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会组团长春（汽车城）企业参观暨长白山游览活动

邀请函

07 月 26-30 日

此活动已向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申请『会员终身学习计划』
~~~~~~~~~~~~~~~~~~~~~~~~~~~~~~~~~~~~~~~~~~~~~~~~~~~~~~~~~~~~~~~~~~~~~~~~~~~~~~~~~~~~~

长春，吉林省省会、副省级市，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城市 ，东北

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之一，“一带一路”北线通道重要枢纽节点城市。中国四大

园林城市之一，被誉为“北国春城”。长春有着深厚近代城市底蕴和众多辽金、清代 、民国、伪满

洲国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

长春是著名的汽车城、电影城（长春电影制片厂）、森林城、雕塑城、科教名城（全国办学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英国《自然》杂志“中国十大科研城市”长春位列第五）和绿色食品城，

连续九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并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位列

华顿经济研究院“2016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第 22 名。2016 年被纳入“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

香港铸造业总会将组团参观企业，长春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城市，一汽大众有限公司、长春一汽

联合压铸有限公司、一汽铸造有限公司压铸厂、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模厂、一汽铸造研究所、一汽

集团 1 号门、凯斯曼东方铸造有限公司、中国力嘉集团有限公司、中誉集团。一汽集团是中央直属

国有特大型汽车生产企业，国内最大的汽车铸件生产基地之一。一汽 1953 年奠基兴建，1956 年建成

并投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1958 年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

牌高级轿车。前身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主席题写厂名。活动期间还将观光游览五彩花海，秋赏

斑斓景致，春冬来叹冰封之壮美，夏季避暑纳凉的胜地长白山著名景点。

这是一次难得的参观学习机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07 月 14 日。如有任何查询，

欢迎致电香港铸造业总会秘书处。

香港铸造业总会秘书处：

 总会国内秘书处：

联系人：何小姐（Lulu)/胡小姐(Helen)电话：0755-8469 1366/8469 1266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总会香港秘书处：

联系人：邓小姐（Beryl)/ 骆小姐（Karen) 电话：（852）2463 5388 传真：（852）2464 2298

邮箱：info@diecasting.org.hk

香港铸造业总会

2017 年 6 月 5 日

http://baike.so.com/doc/5413816-7588322.html
http://baike.so.com/doc/1184930-1253444.html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mailto:info@diecasting.org.hk


企业简介：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及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合资经营的大型轿车生产企业，是我国第一个按经济规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

一汽-大众目前拥有长春、成都、佛山三大生产基地。长春基地位于中国长春西南部，已形成年产 66 万辆的生产能力；成都基

地位于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2011 年 10 月 13 日正式建成投产，设计产能 35 万辆，并达到了每分钟生产一辆轿车的能力。佛山

生产基地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于 2013 年 8 月建成投产，首期产能将达到 30万辆。

长春一汽联合压铸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联合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FU 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0月，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美国 MP 国际公司共同创建的

合资企业。CFU 公司的主导产品为铝合金压铸件，是一汽集团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铝合金压铸件的生产基地。

CFU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装备及生产工艺，具有从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引进的各种大型压铸机共八台，可生产各种牌号的、

复杂的压铸件。CFU 公司在满足一汽集团公司产品需求的基础上，还为一汽——大众公司、MOTOROLA 公司、哈尔滨东安动力有限公司

等国内知名企业提供配套产品。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CFU 又引进数台数控加工中心，具备相当规模的加工能力。具有完备的生产过

程检测阵地，拥有直读光谱仪、X 光探伤机、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三坐标测量仪、电子金相显微镜等一批检测设备，为控制产

