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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ES 2019

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
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与技术交流会

盛大开幕

2019年9月4日，第十五

届中国（北京）国际 工程机

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

览与技术交流会（以下简称

“BICES 2019”）在中国首

都北京隆重开幕，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苏子孟致开幕词，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宣

布此次展会盛大开幕。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子孟致开幕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宣布BICES 2019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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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owa, a continuous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Hinowa, une inspiration 
continue pour le futur.

“Looking back at what has been 
attained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 goals we have achieved, I can 
only express my satisfaction at 

the level reached by Hinowa.

We went through both exciting times 
and difficult periods, such as the last few 
years, when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it us hard,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However, we have always managed to 
overcome the harshest crises as well 
as to beat our competitors, securing 
the control of an absolutely respecta-
ble market sha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all the market seg-
ments we operate in.
This is thanks to the high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resulting from the efforts of 
our competent, passionate employees, 
who have been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our success (I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mention ‘our’ Graziano Zenari, manager 
for Italy, who prematurely passed away 
at the end of 2016).

Today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the crisis 
we faced is finally behind us and that a 
‘new’ era is about to begin.
The mood has changed, the vibe is pos-
itive and people are eager to resume 
working with the confidence and the 
passion that have always driven them. 
The latest event organised in November 
was attended by people just like them: 
entrepreneurs who excel at what they 
do and who are wise as to how and 
when to invest.

“En regardant en arrière et en voyant 
tout ce qui a été construit ces 30 
années et les objectifs que nous 
avons atteints, je ne peux qu‘être 

satisfait du niveau atteint par Hinowa.

Nous avons passé des moments exaltants 
et des périodes de difficulté, comme ça 
a été le ca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arac-
térisées par une crise qui a touché tout le 
monde, sans distinction.
Mais les crises, même les plus dures, 
nous les avons vaincues, de même que 
les concurrences, en ayant maintenant 
une part du marché - dans tous les sec-
teurs du marché dans lesquels nous opé-
rons - digne d‘un respect absolu, en Italie 
comme à l‘étranger.
Cela a été possible grâce à des produits 
d‘une qualité absolue et à une équipe forte 
et très unie sans laquelle nous n‘aurions 
jamais pu arriver jusque-là (et je saisis l‘oc-
casion pour mentionner encore notre cher 
Graziano Zenari, manager pour l‘Italie, qui 
est décédé prématurément fin 2016).

Je sens aujourd‘hui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sortir de la crise et qu‘une nouvelle 
période est sur le point de commencer.
L‘atmosphère est différente, positive, les 
personnes souhaitent recommencer à tra-
vailler avec sérénité et avec la passion qui 
les motivait.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présentes à 
l‘événement organisé au mois de novembre 
dernier étaient de ce type: des entrepre-
neurs qui savent bien effectuer leur tra-
vail et qui savent déterminer comment et 
quand investir.

HINOWA 
IS KNOWN 
FOR ITS 
DYNAMISM.
HINOWA 
EST CONNUE 
POUR SON 
DYNAMISME.

Dante Fracca (Presidente - Präsident)

A tour of Hinowa.
Tour chez Hinowa.

LIGHTLIFT 33.17 Performance IIIS, 
new and already award-winning.
LIGHTLIFT 33.17 Performance IIIS, 
tout juste sortie et deja recompensee.

Hinowa aiming higher and higher.
Hinowa vise toujours plus haut.

Platform LIGHTLIFT 13.70, the new 
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rental!
Nacelle LIGHTLIFT 1370, le 
nouveau standard pour la location 
professionnelle!

Our LITHIUM-ION platforms, 
optimized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and reliabilitiy, are a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success.
Les nacelles elevatrices avec systeme 
LITHIUM-ION, optimise en termes de 
productivite et de fiabilite, constituent 
un standard au succes international.

Very exceptional transports
– MINIDUMPER HS701 – 
Des transports vraiment 
exceptionnels
- MINI-TOMBEREAU HS701 -

A look towards the future.  /  Un regard sur l’avenir.

