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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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

09:10

09:40

10:40

11:10

11:40

13:30

14:00

14:30

15:20

15:50

16:20

13:30

14:00

15:00

15:20

15:50

16:20

13:30

14:00

14:30

15:20

15:50

16:2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10

09:35

10:40

11:05

11:30

13:20

13:45

14:15

14:40

14:55

15:15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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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10:15

10:30

11:30

构建配件供应链平台，赋能汽车经销商持续发展 张后启 先生，中驰车福董事长兼CEO

售后服务百强经销商特征分析 郎学红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及产业协调部主任

题目

AIAG新举措介绍

AIAG中国中心介绍

卓越质量—佩卡

发展NiO优质合作伙伴质量

IATF 16949转换进展状况

转型时期的采购
汽车行业采购挑战
全球多元化采购

讲者

2018长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论坛暨“2018上海及长三角汽车零部件贸易发展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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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ello Bariani 先生，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采购总监
Debbie Poppas 女士，帕卡汽车公司全球质量副总裁

Joachim Albert 先生，博世汽车集团采购与物流高级副总裁
杜敏 女士，博格华纳莫尔斯系统全球供应链管理副总裁

柳东雳 先生，Zeal Capital 投资人

汽车延保：提高客户黏度的利器

助力4s店环保汽车美容升级

助力4S店售后盈利能力提升案例分享
乘用车自动变速箱趋势及对油品的要求

讲者
2018年11月28日
题目

唐宇 先生，吉利汽车采购总监

陈建和 先生，IATF北京办事处总经理
马英 先生，蔚来汽车零部件质量管理部总监

新政策下的汽车售后市场政策解读与业务的核心

吴晓锋 先生，上海永达汽车集团副总裁

李海 先生，沃尔沃汽车亚太区采购副总裁

2018年11月28日

讲者

Dennis Rozario 先生，福特汽车公司亚太区采购副总裁
Peter Layer 先生，通用中国全球采购及供应链副总裁

徐文 女士，康明斯集团间接采购总监

互动交流

高凌 女士，CADA云数聚总经理
新能源、新销售、新售后、新体系—论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的方向

与发展
杨寿聪 先生 ，广东黾车新能源汽车产业有限公司CEO&创始人

如何互动客户，提升售后利润 周小波 先生，百得利集团董事长

叶群 先生，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车用油产品经理

圆桌讨论：4S体系&维修连锁采购决策者圆桌：想要的和能实现的

差距在哪里？

2018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与供应商峰会 
orfs

“2018上海及长三角汽车零部件贸易发展报告”发布会 政府相关部委领导、协会专家
2018年汽车后市场行业趋势分析 行业专家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四届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专家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8年同期活动详情

2018第十届 AUTOHAUS CHINA上海国际汽车经销商峰会 
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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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7日

2018年（第十一届）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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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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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利用最大化，与汽车经销商共盈利

分论坛2—智能网联
Dipl.-Ing. Philipp Seewald，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面向自动驾驶的高性能车载以太网最新解决方案 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

路虎

江淮汽车先进材料应用及关键技术开发 黄家奇 先生，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材料工程部技术总监

前进中的自动驾驶—当前研发现状

电动汽车的轻量化设计

钢材+ 碳纤维材料—混合材料的创新应用 Joerg Brecht 博士，Mubea公司TRB部门总监

分论坛3—轻量化

小鹏汽车
车联网的关键技术—自动驾驶中的技术需求 Dipl.-Wirt.-Ing. Christian Burkard，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有效认证体系的探索 王晖 博士，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铝合金白车身应用的最新进展及未来趋势 刘清 先生，诺贝丽斯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诺贝丽斯亚洲汽车业务副总裁
新型钢材助力汽车结构轻量化与安全化 李翔 博士，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VAMA）首席技术官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

主论坛：电气化、自动化、互联化：未来汽车的需求和概念
Henning Wallentowitz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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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产业视角谈自动驾驶及无人驾驶 Thomas Meurers 博士，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中国总经理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的高压连接技术 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变革中的材料研究 Bernhard Sepeur-Zeitz 博士，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集团研究中心总监
宝马智能电动汽车平台 宝马

新能源汽车创新开发 陈上华 先生，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汽车技术创新大奖”颁奖典礼
分论坛1—动力总成

嘉宾致辞

新能源动力系统前沿解读 一汽
未来驱动系统的零排放解决方案 Ernst Scheid 博士，FEV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FEV 亚洲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

智享车联 驱动未来—福特汽车的自动驾驶研究 黄颖 先生，福特汽车自动驾驶前期研发V2X 主管

鄢巍 先生，法雷奥中国区采购总监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通用能源管理系统
Dipl.-Ing. Leonhard Häußler，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动力传动和能源管理高

级专家

讲者

J Scot Sharland 先生，AIAG首席执行官
陈以龙 博士，AIAG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PTC

