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上海紧固件专业展
暨第13届上海汽车紧固系统展
Fastener Expo Shanghai

全球
三大紧固件专业展，
另外两个分别是
美国拉斯维加斯展和
德国斯图加特展。

终端行业大型VIP采购商拟邀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主管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国能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紧固件采购主管  

伯曼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蔚来汽车 紧固系统高级工程师   

蔚来汽车 动力集成与测试部  紧固件技术经理  

西门子(上海)电气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部 采购工程师  

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Air Products 上海   采购经理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紧固系统研发工程师   

PSA 集团 标致雪铁龙集团    采购总监  

霍尼韦尔上海  采购经理   

瑞凯威飞机座椅（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万向钱潮(上海)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天合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紧固件工程师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松下采购（中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德尔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有限公司   动力总成系统采购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标准材料设计研究部  高级工程师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紧固件工程师  

上海民防建筑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 

艾肯（中国）厨卫有限公司 国际采购部 技术人员  

昆山埃夫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部长  

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工程师 

卡迈锡汽车紧固件(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莱克福斯电信器材(常州)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 

富士康电子工业发展(昆山)有限公司 副理 

美通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中船重工719所 工程师 

阿法拉伐(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全球采购 

上海船厂  工程师 

基恩士有限公司  采购 

采埃孚一拖（洛阳） 工程师  

博世中国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助理工程师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吉利汽车研究院  整车试验验证主管工程师  

希卓希那液压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采购及物流主管  

哈威液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民防建筑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师  

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主任 

铢量汽车系统（启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博尔曼(上海)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上海臼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科长

河南超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现代重工(上海)研发有限公司  高级研发工程师  

度库(苏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日铁住金物产(上海)有限公司  主管  

上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主管工程师 

埃帝斯工业温控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伊卡路斯(苏州)车辆系统有限公司  采购品类经理

北京航天智宇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部 

青岛中科应化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部长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杭州天人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 产机部品  

西德福液压件（上海）有限公司  供应商开发 

莱克福斯电信器材（常州）有限公司 经理 

森冈精机(南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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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业内高端品牌和

部分在华海外紧固件公司或采购办事处（排名不分先后）

部分历届参展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艾维尼尔森工业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

伍尔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伍尔特拜尔米(上海)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法思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快扣(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柏中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

柏中工业固定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雷德贺（上海）紧固件贸易有限公司

安普达(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奥科宁克紧固件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渤帆紧固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宾科汽车紧固件(昆山)有限公司

宾科精密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柏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巴拉乐五金制造(宁波)有限公司

布尔顿紧固件（中国）有限公司

杰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青山汽车紧固件(苏州)有限公司

欧拜欧（昆山）紧固件有限公司

山特维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邓肯勃贸易有限公司

凯乐金霸紧固件(太仓)有限公司

新井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

慧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喜利得(中国)有限公司

英莳精密部件(无锡)有限公司

稳砜风机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洛帝牢紧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洪塞尔紧固件(无锡)有限公司

毅结特紧固件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博尔豪夫(无锡)紧固件有限公司

万喜(天津)紧固件有限公司

德事隆紧固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磊亚(上海)紧固件有限公司 

已经成为众多全球
紧固件专业采购商的
必看展览！

创新企业的共同选择！

展品范围

2021年展商参会满意度

标准件
汽车及高强度紧固件
异形件
紧固件制造设备

2021年展商忠诚度

紧固件用原材料、模具、耗材
紧固件检测设备及测量仪器
其他

同期论坛：
全国高端紧固技术大会（汽车及轨道交通专题）
联合举办：国检紧固技术应用中心

同期活动:
上海螺丝之夜暨金螺丝奖颁奖典礼
不锈钢线材及紧固件联欢晚宴

25.46%

19.63%

17.48%

4.91%

32.52%

今年首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超过4次

12.96%

48.77%

35.49%

2.78%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达预期

华网和上搜联合举办的
上海紧固件专业展

14年来，

华网和上搜联合举办的
上海紧固件专业展

14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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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主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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