M A G A Z I N E

To our valued shareholders, 

Looking back, fiscal 2018 was another strong year for The 

Toro Company with notable performances by our landscape 

contractor, golf, grounds, rental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snow and ice management businesses. For the year, 

we delivered record net sales of $2.619 billion, record net 

earnings of $271.9 million or $2.50 per share, and record 

operating earnings of $373.1 million.   

Throughout the year, we continued our focus on  

creating and returning value to our shareholders. Our 

strong cash flow and balance sheet enabled us to fund 

share repurchases, dividends, acquisitions and other 

strategic investments.  

For fiscal 2018, we delivered just over $245 million to 

shareholders through the repurchase of approximately $160 

million of common stock and the payment of approximately 

$85 million in dividends. Additionally, in December 2018,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ncreased the quarterly dividend by 12.5 

percent to $0.225 per share, and authorized the repurchase 

of an additional 5 million shares of Toro’s common stock.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strategic acquisitions to grow our 

business and product o�erings, we acquired L.T. Rich 

Product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professional zero-turn 

spreader/sprayers, aerators and snow and ice management 

equipment. Known for its industry-leading line of Z-Spray™ 

zero-turn, stand-on spreader/sprayers for landscape and 

grounds professionals, these innovative products have been 

an exciting addition to our lineup and help build upon many 

of our core strengths valued by professional contractors.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accelerate our innovation and 

service o�ering to customers, we also made a strategic 

equity investment in GreenSight, a leader in automated 

drone sensing technologies for turfgrass and agricultural-

focused businesses. As a customer-first organization, we 

work to solve the business challenges of our customers. 

For our golf customers, helping superintendents better 

manage their resource inputs, like water and fertilizer, and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are key drivers for success. With 

GreenSight’s proprietary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rmal 

mapping and detection analytics, we can further help golf 

course professionals improve turf health with less labor.    

Global Markets

True to our values, we continued to invest in and benefit 

from innovation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we are honored to have helped support several world-class 

sporting venues that hosted premier events this past year. 

This included the Old Course at St Andrews and Carnoustie 

Golf Club in Scotland, The Wentworth Club in England, 

Shoal Creek Club in Alabama, The Broadmoor Golf Club in 

Colorado, Shinnecock Hills Golf Club in New York, several 

World Cup stadiums across Russia, and U.S. Bank Stadium 

in Minneapolis – among many others. 

Richard M. Olson,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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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4日，在北京BICES展

