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重庆高效加工部分参会名录 

 
重庆康禾盛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成都中挖机械有限公司 集团常务副总 

重庆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 技术员 

重庆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 技术员 

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 

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铸机室 

重庆越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伟世通汽车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重庆通盛建设工业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重庆通盛建设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室主任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光能集团公司 技术部 

重庆光能集团公司 技术部 

延锋伟世通（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延锋伟世通（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室主任 

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室主任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电气主管工程师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科科长 

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工程师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凯瑞车辆传动制造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凯瑞车辆传动制造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长安跨域商用车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副主任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工艺主管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副主任 

重庆众青齿轮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众青齿轮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中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模具制造主管 

重庆中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主管 

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 

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重庆帅邦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 

重庆帅邦机械有限公司 摩机事业部部长 

重庆超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重庆超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师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永友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庆永友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经理 

重庆庆铃模具有限公司 现场技术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主管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重庆斯博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庆渝江新高模具有限公司 CAM 工程师 

重庆渝江新高模具有限公司 CAM 工程师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 设备部部长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 电气工程师 

重庆佳禾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总师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格莱锐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经理 

鴻富錦精密電子(重慶)有限公司 課長 

鴻富錦精密電子(重慶)有限公司 課長 

潍柴（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潍柴（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装技术员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技术员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任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苹果公司 模具工程师 

苹果公司 模具工程师 

重庆全润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贝卡尔特（重庆）钢帘线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经理 

贝卡尔特（重庆）钢帘线有限公司 工程师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STA（冲压模具专家）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STA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经理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重庆博奥镁铝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机加主管 

重庆博奥镁铝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资深机加工程师 

重庆长安离合器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部部长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经理 
重庆市久满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重庆市久满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设备科长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主管设计工程师 

四川长虹工程技术中心 材料工程师 

重庆睿格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采购 

重庆睿格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总监 

重庆力劲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庆力劲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部门经理 

重庆普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重庆世华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庆世华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研高工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  副理 

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  课长 

四川成工富创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四川成工富创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经理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区域总经理 

宝利根成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汽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部长 

 重庆汽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重庆汽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重庆光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技术部部长 

 重庆光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部部长 

重庆凯罗尔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总工 

重庆凯罗尔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副总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信息化处   处长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机加工程师 

重庆华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开发部部长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副总监 

重庆四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四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大江智防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大江智防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所长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技术总工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总经理 

联伟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联伟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联伟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生管部经理 

重庆渝博而模具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经理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主管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副科长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检测工装工程师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部大数据管理 

重庆川仪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技术部副部长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工艺组长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赣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赣州）有限公司 应用技术经理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赣州）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重庆渝江岚峰动力压铸有限公司 生产部长 

重庆渝江岚峰动力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重庆天津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重庆天津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资深主管/高级工程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处长/高级工程师 

重庆力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品技部长 

重庆两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兼总工程师 

重庆两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部长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技术中心主任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部部长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富士康科技集團 专理 

富士康科技集團 课长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重庆锦匠兴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 

重庆九源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庆九源机械有限公司 工艺部长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西南区首席代表 

重庆虎溪电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重庆延锋安道拓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自动化设计经理 

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 厂长 

重庆兴业机械厂 厂长 

重庆兴业机械厂 副厂长 

 

https://gongshang.mingluji.com/chongqing/name/%E9%87%8D%E5%BA%86%E9%94%A6%E5%8C%A0%E5%85%B4%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