品质量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压铸厂：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压铸厂成立于 2011 年，是一汽铸造有限公司下属的以经营铝镁合金压铸汽车零部件为主的现代化专业厂，坐落

于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轴齿工业园区 C区。工厂占地面积 4.3 万平方米，投资 5.3 亿元，拥有大中型压铸机 15台。主要原材料供

应采用先进的铝液直供技术，压铸过程采用抽真空局部挤压技术，年生产能力达 1.4 万吨。现生产主要产品有：一汽大众公司乘用车

EA211 系列 1.6L、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缸体，1.4L 涡轮增加发动机缸体，1.4L 混合动力发动机缸体，其中 1.5L 缸体为全球独家供应

商；一汽解放公司重型卡车 12TA 系列变速箱壳体；一汽轿车公司变速箱壳体及发动机周边产品等十余种铝合金压铸件；以采埃孚天合

公司方向盘骨架为主的镁合金压铸件。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模具厂：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模具设备厂是一汽集团以铸造模具设计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厂，是集团公司产品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铸造模具设备厂前身是有色修铸车间、模型车间（有色修铸车间始建于 1953年，模型车间始建于 1954年），后与铸工一车间合

并成立铸造分厂。1970年，从铸造分厂分出，成立铸模分厂。1983年，更名为铸模厂。工厂主导产品为各种砂型铸造模具、压铸模

具、重力浇注模具、热锻模具、熔模铸造模具、消失模模具、方向盘发泡模具，同时制造铸造自动线的砂箱、小车、型板框。

一汽铸造研究所:

铸造研究所依托一汽铸造有限公司，主要承担汽车铸件等各类产品的开发、试制、尤其在缸体、缸盖等复杂汽车铸件的开发及快

速试制方面拥有成功经验和技术优势。铸造研究所拥有各类铸铁、铝、镁材料和工艺技术，计算机仿真、辅助材料和快速原型技术，

拥有中试基地及检测中心，可提供新产品开发及试制，铸件和铸造原辅材料检测，同时为国内铸造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一汽集团 1 号门:

一汽集团 1号门于吉林省长春市，前身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主席题写厂名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年奠基兴建，1956年

建成并投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下线。1958年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一汽的建成，

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一九五三年，毛泽东为即将兴建的第一汽车厂亲笔题写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三个大

字。同年七月十五日，在奠基仪式上，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和国家工业部部长黄敬亲手将刻在汉白玉上的题词埋置在建设

工地的中心广场上。

凯世曼东方铸造有限公司：

“凯世曼东方铸造长春有限公司”是原来“长春东方有色压铸有限公司”于 2008.04与德国“凯世曼公司”合资成立。公司有

18年的历史，是专门生产轿车铝合金铸件的专业厂家。

中国力嘉集团有限公司：

力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月，公司下属子公司为：长春力嘉标准件有限公司、长春力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春云嘉

贸易有限公司和长春瑞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2 年 9 月，公司在长春朝阳工业园区购置建设用地 14 余万平米；新生产基地一期工

程已投入使用，投资 2.8 亿元。

公司是一汽集团在东北地区指定的汽车部件试制基地和生产企业之一，专业为天津一汽天津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燃机分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康明斯公司、上汽集团、株洲欧格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天津雷沃动力等公司提供发动机、变速器等配套铝压铸件生产、加工。

中誉集团：

长春中誉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7日由中誉齿轮有限公司和中誉有色铸造有限公司组成，公司总部位于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兴北

路（卡伦工业北区），占地面积近 18 万平方米，一期厂房面积 5.16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近 2亿元人民币。公司是集产品设计、开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规模型以上机械加工、有色金属铸造企业。2010 年公司顺利通过 TS16949:2002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国际

著名汽车零部件商和国内著名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合作伙伴，现有 300 多台套各种先进生产设备，其中数控加工中心、3000 吨铸造设备

在东北处于领先水平，公司实验室检测设备和检测仪器，在行业内处于先进行列。



《行 程 安 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07 月 26 日

08:30 深圳机场 T3 候机楼 G 岛 6号门 集合

09:00-10:0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10:40-15:20 乘坐深航 ZH9643 航班 深圳—长春

15:40-18:00 游览伪满八大部景点、文化广场

18:00-19:00
乘车前往长春花园酒店(四星级）入住手续

地址：绿园区创业大街 1447 号