会期间，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精密机

械机器人公司精密机械事业中心中心

长嶋村英彦在川崎展台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零部件企

业，川崎已驰名全球工程机械市场，为

何会选择进军中国市场？又是如何定

义中国业务在全球拓展中的作用？

嶋村英彦：敝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要追

溯到2000年初，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生

产国产挖掘机的黎明时期展望中国工

程机械市场的发展，比竞争对手其他

公司率先积极开展中国市场，KPM品

牌浸入了中国，并计划扩大事业规模。

川崎，继续深入中国市场

另外，这也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

展，提高技术贡献绵薄之力。从结果来

看，在中国生产的大部分中大型挖掘

机几乎全部采用了本公司的液压件，同

时，在中国市场销售总数量的一半以上

为中国厂家所生产。

本公司认识到中国市场今后仍将

继续发展，作为本公司最重要的销售

区域之一，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本公司

品牌及本公司的产品展示，为广大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中国厂家共同实

现持续增长和发展。

：川崎进军中国市场的优势有

哪些？

嶋村英彦：本公司的优势在于认真听

取中国客户的要求，开发出符合市场的

优良液压件和液压系统。其结果，我

们的液压设备具有高性能、低噪音、节

能、长寿、高操作性的特点，荣获了中

国客户的好评以及广泛采用。我们也

参与客户主机的开发评估，交换了意

见，以高技术共同开发出良好的产品。

这种贴近顾客的理念不仅仅是产品和

技术，也是优势之一。另外，本公司针

对中国市场设立了全面的支持体制。在

销售、生产、供应、技术、品质及售后

服务等全面对应，满足客户的需求。

：2019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

延续了去年的快速增长趋势，但同时

也带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川崎如何

看待中国市场当下的发展？又将如何

参与其中？

嶋村英彦：比如，以挖掘机为例，

中国本地厂家生产台数已经占中国销

售总台数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本地厂

家的技术力量和产品开发力飞跃提高

的见证，我认为今后，各本地厂家之间

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据推测，在这

场竞争中失败的厂家将被淘汰，只有获

胜的厂家才能幸存下来，幸存的厂家将

进一步加快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

高，将来将与日欧美的全球企业并驾齐

驱。这不仅适用于制造建机主机的厂

家，也适用于生产液压件厂家，近年来

中国地区的液压件厂家的发展将非常

惊人，预计今后还会加速。

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司必须开发出

中国本地液压件厂家无法追赶上的先

进、创新的机器和系统，这些产品必须

要有吸引中国主机厂家无论如何也想使

用的魅力。此外，本公司将加强上述的

全面支持体制，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

：相比海外市场，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用户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化，川

崎将如何调整产品及服务方式，以更

快更好适合本地用户，加速其在中国

市场的拓展？

嶋村英彦：现在，作为销售子公司的川

崎精密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生产

子公司的川崎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

司和川崎春晖精密机械(浙江)有限公

司的3个基地向中国顾客·市场提供产

品和服务

本公司着眼近期的需求增加以及

今后的发展前景，从2018年下半年开

始在川崎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开

始生产挖掘机专用控制阀。在中国的

工厂生产控制阀对本公司来说是第一

次，现正面向中国的挖掘机厂家努力

供货。同时，同年，在作为主工厂的日

本西神户工厂近郊重新规划了相当于

操作挖掘机的接口---先导阀的生产

据点，提高了生产能力。

：川崎如何看待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核心配套体系领域的竞争？怎么看

待中国企业的发展？未来，川崎如何

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激烈的竞

争中，川崎如何一直保持领先？

嶋村英彦：确实竞争企业的兴起是威

胁,不过，我们一直在踏实推进着本公

司的优势：根据顾客需求的产品开发，

持续对顾客的全面支持，希望能得到

更多客户的高度信赖。

：“创新”是企业保持活力的永

恒话题，川崎能够数十载保持行业领

先，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这一领域是

怎样做的？

嶋村英彦：本公司各事业部都拥有相

对应的技术开发部门，在具有高度技

术专业知识的团队支持下开发先进的

液压技术和系统。据此，最近在工程机

械行业加速发展的AI（人工智能）、IoT

（物联网）、ICT（信息通信技术）的半

自动驾驶、远程操作的无人驾驶技术、

环保的混合动力以及有关电动驱动的

工程机械等的研发也能对应。

此外，本公司还致力于液压与机

器人融合的协同产品的开发，两者的

融合很有可能在将来开拓新的市场。

比如，本公司机器人部门正在开发的人

类机器人，通过应用本公司的油压技

术可以使构造小型化，在动作方面瞬间

性地提高力量，提高速度，也可以在一

定程度的负重下逃跑。

：截至目前，川崎是否有针对中

国市场研发的产品或者开发计划？

嶋村英彦：如上所述，本公司始终根据

中国客户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开发并

提供先进的液压设备系统。以后我们

也会不忘初心，全公司团结一致，为中

国的经济发展、工程机械行业的进一

步发展，努力成为中国人民更加信赖、

更加需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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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重工推出全球首台双臂混凝土湿喷机

