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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09:30-12:30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B

中文

09:00-17:30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中文

13:30-16:30 天津市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
M3-03会议室 中文

09:00-17:00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 D109

中文
英文

10:30-11:30
14:00-15:00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中文

13:00-17:00 车与轮（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B

中文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

致胜之道·让好产品会说话——中国TOP轮胎测试排行榜全球首发暨2019奚仲
奖颁奖盛典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商会、上海电子商会

汽车改装

13:30-16:00
2019汽配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A

2019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主题：聚焦国际赛事，结合高性能改装部件展示，全面呈现赛车文化、改装魅
力

主题：围绕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在法律规范、标准制定、示范区建设、政策环境
、车企动态等前沿话题展开讨论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09:30-17:00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中国公共
交通信息化推进产业联盟、中国公交信息网

09:00-11:30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第二届智慧公交创新发展“明日出行”论坛

REIFEN（轮胎）

中文
英文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终端崛起”英雄会——上海站沙龙（定向邀约）

主题：智慧公交 智能技术先行

魔方商学院 Mercedes me 时尚餐厅

德国弗戈工业传媒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09:00-17:00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中文
英文主题：全新脱口秀为改装文化爱好者解析国际前沿资讯。大型车友分享会，让

更多人了解改装并参与其中。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
乐部

中文

中文

主题：以低成本的方式，推动以碳纤维为代表的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轻
量化上的创新应用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09:00-17:00

2019 “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颁奖典礼
暨2019 “中国心”年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颁奖典礼

2019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及供应商峰会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主题：中国汽车业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中文
英文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2019（第三届）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维修与保养

中文
2019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13:00-17:00

14:00-16:30

主题：分析目标市场，分享出口经验，资源共享开拓市场

2019第二届汽车售后认证零部件发展论坛暨亚太汽车认证零部件联盟合作成
果发布会

国家会展中心
B0-01会议室 中文

主题：链接行业资源，重塑汽配市场新业态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9年同期活动总览 

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活动

汽车零部件

活动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
大酒店

缔造智造传奇——2019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主题：展现领军品牌形象、发布重大创新成果、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慧聪汽车、慧聪汽车配件汽保网

维修与保养

13:00-18:00 中文

2019长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论坛暨《2019上海及长三角汽车零部件贸易
发展报告》《上海市汽车产业竞争力报告》发布会

08:30-17:00

18:00-21:00 主题：欧美汽车后市场终端运营趋势，汽修服务门店供应链体系的核心竞争价
值

中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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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7:30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中文

11:30-17:00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中文
英文

09:00-17:00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 D109

中文
英文

13:30-17:00 上海市工商联汽车保养和维修设备商会
买家团休息区 

2.2号馆A80
中文
英文

10:30-11:30
14:00-15:00

10:00-15:5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孵化中心、同济大学科
技园、欧洲华人微电子论坛、上海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会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北03会议室（二楼）

中文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中文

10:00-11:00 广州科帝克贸易有限公司Transtec中国事业部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REIFEN（轮胎）
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变化高峰论坛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2019年12月4日 星期三

09:00-12:00

展商活动

2019年Transtec变速箱维修行业峰会

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主题：修保联动——保险理赔与维修服务的生态链接

主题：如何在中国汽车碰撞维修市场中转型升级，突围而出

国家会展中心
B0-02会议室

09: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A

2019汽车尾气治理高峰论坛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连锁工作委员会、全国工
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机动车检测维修
专业委员会主题：实施汽车检测维修IM制度，打赢蓝天保卫战

Automechanika Shanghai 
首届中外汽保商供需对接会暨新产品发布会

一马传媒、《汽车售后服务》杂志社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
B0-01会议室 中文

中国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发展峰会
中文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
M3-03会议室

09:30-17:00

2019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黄金
赞助：

主题：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连锁发展模式及维修企业技术升级之路

09:00-17:00

2019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

中文
英文

IBIS
国际车身修复行业专题研讨会（IBIS中国2019）

活动

汽车零部件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维修与保养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汽车修理
工作委员会

主题：变革 跨界 融合 
共赢——聚焦产业互联网时代汽车后市场多元化发展模式

09:30-17:00 中文
英文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B

13: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09:00-17:00

汽车改装

2019（第十二届）国际汽车技术年会暨“汽车创新技术大奖”颁奖盛典
09:00-17:00 中文

英文
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
工程学院主题：科技引领汽车未来：聚焦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未来出

