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国资委直管协会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协作联盟”协商会

负责部门	 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时         间	 根据联盟工作安排不定期召开

地         点	 北京

主要内容	

中国机械联倡导、联合钢铁、有色、石化等国资委直管协会，组建

“国资委直管协会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协作联盟”，联合发布倡议书、建

立信息交流互动、联动互动、产需对接等服务平台，努力做好防疫情、

稳增长等服务工作。

参与对象	

会员单位、机械行业企事业单位、专业协会

姓				名	 于清笈		王守见			

电				话	 13520187211

传				真	 010-68533673

电子邮箱	 wsj1999@163.com

邮政编码	 10003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中国机械联办公室



附录：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部门通讯录

部门 联系电话 部门 联系电话

办公室

010-88379390

科技工作部
（重大装备项
目办公室）

010-68533225

010-68533673
（传真）

010-88379223

010-88379391
（收发室）

010-88379239

党群工作部 010-88379395
标准工作部

010-88379387

纪检监察室 010-88379068 010-88379381

人事与会
员服务部

010-88379396

质量工作部

010-88379361

010-68533692
（传真）

010-68527524
（传真）

资产财务部 010-88379376

统计与信息工作部

010-88379058

教育培训部 010-68537882
010-68513781

（传真）

国际合作部

010-88379473
机器人工作部

010-88379560

010-68513867 010-88379577

010-68511352

展览工作部

010-88379493

010-68522390
010-68526621

（传真）

行业发展部
(专家工作部)

010-88379378

机经网工作部
（中国机经网）

010-68577044

《中国机电工
业》杂志社

010-8837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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