09:00-17:00

09:00-17:00

08:30-17:00

09:00-12:00

智能互联与自动驾驶的开发应用

工程塑料 / 复合材料的创新应用

动力总成仿真与模拟的当下难点及未来发展

题目

题目

Alexander Busse 先生，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轻量化设计高级专家

建立供应商管理与流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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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虹桥金古源豪生大酒店 语言 中文
时间
13:40

14:00

14:20

14:40

15:1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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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13:35

14:05

14:35

15:00

15:1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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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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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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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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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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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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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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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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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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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谢天 先生，百度生态总裁
新北迈新互联 张洪波 先生，北迈科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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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之 先生，元征科技总裁

题目

余钢 先生，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猛 先生，济南泉利海外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1月28日

慧聪网、慧聪汽车配件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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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

中国汽车零部件海外仓建设实践分享—非洲仓

13:00-14:00

埃尼润滑油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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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

李玥轶 先生，埃尼润滑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捷客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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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鸿海 先生，上海鸿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御远东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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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电动公交车的运维 王小磊 先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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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

2018智慧公交创新发展论坛 
o

14:00-15:00

15:00-15:30

王剑峰 先生, SPC-RYDANZ-SPORSKY 车队技术工程师、车手

新能源公交智能化应用与探讨

2018年11月28日

2018年11月28日

杨健华 先生， 捷客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讲者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专业组和民用组的比赛规则的区分；比赛用车改装技术分享 
o

汽车零部件品牌终端落地 刘金伟 先生，上海正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零部件品牌价值指数分析 李彤梅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零部件分会秘书长

元征汽后生态新战略
百度生态新布局

配卡中国上海代表处负责人

2018年11月28日

孟祥华 先生，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汽车工厂董事长

致辞

主题

慧聪网2018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 
o

2018年11月28日

智能车载收费新技术介绍

2018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o

讲者
黄伟明 先生，天御远东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

讲者

题目 讲者

埃尼润滑油高性能赛车解决方案 
o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o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汽车出口目的地国家政策解读与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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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用车、零部件出口状况及海外热点市场分析 孙晓红 女士，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

俄罗斯商用车零部件市场与海参崴汽车产业园项目
Keith Lomason 先生，前麦格纳集团大中华地区总裁

美国配卡及TRP售后配件采购攻略

10小时超级耐力赛赛事介绍、赛车改装技术分享 
o

ENEOS引能仕—驰骋赛道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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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辞 张洪波 先生，北迈科技董事长

车辆自动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智能公交驾驶系统”探索之路

讲者

汽车配件汽保行业高峰论坛，行业品牌盛会颁奖

09:00-11:30

10:00-17:00

饶隆 先生, SPC-RYDANZ-SPORSKY 车队总监

成晨 先生，Unlimited Performance 车队负责人&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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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IN是创造驾驶乐趣的减振器专业制造商 
o

谢勇波 先生，中国中车电动软件应用部部长

题目 讲者
致辞 王丰余 先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秘书长

2018年11月28日

2018年11月28日

讲者

13:30-16:00

13:30-16:30

13:00-17:30

11:00-11:30

12:30-13:00

美国商用车后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汽车后市场产业链创新论坛暨北迈网新战略发布会 
o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汽车后市场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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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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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3:35

13:50

14:10

14:30

14:50

15:10

15:30

15:5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5-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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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13:00

13:05

13:30

14:30

15:15

15:3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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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汽车后市场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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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汽车后市场行业政策解读

汽车后市场大咖分享&合作交流

题目

突破传统模式，打造汽配人自己的电商平台

Mario Sela 先生，Bitkom e.V.

在数字和电子化环境下后市场发展的趋势 王慧 女士，海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迎接智能网联汽车黎明—开发平台构建和实践 周友辉先生，戴尔易安信首席企业级技术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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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西产 先生，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

周友辉先生，戴尔易安信首席企业级技术架构师

明日出行的多元化发展 应宜伦 先生，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智联时代，汽车产业的变革—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

题目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上海）、中国电子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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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

讲者

上海智慧出行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探讨 朱昊 先生，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智能交通工作委员会主任

主办单位欢迎辞 中国电子商会、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荣辉 先生，北汽集团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数字化和智能网联—消费者对德国自动驾驶的看法

2018汽配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 
o

圆桌讨论：明日出行会遇到的挑战与应对？16:10

合作伙伴代表发言 郑长明 先生，杭州早竹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监
合作伙伴代表发言 种传法 先生，山东昱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Mario Sela 先生，Bitkom e.V.

