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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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 me 时尚餐厅 语言 中文

时间

18:15

18:40

19: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9年同期活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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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慧聪汽车
慧聪汽车配件汽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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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日

题目 讲者

中国汽车配件品牌发展现状与趋势 赵义芬 女士，慧聪汽车总经理

中国汽车维修保养终端市场发展机遇 王逢铃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2019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2019汽修汽保终端服务大会

18:00-21:00

2019年12月3日

13:00-18:00

李海 先生，沃尔沃汽车亚太区采购副总裁

徐华 先生，吉利控股集团质量高级总监

潘昱 先生，蔚来汽车采购战略及规划高级总监

Charles Morrison 先生，NQC首席执行官

2019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及供应商峰会 
orfs

Jeffrey D.Dutton 先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领事

张福生 先生，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Peter Layer 先生，通用中国全球采购及供应链副总裁

高晓兵 女士，福特亚太区采购副总裁

Marcello Bariani 先生，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采购部副总裁

J. Scot Sharland 先生， AIAG首席执行官

自由交流酒会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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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7:00

Joachim Albert 先生，博世集团采购与物流高级副总裁

姚弘 先生，麦格纳亚太采购总监

Ferry Suwandinata 先生，李尔亚太区总部采购及物流供应链副总裁

2019汽车配件品牌发展论坛

“终端崛起”英雄会——上海站（沙龙）a

题目

圆桌讨论1：欧、美汽车后市场终端运营趋势

圆桌讨论2：汽修服务门店供应链体系的核心竞争价值

鄢巍 先生，法雷奥中国区采购总监

屠颖斐 先生, 康明斯零件采购总监

魔方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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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日

讲者

1



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B
语言 中文

时间

09:50

10:10

12: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语言 中文

时间

09:00

13:30

14: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5

14:15

14:45

15:00

15:20

15:45

16: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4:10

14:40

15:10

15:40

如何制造A级表面的车身外饰件？ 何驾涛 先生，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正伟 先生，世泰仕（中国）工程中心经理

基于生产制造、成本及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设计与项目
开发

行业专家及有关零部件重点出口企业

2019“中国心”年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颁奖典礼

2019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o

09:30-12:30

09:00-17:30

13:00-17:00

“2019 上海及长三角汽车零部件贸易发展报告”发布、“上海市汽车产业竞争力报告”发布

成立长三角汽车产业联盟揭牌仪式、院士专家聘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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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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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

2019“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颁奖典礼

产业内企业交流洽谈

10:30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零部件行业的影响

新时期下的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出口形势分析

题目

自由贸易背景下的海外市场新机遇

2019年12月3日

题目

2019年12月3日

解决企业出口业务金融风险痛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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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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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第三届）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orf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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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纤维复合材料及轻质合金在新能源乘用车上的应用 唐义生 先生，江苏国新新能源乘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熊飞 博士，苏州华特时代碳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中国商用车、零部件出口状况及海外热点市场分

析

讲者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汽车出口现状及环境趋势分
析

题目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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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红 先生，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

王晓春 先生，南非ESI公司董事长

零部件企业借助北奔、福田等整车厂南非营销服务渠
道，共同合作开发南部非洲市场

娄旻 女士，陕西海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类金融业务负责人

李魏东 先生，上海亚域动力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庆 先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产业政策进出口研究部部

长

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专题对接活动

讲者

国内汽车零部件出口国外规避金融高风险解决方案

南非及南部非洲商用车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市场
需求分析

海外采购信息发布

2019年12月3日

世泰仕，交通工具外饰件的轻量化解决方案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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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B0-01会议室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5:40

15:55

16:10

主办单位

赞助商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D109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日程

09: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0:00

13:30

14:10

联盟合作成果汇报 王晨阳 先生，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新业务部部长

标准引领促进汽车后市场零部件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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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大数据赋能汽配产业链

