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3号会议室

（二楼13/15号馆间）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10:00

10:30

11:30

12: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5号会议室

（二楼5/7号馆间）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10:35

11:05

11:35

12: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9号会议室

（二楼9/11号馆间）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3号会议室

（二楼13/15号馆间）
语言 中文

10:30-17:00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2年同期活动详情

题目 讲者

2022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ors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2022中国汽车服务门店数字化发展高峰论坛 o

09:30-12:302023年2月15日

彬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一马传媒
只懂车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洪耿戈，盈辉优配创始人

题目 讲者

主办方及协会领导致辞

汽服门店数字化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腾讯在汽车出行服务的战略规划

数字化技术如何助力汽服门店盈利提升？

主办方及特邀嘉宾

罗少泽，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服务行业联合会会长

腾讯出行负责人

倪晓远，掌上车店创始人

未来汽车E-E架构的探讨

汽车服务门店销服一体化模式发展新机遇

嘉宾致辞

氢在汽车行业的发展潜力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核心零部件的开发与应用

FUCHS BluEV-面向新能源汽车的高性能润滑及热管

理解决方案

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发展研究

车载高速连接器方案与标准

自动驾驶开发到量产的创新和挑战

面向未来的先进智能化整车线束设计平台

城市工况的NGP辅助驾驶功能实现

慧聪汽车2022年度汽车后市场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o

慧聪汽车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题目 讲者

2023年2月15日 13:00-17:00

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Michael Redhead，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绿色氢能专家

李章春，森萨塔科技高级经理

任东文,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车用润滑油研发总监

张翔，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与工商管理MBA导

师

胡天宇，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数据连接器产品经理

Jens Kotte，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豫赣，图研（上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徐汇文，小鹏汽车自动驾驶中心产品经理

2022中国汽车零部件品牌渠道数字化发展高峰论坛 
o

彬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13:00-17:30

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汽车后市场优质项目产品分享

年度汽车膜产业论坛

年度汽车后市场品牌论坛

2022年度汽车后市场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Christian Burkard，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智能网联汽车高

级专家

午休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6号会议室

（二楼6/8号馆间）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1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3:35

14:25

14:50

15:4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3:40

14:10

14:40

15:10

15:40

深圳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致辞 于光，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未来发展空间

整车企业售后布局及发展战略

动力电池售后业务发展模式

独立售后如何布局新能源

庄景乾，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副合伙人

13:30-16:10

13:30-16:30

2022中国（深圳）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o

商用车服务网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13:30-16:30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产业政策领导

孙晓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

沈彬，中国内燃机协会副秘书长

陈不非，浙江银轮副董事长

万明，上海亚域动力工程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Maxicharg新品发布会 o

哪吒汽车

题目

题目

待定

博世汽车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李杰，苏州艾沃意特汽车设备有限公司销售项目经理

题目

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发展论坛 
o

解读《内燃机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及传统企业转型

讲者

讲者

2023年2月15日

Maxicharge新品发布会 深圳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永福国际汽车服务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o

广东伊伟科汽车文化俱乐部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10:30-11:30

加速全球化布局，中国零部件企业机遇与挑战

新形势下，国产零部件品牌对俄出口贸易机会

2023年2月15日

讲者

传统汽保厂如何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打造创新产
品技术

主办方致辞

后疫情时代，我国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口机会

2022年中国商用车及零配件出口形势及分析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0号会议室

（二楼10/12号馆间）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00

09:30

09:40

09:50

10:10

10:30

10:50

11:10

11: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0号会议室

（二楼10/12号馆间）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3:35

13:55

14:15

14:35

14:55

15:15

15:35

15:55

09:00-11:40

题目 讲者

2023年2月15日

比亚迪：拥抱智能网联，引领产业未来

深圳市工信部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周劭阑，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汽中心领导

熊继林，中寰卫星技术中心总监车联网货车通导航助力物流高效发展

国内商用车现状及智能化发展前景 待定

主办方致辞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法规体系研究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分标委

张我弓，南京楚航科技CTO

智能网联商用车如何提升物流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中通快运大运智能运输管理（TMS）平台智慧提效

安全护航

主持人

王宁，中国电子商会会长
周劭闌，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湾区新能源产业链现状及发展趋势 刘华，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会长

自动驾驶技术在干线物流场景的应用和思路 成胜惠，智加科技销售和运营副总

2022年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交流国际论坛 
os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圆桌讨论：商用车智能化发展的潜在机遇与挑战
-商用车智能化产业链潜在合作机遇
-商用车智能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商用车落地的商业价值与发展远景