“好工程，用小松”——小松21款产品亮
相2019年北京BICES展会

2019年9月4日，在2019 BICES

展会上，铁建重工全球首台双臂混凝

土湿喷机亮相。该设备可用于铁路、

公路等隧道支护作业，最大喷射速度

达到每小时50立方米。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特种装备研究

设计院副院长刘金书介绍，国外研制

单臂湿喷机起步早，产品功能配置比

较完善，但 结构比 较复杂，使用成 本

2019年BICES展会上，小松携

21款经典产品亮相展会。

2 1 款 产品中 包 括 2 款 智 能 建 机

产 品 —— 小 松 的 D 6 1 PX i -2 3 智 能

推土机和PC200i-10智能挖掘机；

此 次 北 京 展 会 是 这 2 款 产品 的 中 国

首秀。智能产品外，小松 还现 场展示

了一 系 列 经 典 产品 和 其他 新 产品，

其中包括PC18MR-3、PC70-8、

PC110-8M0、PC215HD-10M0、

P C 3 9 0 LC - 8 M 0、P C 5 0 0 LC -

1 0 M 0 从 小 到 大 6 款 全 新 系 列 挖 掘

机。当天，小 松 还 针对PC 5 0 0 LC-

10M0新产品，举行了发布会。

新 款 主 机 产 品 外，小 松 高 端 二

手 机 、整 备 车 也 首 次 参 展，其 中 包

括PC200-8M0、PC220-8M0、

PC240LC-8、PC240LC-8M0、

PC270-8M0、PC300-8M0等6款

设备。

随着2 1款 产品更 广泛 地 推向市

2019年9月4日，在BICES 2019

展会上，柳工国内外客户带来了一场

“饕餮”盛宴，展示了一系列“尖刀”产

品。响应绿色环保号召，柳工此次展示

的产品，主要以国四产品为主。

本届展会，柳工在4759平方米的

展场上展出了36台设备，共13类产品，

包括最新研发的纯电动化设备856H-

EV装载机、两台纯电动挖掘机906E-

EV和922F-EV；5G智能遥控装载机

856H；还有基于波兰Dressta TD15

和柳工B160基础之上，由中国、波兰、

英国三地知名专家联合研发的柳工首

款D系列推土机170D；以及荣获2019

柳工推出全新一代F系列挖掘机，纯电动
化856H-EV装载机、纯电动906E-
EV和922F-EV挖掘机，5G智能遥控
856H装载机

年 德国红 点 产品设 计 奖 4180D平地

机；更有在此次展会上首次发布的柳

工全新一代F系列挖掘机，全面展示柳

工在新技术、智能化等发展下的进步，

充分呼应本届BICES 2019“智联天

下·绿绘未来”的主题。为客户带去一

个更强、更快、更精准，效率更高，综

合成本更优的新能源“生态系统”。

“猛志固常在”是柳工参与此次

展会的主题，全面体现了柳工的刚毅、

不屈不饶、敢于挑战的精神，正是这样

一种精神的存在，柳工一路走来，从西

南一隅走向全国，傲立全球，成为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中靓丽的一抹柳工色。

柳工董事长曾光安致辞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致辞

场，小松必将为用户带来更不同凡响

的价值和体验。

展台上，由来自小松（中国）产品

技术发展中心的PC70-8、PC130-

8 M 0 、P C 2 0 0 - 8 M 0 、P C 2 1 5 -

10M0、PC360-8M0 5台小松液压

挖掘机和WA380Z-6、WA470-6 2

台小松轮式装载机，表演了精心编排

的节目。

小松展台上，还开设了小松在华

事业 发 展 历 程、未 来科 技、“一 带 一

路”、小松康查士、零部件与服务、小

松矿山机械等展示区域。

高；国内企业 后发追 赶，已成 功研制

出单臂湿喷机，技术水平相对成熟，但

双臂湿喷机的研发在全球尚属首次。

在 设 计上，这 款 双 臂 混 凝 土 湿

喷机在行业内首次采用双泵送、双臂

架、双添加剂泵结构，两个喷射臂可

同时作业，大幅提高了喷射效率，缩

短了因设备故障和堵管造成的整机停

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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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工精装亮相北京展，红色情爱心在
线行动正式启动

临工重机亮相2019 BICES展会，红色涂
装高空作业设备成亮点

2019年9月4日，BICES 2019

展会，山东临工携旗下装载机、挖掘

机 、道 路 机 械、矿 用 车 等 12 款 产 品

重 磅 亮 相，并 在 展 会 首日隆 重 举 行

2019山东临工“红色情”精准扶贫行

动颁奖盛典。

现 场 ，山 东 临 工“ 装 挖 路 运

平 ”等 成 套 设 备 震 撼 登 场 。其 中

包 括 L9 5 5 FC、L9 6 8 F、L975 F、

LFT30装载机，ER616F、E655F、

E6225F、E6500F挖掘机，B877F

挖 掘 装 载 机 ，R S 6 2 6 0 压 路 机 ，

G9290平地机，MT95H矿用车等。

2019年9月4日开幕的BICES北

京展会上，临工重机携数款高空作业

设备亮相。红色涂装的设备，成为展

会亮点。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

对山东临工“红色情”精准扶贫项目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山东临工

在社会责任和慈善公益领域为工程机

械行业探索出一条具有行业特点和行

之有效的路径，值得全行业学习借鉴，

并大力推广！”