讲者

张宪国 先生，中汽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总监

李文丰 先生，车同轨科技首席运营官

2019年12月3日 09:00-17:00

杜洪钟 先生，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业务主任

新四化下，汽车售后产业的变革 陈海峰 先生，中汽中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9汽配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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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09:00-17:00

题目 讲者

经典保时捷RWB介绍

大众投票

天津市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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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6:00

刘宏斌 先生，邦邦汽服公司高级总监

2019年12月3日 13:30-16:30

周才鸿 先生，赛车KOL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o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

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乐部

北京创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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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致辞 叶向东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配工委常务副主任

人保认证件采购体系介绍

认证零部件助力汽车售后生态圈融合发展 王晨阳 先生，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新业务部部长

大马力后驱的独特魅力 Leo 先生，AMCC全球会长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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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o

赛车运动与汽车后市场的结合

2019年12月3日

Ray 先生，RWB中国运营主理人

联盟首批认证标准发布

主题

链接行业资源，重塑汽配市场新业态

题目

德国萨塔公司（SATA）,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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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15

09:45

10:15

10:45 鸿隆智能车载收费终端介绍

11:15

11:35 瑞安市宇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新时代的公交出行信息服务
陈亮 先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智库中心公关部

副主任

上海鸿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公交车制动气源净化+排放系统（整车总线控

主题

张晓天 教授，浙江大学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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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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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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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o

14:00-

15:00

自动驾驶公交车关键技术与运营环境

讲者题目

川崎竞速摩托赛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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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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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中国汽车耐力赛中的高性能改装案例

14:00-15:00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o

智能化时代公交五位一体支付区块链

雷洪钧 博士，武汉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学院博士生导师，新能源

智能汽车研究所总工程师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介绍及动力升级改装讲解

国际三大摩托车赛事介绍及赛车性能讲解（WSBK, iomtt, Dakar）

题目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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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客车公交车驾驶座舱发展趋势 擎先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09:00-17:00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o

10:30-

11:30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介绍，大众333车队及参赛车辆介绍

全地形车赛事介绍，UTV与ATV的区别

TCSA亚洲房车巡回赛及车队介绍

2019年12月3日 10:30-11:30

题目

2019年12月3日 09:00-11:30

第二届智慧公交创新发展“明日出行”论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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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A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0:00

10:10

10:30

10:50

11:10

11:30

13:30

14:10

14:40

15:10

15:40

16:00

16:20

16:4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汪林 先生，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9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os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的法律障碍分析及《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发展法律环境及优化建议研究》课题成果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重塑汽车的价值

蔚来NIOPILOT系统开发介绍

自动驾驶与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单车式智能&网联化自动驾驶

09: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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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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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题目 讲者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情况介绍

主持嘉宾：
柳玉峰 先生，中国电子商会专职副会长

讨论嘉宾：
荣辉 先生，Ever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中国区总裁；中

国智能交通协会道路车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5G自动驾驶联盟副

理事长
陈文琳 先生，吉利汽车研究院智能驾驶开发中心高级技术专家

章健勇 先生，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无人驾驶高级总监

吴石庐 先生，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商业战略高级

总监
陈龙 博士，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陈文琳 先生，吉利汽车研究院智能驾驶开发中心高级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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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产业化落地的法雷奥自动驾驶之路 顾剑民 博士，法雷奥中国区首席技术官

智能网联汽车地理信息环境分析

朱一方 先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政策研究中心汽车

产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张杰 女士，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车联网事业部技
术总监

解瀚光 先生，中汽中心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程师

圆桌讨论：自动驾驶重塑明日城市交通形态

朱西产 教授，同济大学汽车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

李金隆 博士，安森美半导体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事务高级总监

2019年12月3日

章健勇 先生，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无人驾驶高级总监

贾宗仁 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欧美自动驾驶政策法规解析

雷鑫 先生，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
驾驶员辅助系统产品经理

C-V2X助力自动驾驶

10:00-17:00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o

博世新一代传感器/控制器赋能未来自动驾驶

邹丽 女士，未来（北京）黑科技有限公司汽车业务总裁先进的Futurus显示技术

主办方致欢迎辞
程魁玉 先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技术情报研究
所所长
于光 先生，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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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B
语言 中文