智加科技、中通快运、南京楚航科技

签到

2022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智能网联商用车发展与应用解析os

题目 讲者

结束语

主持人开场

雷达的国产化道路及未来趋势

13:30-16:35

中通快运

刘英，中国电子商会秘书长

中国电子商会
运联传媒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探索

国外智能网联汽车政策现状及趋势介绍 董倩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2年版智能网联标准体系介绍及最新标准制定进展

主持人开场并介绍嘉宾 主持人

刘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办单位致欢迎辞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2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0:00

10:30

11:00

11: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3:00

13: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4:30

15:00

15:30

16:00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讲者

乘用车电驱动系统产业链现状及发展趋势

待定

题目 讲者

2023年2月15日 08:30-18:00

题目

整车厂电子自动化升级变革

技术报告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操纵稳定性试验方向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范昌易，Vi-grade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

王文军，中汽中心盐城试验场

技术报告 A&D Technology

2023年2月15日

汽车热管理系统的创新与变革 阮丹青，浙江雷贝斯散热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中国汽车产业链新业态变化以及氢能源产业启动过程
韦嘉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
汽车俱乐部专业委员会会长

热管理系统 
o

丹尼尔•贝格，德国EAC欧亚咨询全球合伙人

14:30-16:30

13:00-14:00

题目 讲者

汽车产业供应链趋势分享

青岛轮学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汇海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线控电子 
o

技术报告

2022国际车辆与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一天） 
o

茶歇

题目 讲者

周凡利，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到

开幕致辞 卢荡，TDA秘书长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唐雄辉，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汽车事业部研发副总监

技术报告

10:00-12:00

达索中国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茶歇

午休

汽车产业供应链趋势分享 
o

待定

UniTire，吉林大学

智能调光技术和大陆后加装智能遮阳天幕 贺春波，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创新经理

待定

待定

森萨塔科技

待定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14号馆14F101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11:00

11:3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卡莱斯TPU全车改色贴膜限

时挑战大赛 （展位号
13Q97）

语言 中文

时间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优选买家俱乐部，9号馆

9A69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3 语言 中文

09:00

10:00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3号会议室

（二楼13/15号馆间）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5号会议室

（二楼5/7号馆间）
语言 中文

主题

新加坡石油——明智的选择 涂俊峰，SPC润滑油运营工程师

后疫情时代-链接行业资源，重塑汽配市场新业态

2022汽配后市场行业高峰论坛 
o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09:30-12:00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柴油机燃油系统维修分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09:00-17:00

张佳琪，UP总经理订制改装已成为4S集团的新业务发展方向

10:30-16:00

雷诺梅甘娜RS订制改装车案例分享 张佳琪，UP总经理

传祺影豹车队109车队-整车厂御用改装 车队经理

张帆，北京众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买家配对洽谈会（境内买家）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14:00-17:00

欧盟车辆举升机EN1493:2022版标准要点解读

签到

蒋宇，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碳纤改装件的发展对汽车改装市场未来的启示 易超，CMST副总经理

汽车消费的多样变化：汽车改装由个性化改装向柔性
定制生产的悄然转变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11:00-15:00

题目 讲者

4小时限时全车挑战改色贴膜大赛

汽车警用战术解析 王峰，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总经理

如何玩转赛道日 王峰，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总经理

欧盟EN1493车辆举升机新版标准要点解读 
o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09:00-12:00

讲者题目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地库改装俱乐部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5日

问答时间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柴油机燃油系统维修分会第七届三次会员大会暨第八届一次会员大会 
o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0号会议室

（二楼10/12号馆间）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30

09:45

10:15

10:45

11:15

12:00

13:30

14:00

14:30

15:10

15:30

16:00

16:2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1 语言 中文

时间

14:00

14:10

14:40

15:10

15:40

先进复材模压成形技术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应用

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规模化生产

HP-RTM 工艺电池箱生产的设备选择

题目

2022年汽车后市场整体形势分析及2023年市场预测

如何依托技术核心，破解供应链难题

主办方领导致辞

黄冬云，博世汽车独立售后大中华区副总裁

圆桌讨论：粤港澳供应链发展战略
- 粤港澳地区汽车后市场现状及特点
- 现存供应链模式亟待解决的问题
- 平台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

主持人：
付小军，聚汽网创始人 & CEO

圆桌嘉宾：
宋继斌，广东三头六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仁海，浙江快准车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立强 ，华胜集团高级副总裁、极配事业部总经理

陈宏谋，广州市一山汽配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小忠，广东菲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鑫养车帮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郎学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2022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os

曾万贵，巴图鲁创始人

主持人：待定
圆桌嘉宾：
楼广涛，上海云量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萍，顺丰产业投资负责人
黄国栋，满邦集团投融资总监
陈海峰，京东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曾海屏，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德国弗戈工业传媒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09:30-17:002023年2月16日