19:30 晚餐

21:00 入住酒店休息

07 月 27 日

07:30-08:30 Morning call

08:30-09:30 早餐、参观一汽大众有限公司

09:30-10:30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长春一汽铸造联合压铸厂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东风大街 149-1 号

10:30-11:15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一汽铸造有限公司压铸厂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东风大街 149-1 号

11:30-13:00 午餐

13:00-14:00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模具厂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 33 号路

14:00-15:10
参观一汽铸造研究所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汽车产业开发区安庆路 5 号

15:30-16:00
乘坐大巴前往一汽集团 1 号门参观

地址：东风大街

19:00 晚餐

21:00 乘坐大巴入住长春花园酒店(四星级）酒店休息

07 月 28 日

07:30 Morning call

08:30-09:00 早餐

09:00-11:30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东方凯世曼铸造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中山大街 5555 号

11:30-12:00 午餐

12:00-14:00
参观力嘉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硅谷大街 7999 号

14:00-17:00
乘坐大巴前往参观中誉集团

地址：长春市九台区兴北路附近

17:30-20:00 晚餐

20:30 乘坐大巴入住长春国贸(四星级）酒店休息



《行 程 安 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07 月 29 日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

08:30-09:10 乘坐大巴前往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09:10-09:4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09:50-10:40 乘坐海航 HU7465 航班 长春-长白山

11:00-13:00 乘坐大巴前往【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景点

13:00-18:30

游览【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景点长白山

风景区：【长白山天池】、【长白瀑布】、【聚龙温泉群】、【小天池】、【药

王庙】、【绿源潭景区】

18:30-20:30 晚餐

21:00 乘坐大巴前往入住二道山江酒店酒(四星级）店休息

07 月 30 日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

08:30-10:30 乘坐大巴前往长白山机场

10:30-11:3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12:15-12:55 乘坐海航 HU7466 航班 长白山-长春

13:00-14:00 自由活动

15:50-16:5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16:40-21:100 乘坐深航 ZH9644 航班 长春-深圳



总会组团参观长春企业暨游览观光活动

「报名表」

单位名称* 是否会员* 是□ 否□

单位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邮箱* 电话*

网址* 传真*

参会代表*

共 人参会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团费：RMB7860 元/人或 HK$8900 元/人

费用包括：往返机票、住宿费、餐费、交通大巴费、企业参观、资料费、旅游参观景点费用、

住 宿* □双人间 □单人间 (如需安排单人房间，需加付费用每晚/RMB200 元)

付款方式 □人民币 □港币 □现场付款 □银行转账

汇款信息

香港铸业总会公司帐号

银行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葵芳分行

银行账号:094-545654-001

收 款 人:香港铸造业总会有限公司

支票抬头：香港铸造业总会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UNDRY ASSOCIATION LIMITED

邮寄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临乐街 19号南

丰商业中心 11楼 1103 室

阁下如有查询，请致电本会秘书处:

852-3572 0752 (Karen Lok 骆小姐)

香港铸业总会国内帐号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深圳平湖支行

银行账号:1101 3538 9429 02

收款人:深圳市港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备注：请将转账单副本以传真或电邮至秘书处

阁 下 如 有 查 询 ， 请 致 电 国 内 秘 书 处 :

0755-8469 1366( 财务高杰先生)

联系方式

 总会国内秘书处：联系人：何小姐 15018720169 胡小姐 13322931691

电话：0755-8469 1366/8469 1266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总会香港秘书处：联系人：邓小姐（Beryl） 骆小姐（Karen)

电话：（852）2463 5388 传真：（852）2464 2298

邮箱：info@foundry.org.hk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mailto:info@foundry.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