时间

14:00

14:30

15:00

15:30

16:2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10

09:40

10:30

11:00

11:30

13:10

13:40

14:10

15:00

15:30

16:00

13:10

13:40

14:10

15:00

15:30

16:00

16:30

13:10

13:40

14:10

15:00

15:30

16:00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研发 郭祥麟 博士，华晨汽车研究院高级总监

分论坛1——新能源汽车

汽车行业变革中的最新材料研究 刘清 先生，诺贝丽斯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汽车业务副总裁

主论坛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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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2019年12月3日

Prof Dr Henning Wallentowitz 先生，国际汽车技术资深专家、原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行业营销案例分享

车与轮（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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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讲者

Ralph Stenger 先生，吉利研究院车辆系统执行总工程师

Henry Zhou 先生，吉利研究院轻量化专家

罗森博格 先生

Eiji Inoue 先生，NSK动力总成部门总经理

未来出行最新研发成果 Devid Will 先生，e-go-mobile自动驾驶高级经理

高性能车载以太网解决方案

适用于高速牵引电机的驱动减速机

陈文博 先生，车与轮（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总编

分论坛3——新材料/轻量化

电动汽车车身轻量化设计解决方案

车辆运动控制-底盘控制协调研究

纯电动汽车车身设计

座椅轻量化最新研发成果 博泽 先生

一汽

产品投资战略背景下的轻量化设计评估：E2P方法

汽车智能互联与5G技术结合

Robin Cashmore 先生，Expert公司车辆设计总监

汽车半导体技术最新研发成果

分论坛2——未来出行

郭岩松 先生，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为MaaS解决方案提供的自动驾驶技术的当下和未来

研究

Dipl.Wirt.- Ing.Christian Burkard，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数字化经理、德国亚琛工大汽车学院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底盘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TOP轮胎测试排行榜榜单公布

Thomas Meurers 先生，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中国总经理

高压连接器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实例

罗姆 先生

劳士领 先生主动清洗系统解决方案

罗森博格 先生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技术和市场对比研究
Ma Michael Bartmann 先生，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FCV战略及咨询高级专家、德国亚琛工大汽车学院

Mesut Ormankiran 先生，采埃孚亚太区VMS系统负责人

无线充电前沿技术解析 森萨塔 先生

HV高压电池在汽车上的应用——超越电池化学的挑

战和机遇

Dipl.-Ing. Nils Robert Neumann 先生，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市场和策略经理、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学院

讲者

UNICARagil——颠覆性自动驾驶汽车

Peter Herges  先生，资深专家

“汽车技术创新大奖”颁奖典礼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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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fs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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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4日 09:00-17:00

美国和中国乘用车和卡车的48V——汽车技术的转折

车身轻量化的评价方法和具体应用中的性价比选择 赵常虎 先生，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车身总工程师

行业数据分享

2019 TOP 100 百强门店评选颁奖仪式

Alexander Busse, M.Sc 先生，德国亚琛工业大学fka轻量化设计

高级专家、高级咨询专家

2019奚仲奖年度评选颁奖仪式

德国自动驾驶新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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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郁锦香宾馆 语言 中文

时间

09:00

主办单位

赞助商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B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30

09:35

09:45

10:15

10:45

11:15

12:00

13:00

13:30

14:00

14:15

15:00

15:15

15:30

16:15

主持人：戴晨 先生，魔方商学院院长

嘉宾： 周因因 女士，华胜集团副总裁

化晓东 先生，邦邦汽服副总裁

李秋阳 先生，统一石化延保项目总监

冯君 先生，精友科技董事长

邓东旭 先生，云险科技创始人兼CEO

开放•合作•共赢——科技联结价值，数据引领未来

汽车行业风险解决方案 奚军 先生，中怡保险经纪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圆桌讨论：主机厂如何在独立售后业务中做出差异化
竞争