物流企业发言

讲者

聚汽网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跨国零部件企业的电气化和数字化业务布局

2023：增长从哪里来？ 陈海生，AC汽车联合创始人兼主编

售后市场和物流整合，产业拓展机遇及标准 李忠心，运联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

茶歇

2022（第五届）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o

圆桌讨论：零部件供应链、物流运输如何降本增效为
终端提供闭环服务
- 终端用户对于供应链及物流服务的需求点
- 目前物流服务的痛点剖析
- 供应链与物流如何协同发展解决终端需求

广东一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曦，迪芬巴赫成型事业部销售经理

何驾涛，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午休

圆桌讨论：时代新动能（战争、疫情等）对汽车产业
影响的全球视角、供应链的调整与应对
- 战争、疫情等对全球汽车市场的影响
- 全球汽车供应链由此做出的调整和应对
- 企业如何在变局中把握机遇

主持人：
王尚谦，汽车后市场供应商协会（AASA）中国区执委会主席

现场嘉宾：
Philippe Thegner，莱茵金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Jason McNeil，AutoZone全球采购、质量保证副总裁

刘宇超，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连线嘉宾：
Barry Neal，罗兰贝格高级合伙人

Steve Hughes，HCS国际总裁&首席执行官

用在交通行业的SMC及复合材料

宁树林，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汽车电动化：汽车后市场的全新舞台 丹尼尔•贝格，德国EAC欧亚咨询全球合伙人

题目 讲者

致辞
周劭闌，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Paul McCarthy，美国汽车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主席（连线）

2023年2月16日 14:00-16:30

薛健，康隆远东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3 语言 中文

主题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9号会议室

(二楼9/11号馆间）
语言 中文

主题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6号会议室

(二楼6/8号馆间） 语言 中文

时间

09:00

09:45

10:00

10:30

11:00

11:30

2022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o

09:00-12:00

题目 讲者

科波拉汽车咨询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09:30-12:00

题目 讲者

2022车险与维修的新模式一保值精修中心建设

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市场发展现状、趋势研讨及“Top20维修工具及用品评选”颁奖典礼

09:30

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技术结构与工作原理

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常见故障诊断分析 孙传财，电动工坊总经理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2023年2月16日

13:00-17:00

驱动系统定期维护

驱动总成分解与修复

驱动系统数据采集与分析

SAE International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科波拉汽车咨询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13:30

2022年中国汽车市场回顾及2023年预测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的创新与挑战

双碳背景下汽车产业电动化新格局

13:00-17:00

孙传财，电动工坊总经理

13:30-16:0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SAE International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

2022 “Top20”维修工具及用品评选颁奖典礼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题目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节能战略研究室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讲者

驱动系统故障诊断

欢迎致辞

新能源驱动维修技术培训 o

2022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 
orfs

2023中国汽车市场热点与预测

新能源汽车高压附件工作原理及故障检测

新能源汽车三电维修关键技术培训 o

签到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6号会议室

(二楼6/8号馆间） 语言 中文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2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5号会议室

（二楼5/7号馆间）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00

13:2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0:00

10:30

11:00

11:30

可持续发展-大陆集团碳中和途径

2022年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o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

汽车工业材料发展趋势与聚醚醚酮创新应用 于顺东，浙江鹏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定义汽车总结与挑战 广汽研究院

芯片主题

竹利江，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于光，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马忠，大陆马牌轮胎（中国）有限公司标准法规总监

签到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

茶歇

高端技术交流论坛

13:00-16:00

2022国际车辆与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二天） 
o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智能座舱与HMI设计趋势 吉林大学长沙汽车创新研究院

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市场运行情况及发展趋势 比亚迪乘用车

成就绿色未来——提供增压技术创新应用解决方案 龚震浩，江苏毅合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部总监

题目 讲者

主持人：周刚
许海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兼产业研究部部长
许晓晶，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  忠，大陆马牌轮胎（中国）有限公司标准法规总监
陈  平，车辕车辙创始人、《中国轮胎经销商》执行总编

圆桌访谈：新能源汽车对轮胎行业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10:00-12:00

商用车的智能化、电动化落地 
o

SAE International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讲者

2023年2月16日

从汽车混动电池高科技到点对点

樊钊为，天津优控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支持智能驾驶量产应用的计算平台和开发工具

中国轮胎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及进出口浅析 徐文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长

2023年2月16日 13:00-17:00

茶歇

构建机器人时代的智能生产力 路特斯

《基于TTC轮胎数据的悬架系统优化》 胡怀铭，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全球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展望 S&P Global