颁 奖现 场，山东临工“红色情”

精准扶贫行动颁发了“技能扶贫贡献

奖”、“就业扶贫贡献奖”、“脱贫奋斗

奖”三大奖项，对在活动中参与技能

培训、吸纳贫困人员就业和脱贫奋斗

突出者给予了表彰和鼓励。

近年来，临工重机高空作业设备

业务快速发展，并蝉联“2019中国高

空作业设备制造商5强”。

2019年9月4日，徐工携桩工机械、

高空机械、路面机械、起重机械、混凝土

机械、挖掘机械等9大类、22款高新智

能产品，8大成套解决方案亮相。

其中包括徐工“隧 道利器”——

XZ960E水平定向钻机；GTBZ14J曲臂

式高空作业平台，徐工GTBZ26S直臂式

高空作业平台，GTJZ0607剪叉式高空

“智领高端，绿创未来”，徐工携9大类22
款高新智能产品，8大成套解决方案亮相
2019北京BICES展会

作业平台，GTJZ1212剪叉式高空作业平

台；包括GR2605平地机、RP903型天

然气摊铺机、XS263JS-LNG振动压路

机、XD135S振动压路机、XZJ5183TYH

（J C M 10 0 W）新 一 代 智 能 型 沥 青

道 路 微 波 养 护 车、X Z J 518 2 T Y H

（XLY105T）路面养护车等组成的“徐工

道路机械路面施工解决方案”。

BICES 2019 第5版



“智领时代，筑梦中国”，三一多款产品亮
相北京BICES 2019展会

卡特彼勒最新智能设备和服务亮相2019
北京BICES展会

中联重科携32款精品亮相BICES 2019

2 0 19 年 9月4日，三一以“智 领

时代，筑 梦中国”为主 题，携 多 款 国

六、智 能 化、数 字 化设 备，亮 相 北 京

BICES 2019展会。

本 次 展 会三一 带 来 了极 具创 新

的 全 新 国六 系列 泵 送 产品 和 起 重 机

产品，同时还有全新的H系列挖掘机

2019年北京BICES展会上，卡

特彼勒展出众多机械设备，其中包括

5款Cat新一代挖掘机。

展出设备的同时，卡特彼勒推出

了最新服务战略，该战略旨在帮助客

户降低总持有和运营成本，减少停机

2019年9月4日，中联重科6大类

32款产品重装亮相2019北京BICES

展会。

中联 重 科 参展 产品 涵 盖 土 方 机

械、高空作业机械、混凝土机械、工程

起重机械、基础施工机械及工业车辆。

作 为中联 重 科 战 略 布局 的 重 点

板块之一，土方机械产品本次可谓是

“重磅 亮 相”。经 过 蓄 势 培 育，中联

和桩工机械，以及刚下线的H系列压

路 机 和 三一 帕 尔 菲 格 的 登 高 车 和 随

车起重机产品。

未 来，三一将通 过数字化，国际

化的两化转型，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产

品和体验。

时间，最终提高设备使用率。

此 外 ，展 会 期 间 ，卡 特 彼 勒

推 出 其 中 国 零 售 电 商 平 台 ——

catpeijian.cn，旨在为中国客户提供

电商售后解决方案。

重科研发的新一代E-10系列挖掘机

新品将在BICES 2019闪耀登场。除

此之外，展会期间还演示了土方设备

智能施工作业，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

联重科挖掘机的高端技术和品质。

高空作业平台是中联重科重点拓

展的新领域。此次BICES 2019上，

中联重科展示了10款高空作业平台，

包括剪叉式、直臂式和曲臂式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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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没有的视角
别处没有的内容

看清市场
看到变化
看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