主持人：周刚 先生，上海加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CEO

嘉宾：张灏 先生，北汽好修养副总经理

张朝俊 先生，奇瑞车贝健CEO

赵冰 先生，标致雪铁龙（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欧洲维修战略及采

购负责人

圆桌讨论：保险产业在汽车后市场的战略部署

茶歇

于光 先生，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Chris Gardner 先生，美国汽车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高级运营副总

裁

陈以龙 博士，美国汽车及设备制造商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江永兴 先生，开思创始人&CEO

题目

2019年12月4日 09:00-17:30

2019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 
o

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蓄势待发，创新商业模式带来布
局良机

朱琳 女士，安永大中华区战略及运营业务合伙人

2019年12月4日

午休

数字化视角看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趋势

致辞

讲者

林文志 先生，采埃孚售后业务部亚太区服务负责人、采埃孚销售

服务（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圆桌讨论：新型服务模式如何改变中国的汽车后市场
及配件供应

主持人：王尚谦 先生，美国BPI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

嘉宾：Philippe Thegner 先生，CAF 主席

陈红梅 女士，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David Miller 先生，盖茨汽车售后市场全球副总裁

Marco Loth 先生，泰明顿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全球产品管

理和工程副总裁兼亚太和中东业务总监
Neil Fryer 先生，德尔福科技售后全球产品市场战略副总裁

汽车“新四化”下零部件企业的应对之策及对后市场
的建议

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大众等整车企业代表

郎学红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黄金赞助：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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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题目

2019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ors

陈海生 先生，AC汽车创始人

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主题报告

09:30-17:00

主持人：付小军 先生，聚汽网创始人兼CEO

嘉宾：蔡景钟 先生，银河系创投合伙人

张希文 先生，企业独立顾问

杨兴涛 先生，鳌图创新资本合伙人

蒋仁海 先生，快准车服创始人

宋继斌 先生，三头六臂创始人

主持人开场

圆桌讨论：后市场从业者如何从投资者角度看待发展
机会

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对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影响

2019欧洲汽车后市场中汽配&连锁领域变革要点与中

国市场的对比分析
Antti Wolk 先生，沃克售后专家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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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1:30

12:00

13:00

14:20

17: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10:45

11:20

14:00

15:00

16:00

主办单位

赞助商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1号馆 D109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日程

09: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A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30

09:45

10:30

11:45

13:30

14:15

15:30

16:15

2019年12月4日

讲者

09:30-17:00

题目

事故车维修索赔中数据处理的优化

事故车修复工艺的创新

技能差距——把消极变成积极

Vigin Wang 先生，TTS工具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营销经理

Aomen Xu 先生，2019喀山世界技能大赛汽车维修金奖获得者

杰森•莫斯利 先生，IBIS首席执行官

IBIS世界论坛——全球事故车维修行业趋势

联网汽车

大众投票

王逢玲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o

09:00-17:002019年12月4日

德国萨塔公司（SATA）,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尼科斯•佩雷蒂斯 先生，路华救援（北京）有限公司

肖恩•凯里 先生，SCG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与不断发展的车辆技术同步
索耶•Gong 先生，GiPA 集团中国区总监

埃里克•德沃斯 先生，GiPA集团中国区总裁

展馆出发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汽车修理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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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00

返回展馆

日程

集合

2019年12月4日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开放创新实验室、中国（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城市试乘试驾中心

致欢迎词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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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众车厂

2019年12月4日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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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从哪里来——后市场的跨界与异业联盟

维修门店保险业务的价值挖掘

现场互动、提问

题目 讲者

嘉宾致辞

修保联动——保险理赔与维修服务的生态链接

共享、共建——构建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数据中台

IBIS

杰森•莫斯利 先生，IBIS首席执行官

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o

国际车身修复行业专题研讨会（IBIS中国2019）fs

11: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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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B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00

10:00

11:00

13:30

14:30

15:30

16: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B0-01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00

13:20

13:40

14:00

14:20

14:50

15:10

15:3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买家团休息区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4:10