题目

第二届全球汽车电驱动技术发展领袖峰会 or

符欣，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08:30-12:00

领导致辞

一位玩混动电池的泰斗，深圳恩浦诺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经理

RCEP正式生效给轮胎行业带来的机遇

题目 讲者

新能源车的现状与发展及对轮胎的需求变化 许海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兼产业研究部部长

杨旸，Danisi Engineering Srl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14号馆14F101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11:00

11:30

14:00

14:30

15:0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卡莱斯TPU全车改色贴膜限

时挑战大赛 （展位号
13Q97）

语言 中文

时间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1 语言 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优选买家俱乐部，9号馆

9A69
语言 英文

洗车耗材的重要性 郭金旺，上海妙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1:00-15:00

题目 讲者

4小时限时全车挑战改色贴膜大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09:00-12:00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智能底盘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13:00-16:00

题目

地库改装俱乐部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邓金平，广州里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嘴咆老陶

陈钰，浙江宏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时代房车生活——“改变”与“价值”
韦嘉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
汽车俱乐部专业委员会会长

买家配对洽谈会（境外买家）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14:00-17:00

宏冠照明与车灯改装升级

李颂文，佛山安布雷拉汽车（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

讲者

新能源TPMS解决方案 高宁宁，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ME市场总监

待定

中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与国际买家团对接会 
o

讲者

待定

待定

戈尔德空气悬架从2.0到4.0的跨越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2023年2月16日 10:30-16:00

黄建泽，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贸易部经理

待定

国内改装的过去到现在的变化

保时捷外观改装套件升级

中国姿态汽车改装和直线竞技改装的区别

如何正确打开广东改装市场

李颂文，佛山安布雷拉汽车（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

题目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10号会议室

（二楼10/12号馆间）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09:40

10:00

10:20

10:40

11:00

11:20

11:4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绿色维修活动区，12号馆

12D41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4:00

14: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南登会议区LM104 语言 中文

主题

题目 讲者

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解析 
o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服务行业联合会
深圳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本次理事会将围绕新能源电机电控联盟工作报告、电驱动技术十大趋势等议题展开一系列探讨

09:30-12:0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讲者

待定

2022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理事会 
or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产业联盟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09:00-17:00

13:30-15:00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产品升级及维修技术设备升级需
求

轻量化车身材料修复的技术与设备变革

新能演汽车底盘维修技术讲解及设备需求

汽车尾气治理案例分享

主题演讲（车辆整备服务链方向）

主题演讲（整备数字化服务方向）

题目 讲者

2022年二手车创新发展论坛 
or

09:30-12:00

新能源二手车价值提升管理方案 常亮，北京卫蓝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水性漆如何通过产品技术为钣喷中心降本增效 待定

2023年2月17日

领导致辞

2023年2月17日

题目

二手车新政落地后的成效及市场发展变化

新政下二手车企业的品牌化、规模化发展之路

行业格局重塑下的企业合规经营要点

罗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设备智能化助力汽修企业降本增效 待定

华南汽车行业环保发展政策趋势 待定

绿色钣喷新模式助力汽修行业环保达标 待定

品牌二手车业务发展布局

聚焦双碳总目标  助力蓝天保卫战 o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服务行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资料截止至2023年1月20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10:00

10:15

10:30

10:45

10:50

11:05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I4M主会场，9号馆9F02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14号馆14F101

语言 中文

时间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卡莱斯TPU全车改色贴膜限

时挑战大赛 （展位号
13Q97）

语言 中文

时间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优选买家俱乐部，9号馆

9A69
语言 中文

o  对业内人士开放

a  只限携大会邀请函之人士出席

r  必须与主办单位报名方可进场

f  必须与主办单位缴交报名费

题目 讲者

4小时限时全车挑战改色贴膜大赛

汽车流通行业采购产品对接洽谈会  
o

王彧，曜尊饮料（上海）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14:00-16:00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11:00-15:00

Cipia

基于微闪光扫描技术的纯固态激光雷达 Opsys Technologies

赋能未来车用GaN正在路上

自动驾驶边缘场景的验证技术

红牛饮料与赛车运动

来自以色列的优质技术与服务:新兴汽车技术中心

AI赋能驾驶员/舱内监控系统，助力汽车安全

题目 讲者

在城市中自动驾驶汽车的指挥及控制系统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o

题目 讲者

VisIC Technologies

Newsight Imaging

张健鸿，孚太利士中国首席代表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电动交通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13:00-16:00

让3D机器视觉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世界

地库改装俱乐部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2023年2月17日 10:00-11:20

以色列商会

10:30-16:00

题目 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