行、新材料和轻量化

2019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一天） 中文
英文

09:00-17:00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
乐部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中文
英文主题：全新脱口秀为改装文化爱好者解析国际前沿资讯。大型车友分享会，让

更多人了解改装并参与其中。

09:00-17:00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

奕格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中文
英文

主题：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应用实践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09:00-17:00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主题：聚焦国际赛事，结合高性能改装部件展示，全面呈现赛车文化、改装魅
力

主题：破局而立，智达未来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第一天）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 中文

2019年橡胶工业绿色发展论坛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eBay公司13:30-16:30

2019明日出行创新技术论坛

09:30-12:00 国家会展中心
B0-01会议室

2019 eBay汽配品类采购对接会& 招商研讨会
主题：分享eBay平台汽配品类信息，整合买家采购意愿和展会资源，扶持汽
配厂家拓展线上海外市场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中文北京汇海展览有限公司
主题：探讨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的变化，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压力与机遇

悦影绘影城（上海国展店）
一号厅主题：橡胶行业绿色发展进程、节能降耗概况、新材料新技术介绍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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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巴西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中文
英文

10:00-12:00
买家团休息区 

2.2号馆A80
中文
英文

10: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
M4-03会议室 中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4: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北03会议室（二楼）

14: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南03会议室（二楼）

11:30-17:00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中文
英文

09:00-17:00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 D109

中文
英文

10:30-11:30
14:00-15:00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中文

14:00-17:00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维修与保
养》杂志社

国家会展中心
B0-02会议室

中文
英文

14:30-15:30 买家团休息区 
2.2号馆A80

中文
英文

2019年优选买家国际采购经验分享会

09:30-17:00

2019润滑油行业渠道价值重塑高峰论坛暨全国优秀经销商及品牌成长案例分
享会

元征超级远程诊断技术研讨暨新品发布会

10:00-12:00

主题：针对市场变化，润滑油经销商如何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从实战中学习解
决方案，提升效益

展商活动

09:00-12:00

09:00-17:00

汽车改装

13:00-17:00
零部件再制造国际论坛2019

维修与保养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国家会展中心 
M3-03 会议室

中文
英文

分论坛1：中国百强汽车经销商集团零配件采购对接峰会

汽车零部件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A

中文

主题：中国的零部件再制造与采购、测试解决方案与核心管理、提高对再制造
的认识和感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汽车售后服务质量监测
大数据平台（CADA云数聚）、AUTOHAUS 
CHINA《汽车经销商》

买家配对洽谈会

巴西汽车后市场情况分析及中国企业的商机

分论坛2：中国汽车后市场金融服务峰会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活动

14:00-16:00

中文
英文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13:00-17:00 主题：内外兼修 
全球布局：聚焦轮胎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轮胎出口现状，拓展海外合作商机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A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
乐部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第二天）

中文
英文主题：全新脱口秀为改装文化爱好者解析国际前沿资讯。大型车友分享会，让

更多人了解改装并参与其中。

09:00-17:00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09:00-17:00 中文
英文

奕格
主题：破局而立，智达未来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2019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二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中
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主题：车用驱动电机原理、设计、验证及电力电子技术

主题：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应用实践

中文腾飞策划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论坛区B

汽车用品

主题：聚焦国际赛事，结合高性能改装部件展示，全面呈现赛车文化、改装魅
力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

09:00-17:00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中文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

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中文
英文

REIFEN（轮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2019中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理事会
中文

2019年12月5日 星期四

“融聚链合，驭势而行”——2019中国汽车经销商供应链与金融创新峰会

主论坛：中国宏观经济及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Automechanika 全球展览会推介会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主题：Automechanika 全球海外展览会项目介绍

中机国际2020年项目推介会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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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5:00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 D109

中文
英文

10:30-11:30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中文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

汽车改装

09:00-15:00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主题：聚焦国际赛事，结合高性能改装部件展示，全面呈现赛车文化、改装魅
力

活动

2019年12月6日 星期五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维修与保养

09:00-15:00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
乐部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
室外活动区

中文
英文主题：全新脱口秀为改装文化爱好者解析国际前沿资讯。大型车友分享会，让

更多人了解改装并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