15:30

Ray 先生，RWB中国运营主理人

陶巍 先生，上海市机动车环境治理技术协会会长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

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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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4日 09:00-17:00

题目 讲者

程道喜 先生，世杰铭车维修连锁创始人

阿斌 先生，世杰铭车高级讲师

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 (IM) 站建站技术条件团体

标准
严雪月 女士，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连锁工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欢迎辞

汽车检测维修IM制度相关政策解读 龚巍巍 先生，交通部规划院博士

实施汽车检测维修IM制度，打赢蓝天保卫战

肌肉车日常保养与改装升级 Leo 先生，AMCC全球会长

上海市实施机动车检测维修IM制度经验介绍

13:30-17:00

渠桦 先生，交通部汽车检测维修IM制度调研组专家

利用数据洞察全球商机，提升供应链效率 美国汽车护理协会

香港商用车维修行业协会领导

圆桌会议

上海市工商联汽保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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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陶说车脱口秀：解读不同车型及其历史和改装空间 老陶 先生，自媒体红人

2019年12月4日

主持人：张晓婷 女士

RWB改装文化分享

杨寿聪 先生，黾车新能源汽车服务连锁创始人

维修企业技术升级之路

德系汽车混合动力维修专题

2019汽车尾气治理高峰论坛 
o

程园 先生，世杰铭车讲师

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连锁发展模式

一马传媒
《汽车售后服务》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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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用车尾气治理

介绍到会领导与嘉宾 主持人：张晓婷 女士

赵建国 先生，福建众创车联网络科技创始人

题目

解读中外新能源汽车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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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o

201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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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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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品牌深耕汽车终端服务门店

新能源汽车安全防护及维修安全操作

温超华 先生，中国西福联盟荣誉主席

09:30-17:00

中国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发展峰会 
o

吴昊 先生，精友科技首席咨询师2019汽车后市场生态保险生态圈建设

2019年12月4日

题目 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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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30

09:35

10:10

11:10

11:45

13:20

14:55

15:30

16:10

09:00-17:00

如何使共享出行汽车所有权互补而不是冲突？ Bruno Lambert 先生，宝沃汽车集团全球总裁

共享经济对移动出行的影响

曾牧 先生，德国机动车监督协会东亚&南亚区总裁、德国机动车

监督协会执行副总裁

2019年12月4日

William Liu 先生，滴滴出行技术总监

Bruno Lambert 先生，宝沃汽车集团全球总裁

Rainer Becker 先生，拜腾移动出行高级总监

DEKRA – 安全成就互联

顾宏地 博士，小鹏汽车副董事长兼总裁

开幕式
Michael Johannes 先生，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交通运输及物流

展副总裁

拜腾 – 拓展智慧边界 Rainer Becker 先生，拜腾移动出行高级总监

题目

题目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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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格

14:00-

15:00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第一天）orfs

全地形车赛事介绍，UTV与ATV的区别

14:00-15:00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o

09:00-17:002019年12月4日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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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11:30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介绍，大众333车队及参赛车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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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4日 10:30-11:30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o

CEC中国汽车耐力赛中的高性能改装案例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介绍及动力升级改装讲解

国际三大摩托车赛事介绍及赛车性能讲解（WSBK, iomtt, Dakar）

题目

2019年12月4日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o

TCSA亚洲房车巡回赛及车队介绍

川崎竞速摩托赛事介绍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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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Lee 先生，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

讲者

IoM商业模式的诞生 Bill Russo 先生，Automobility Ltd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William Liu 先生，滴滴出行技术总监

小组讨论：共享经济如何推动技术商业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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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8:30-

09:00

主论坛
09:00-

12:00

分会场1

13:30-

17:00

分会场2

13:30-

17: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北03会议室（二楼）

语言 中文

时间

10:00

10:20

10:40

11:20

11:40

12:00 李洪广 先生，上海玛仕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3:30

13:50

14:10

14:50

15:1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语言 中文

动力电池失效原因整体分析解析技术 韩广帅 先生，上海蓄熙新能源材料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六汽车碳罐滤清器 王志斌 先生，上海恩阔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0:00-17:00

基于神经网络的多传感器位置融合和预测

2019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一天）orfs

2019明日出行创新技术论坛 
o

罗兰贝格
宝马汽车
伊顿汽车
蜂巢能源科技

数字化座舱与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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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00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优秀企业家及技术创新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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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讲者

蔡蔚 先生，汽车电子驱动控制与系统集成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
贡俊 先生，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丰田/广汽新能源

法雷奥/大陆/舍弗勒/采埃孚/索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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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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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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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4日 10:00-15:50

方晟堃 博士，上海浅雪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工程师

智能虚拟变速电机技术

汽车电子系统及相关芯片产业分析——从全液晶仪表

到智能座舱
金星 博士，浙江中科领航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题目

剧学铭 博士，北京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CEO

车载毫米波雷达测试技术
申亚飞 先生，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智能汽
车传感器主任&计量室主任

基于场景的ADAS/自动驾驶测试验证解决方案

汽车电子和汽车传感芯片 李梦雄 博士，琻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EO

国产车规MCU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秦岭 博士，上海琪埔维半导体有限公司CEO

未来商用车多能源动力系统集成技术分析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o

孙海东 先生，南京华威智能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芳 教授，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萨博尼 先生，中国咨询服务联合总监、IHS Markit

张杰 先生，长安汽车智能化研究院副总经理

郭岩松 先生，长城汽车、技术中心副主任

李胤 先生，博世汽车多媒体事业部亚太区总裁

基于5G车路协同的全自主代客泊车AVP系统 宗文豪 博士，上海舵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

讲者

吴仍广 先生，拾音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EO声学算法

2019年12月4日

2019年12月4日

汽车驱动电机系统创新技术论坛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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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B0-01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10:10

10:5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悦影绘影城（上海国展店）
一号厅

语言 中文

时间

10:30

11:00

11: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4:00

15:00

15:4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买家团休息区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2会议室 语言 英文

10:00-11:00

14:00-16:00

2019年12月4日

2019年12月4日

eBay平台入驻分享 李天宇 先生，eBay公司大中华区业务拓展高级经理

题目 讲者

中国橡胶助剂工业“十四五”展望

NR大分子环氧化改性的分子设计 宗成忠 先生，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2019年eBay灯塔计划全年回顾及颁奖（仅限受邀嘉

宾参加）

买家配对洽谈会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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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4日

2019年Transtec变速箱维修行业峰会 
o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绿色轮胎设计与制造技术探讨

09:00-12:002019年12月4日

2019年橡胶工业绿色发展论坛 
o

题目

王友善 先生，哈尔滨工程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Automechanika 全球展览会推介会 
os

媒体环节（仅限受邀嘉宾参加）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吉利汽车研究院

山东省橡胶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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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讲者

电动车配套轮胎性能需求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10:00-12:00

贾璠 女士，eBay国际跨境贸易资深品类项目经理

10:00-12:00

中机国际2020年项目推介会 
or

Automechanika是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在全球推广得最成功的品牌之一。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行业品牌展览会，Automechanika全

球系列展览会现共计16个，分别在15个国家举行。各地展会总监将在推荐会中与大家面对面，全面解析Automechanika全球展览

会，分享当地市场情况。

主题

国际化的玲珑轮胎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科帝克贸易有限公司Transtec中国事业部

2019年12月4日

13:30-16:302019年12月4日

2019 eBay汽配品类采购对接会&招商研讨会 
o

eBay公司

2019年12月4日 09:00-12:00

巴西汽车后市场情况分析及中国企业的商机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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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变化高峰论坛 
os

许春华 女士，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绿色助剂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

级高工

巴西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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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2:00

面对汽车市场的未来，轮胎行业调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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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A
语言 中文

时间

10:00

10:10

10:30

10:50

11:10

11:30

11:5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北03会议室（二楼）

语言 中文

时间

14:00

14:10

14:25

14:40

14:55

15:10

15:25

15:40

15:55

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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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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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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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讲者

10:00-12:00

张周 先生，上海和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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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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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兴洲 女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原所长

题目

高凌 女士，中国汽车售后服务质量检测大数据平台总经理

新形势下，汽车精品如何为经销商集团提质增效

李彤梅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售后零部件分会秘书长

领导致辞

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外经贸形势 白明 先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国际市场研究所副

资本加持下的汽车后市场发展变局 康炳华 先生，菁葵投资创始合伙人

2019-2020年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下的汽车行业发展趋

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消费者研究专业委员会

讲者

2019年12月5日 14:00-17:00

2019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售后服务发展方向研究报告

分论坛1：中国百强汽车经销商集团零配件采购对接峰会 
or

共赢之路——中国汽车配件市场竞争新业态的思考 郑赫 先生，广州威尔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究总监

中国百强汽车经销商集团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零配件展采购团及需求介绍

2019中国汽车售后零部件行业服务质量采购方优选企

业特征报告

汽配供应链——论持久战

机遇与变革——主机厂在新售后市场环境下的战略转
型

王震兴 先生，一汽-大众备件管理部部长

百强经销商集团代表（二）采购需求发布

山东新岳海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上工维修连锁有限公司（连锁型集团代表）

汽车售后零配件（后市场精品企业）优秀企业代表
（一）发言

百强经销商集团代表（一）采购需求发布

参会嘉宾现场供需对接洽谈

李光明 先生，好美特联合创始人

中国汽车流通渠道转型与变革 沈进军 先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

周劭阑 女士，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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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南03会议室（二楼）

语言 中文

时间

14:00

14:10

14:30

14:50

15:10

15:30

15:45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1:30

12:00

13:00

14:00

15:00

17: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00

13:15

15:15

主办单位

赞助商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6.1号馆, D109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日程

09:00

Justin Greenberg 先生，DieselCore 首席执行官

Jochen Trommer 先生，Encory GmbH 市场开发部总监

John Chalifoux 先生，MERA - The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o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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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管理——提高对再制造的认识和感知

2019年12月5日

金融服务赋能中国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

VC眼中的供应链投资机会

王立新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金融分会副秘书长

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黄席盛 先生，招商局创投汽车行业负责人

讲者

参展零配件企业融资需求讲解（二） 杨海峰 先生，汽配猫总经理

展馆出发

2019国际零部件再制造论坛 
o

参展零配件企业融资需求讲解（一） 王迎辉 先生，珠海华粤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国内市场部AM经理

“发票”与“商票”，盘活资金就看这两票——助力
解决汽车行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邹军莲 女士，联易融 金融合作项目经理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rs

14:00-17:00

杜志铭 先生，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

题目

13:00-17:00

题目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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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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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2：中国汽车后市场金融服务峰会 
or

2019年12月5日

讲者

汽车配件供应链建设中汽车金融体系的构建 孔海彪 先生，京东商城副总裁

参会嘉宾现场供需对接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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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11:30-17:00

中国的再制造与采购测试解决方案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基地零部件生产企业

返回展馆

俞敏 先生，iRM eCommerce Shanghai Co Ltd 总经理

King Li 先生，康明斯（襄阳）发动机再制造有限公司中国总经理

Paul Schuck 先生，UCX Calipers 常务董事

杨文杰 女士，D&V Electronics 中国销售副总裁

日程

2019年12月5日

大众投票

09:00-17:00

欢迎致辞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开放创新实验室

上海汽车博物馆

John Chalifoux 先生， MERA - The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俞敏 先生，iRM eCommerce Shanghai Co Ltd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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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萨塔公司（SATA）,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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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4:1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B
语言 中文

时间

CEC中国汽车耐力赛中的高性能改装案例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介绍及动力升级改装讲解

国际三大摩托车赛事介绍及赛车性能讲解（WSBK, iomtt, Dakar）

润滑油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润滑油新品如何快速打开市场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介绍，大众333车队及参赛车辆介绍

全地形车赛事介绍，UTV与ATV的区别

TCSA亚洲房车巡回赛及车队介绍

润滑油经销商如何借力新媒体提升知名度

实战技巧及案例分析

结业

腾飞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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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09:30-17:00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下午）o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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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人员心态及自我能力提升

Leo 先生，AMCC全球会长如何弹射、直线加速如何跑得更快

讲者题目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o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

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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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09:00-17:00

2019年12月5日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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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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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o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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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17:00

题目

09:00-17:00

2019年12月5日 10:30-11:30

川崎竞速摩托赛事介绍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o

2019年12月5日

Ray 先生，RWB中国运营主理人

老陶说车脱口秀 老陶 先生，自媒体红人

RWB年度品牌活动、赛事分享

主题

题目

14: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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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0:3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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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30

09:35

10:10

11:05

11:40

13:45

14:40

15:15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00-

17: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北厅明日出行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数字化座舱与用户体验

Chris Schreiner 先生，Strategy Analytics用户体验与创新实践总

结

张人杰 先生，大众问问CEO

Narendra Ghate 先生，Tata Elxsi用户体验首席设计师

董渊文 先生，黑莓QNX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余恩源 先生，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o

10:00-17:00

2019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二天）o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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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00

2019年12月5日 09:00-12:00

矩阵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张玉峰 先生，地平线副总裁兼智能驾驶产品线总经理

新石器无人车规模化落地探索之路 余恩源 先生，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Tim Shih 先生，延锋汽车内饰设计及用户体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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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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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第二天）orfs

2019中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理事会 a

按需自主出行的未来愿景是什么？

09:00-17:00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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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题目 讲者

移动出行的未来阶段

创建下一代webOS

题目 讲者

鼓励移动出行的创新 唐德福 先生，佛吉亚集团中国区总裁

Bill Russo 先生， Automobility Ltd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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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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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论坛区A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3:45

14:15

14:45

15:15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B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买家团休息区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赞助商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6.1号馆, D109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日程

09:00

10:00

11:30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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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专业评审团颁奖

2019年优选买家国际采购经验分享会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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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5日 14:30-15:30

主办方致欢迎词
周劭阑 女士，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文英 女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德国萨塔公司（SATA）,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轮胎产业形势分析及出口展望2020 徐文英 女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轮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发展之道 王锋 先生，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圆桌讨论：汽车“新四化”变革对轮胎需求的影响

全球轮胎市场观察 曾志凌 先生，艾尔西汽车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os

主持人：
周刚 先生，上海加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讨论嘉宾：
杜道峰 先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零部件部主任
史一锋 先生，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秘书长
胡厚宝 先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覃小康 先生，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悬架系统设计工程师
葛国荣 先生，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钱瑞瑾 先生，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马忠 先生，大陆马牌轮胎（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标准法规总监

渠道未来——供应链与零售
吕辉忠 先生，Point S Asia Pte Ltd 董事兼亚洲首席代表

吕艳庆 先生，南京态乐咨询董事

题目 讲者

元征超级远程诊断技术研讨暨新品发布会 o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

2019年12月5日 14:00-17:00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o

2019年12月6日 09:00-15:00

大众投票

专业评审团评审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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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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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9年11月29日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6.2与7.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5.2与6.2号馆之间室外活动区

语言 中文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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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提供中/英文同声翻译
c  提供中/英文交替翻译

全地形车赛事介绍，UTV与ATV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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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车及高端订制改装沙龙 
o

2019年12月6日

10:30-

11:30

UTSalon地库改装沙龙

AMCC中国美式肌肉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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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介绍，大众333车队及参赛车辆介绍

汽车赛事及改装燃情之旅（上午）o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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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6日

主题

09:00-15:00

川崎竞速摩托赛事介绍

题目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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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6日 0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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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30

TCSA亚洲房车巡回赛及车队介绍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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