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变化高峰论坛 
o

2018年11月28日

2018海康威视车品发布会 
o

M2新产品介绍 徐张黔 先生，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刘彦 先生，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主持人开场

拥抱新时代，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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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宜伦 先生，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王慧 女士，海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13:30-17:00

朱西产 先生，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

整车厂在明日出行的布局

13:00-16:30

13:00-17:00

主持人：陈宣屹 先生，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售前经理

主题

海康威视汽车电子品牌介绍

2018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os

2018年11月28日

G2智能行车记录仪新品介绍 刘攀 女士，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2018年11月29日

嘉宾介绍 主持人：张翔 先生

荣辉 先生，北汽集团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朱昊 先生，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智能交通工作委员会主任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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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赞助商 黄金赞助： 白银赞助：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00

09:10

09:30

10:00

10:45

11:15

13:30

14:00

14:25

14:50

15:45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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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时间
09:00

09:15

09:20

09:25

09:30

09:50

10:30

10:50

11:10

11:30

13:30

13:50

14:10

14:30

14:5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3-04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30

10:00

10:30

11: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漕河泾万丽酒店 语言 中文

09:00-17:00

09:00-17:00

09: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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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汽车产业合作前景分析 许综文 先生，马来西亚汽车行业总会会长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办方致辞
我国汽车市场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

主办方致辞

美国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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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量化应用—SMC尾门 何驾涛 先生，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论坛开幕致辞及介绍嘉宾领导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主办方致辞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上汽集团海外战略规划及市场开拓经验 邵健强 先生，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策略规划总监

万向集团

产融结合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重汽“一带一路”市场布局及经验分享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汽车全球品牌战略及市场规划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政府

2018年11月29日

讨论主题：新形势下我国汽车产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题目

讲者

主持人：李斌斌 先生，正时汽车CEO

嘉宾：
姚建勋 先生，Wolk Aftersales Experts 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及亚洲）

张科 先生，优汽创始人兼CEO

关维 先生，车店无忧副总裁

项展洲 先生，上海驷惠软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程 先生，上海力洋软件科技有限公司CEO

主持人：王尚谦 先生，美国BPI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CAF执行委员会

嘉宾：
蒋仁海 先生，快准车服创始人兼CEO

白思浩 先生，曼•胡默尔汽车售后总裁兼总经理

Dave Barbeau先生，Barbeau咨询有限公司CEO

周大军 先生，华胜集团总裁

“中国心”2018年度十佳发动机颁奖典礼 
o

第四届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 
ors

均胜电子海外并购及市场开拓经验

徐长明 先生，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开幕欢迎辞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整车企业协同发展

2018年11月29日

题目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开场

杨梅香 女士，中国恒瑞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中美汽车售后市场盘点与展望 郎学红 女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及产业协调部主任

题目 讲者

周劭阑 女士，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Jens Schueler先生，美国汽车后市场供应商协会董事会副主席兼舍弗勒全球汽车售后

市场销售及市场总裁

圆桌讨论4：大数据时代，如何运用数据这一重要武器

讲者

圆桌讨论2：不同模式的供应链平台的生存之道

庆岩 先生，京东汽车后市场部总经理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上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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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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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大趋势：对未来售后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影响 Philippe Thegner 先生，海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汽配供应链、连锁如何加速后市场布局 陈海生 先生，AC汽车联合创始人主编
汽车金融业务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张后启 先生，中驰车福董事长兼CEO

O2O与电商模式在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之路

对中国车企对外投资和海外运营的几点建议 王志乐 先生，中国贸促会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副主席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和建议 许海东 先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

主持人：周刚 先生，上海加策咨询有限公司CEO

嘉宾：
蔡永志（李逸）先生，新康众COO、天猫汽车后市场总经理

李光明 先生，好美特汽配连锁联合创始人兼COO

江永兴 先生，开思时代创始人兼CEO

张希文 先生，汽车后市场企业独立顾问

圆桌讨论3：中国汽服连锁品牌如何走向成熟

主持人：付小军 先生，聚汽网创始人兼总编辑
嘉宾：
倪俊杰 先生，标致雪铁龙（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售后市场商务拓展总监
谢光超 先生，驰加（上海）汽车用品贸易有限公司网络及业务发展总监
柳青 先生，大师钣喷中国区总裁
张久鹏 先生，德师傅汽车服务连锁CEO
唐智勇 先生，四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整车厂进入汽车独立售后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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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健 先生，康隆远东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业务经理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orf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DecoJect—高端汽车内饰件模内刻纹与注塑成型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为车企国际化发展带来新机遇 吴松泉 先生，中汽中心首席专家、汽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用于CFRP汽车部件量产的工艺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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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1:30

刘海涛 先生，恩格尔工艺部门副经理

汽车轻量化高性能复合材料配套解决方案

15:30

万向集团

圆桌讨论1：中国与欧美汽车后市场对比分析及渠道发展趋势分享

2018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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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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13:30

15:00

16:00

16:40

17: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漕河泾万丽酒店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25

09:50

10:15

10:40

11:05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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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09:00

09:10

09:30

09:50

10:10

10:25

10:55

11:10

11:25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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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时间
09:30

09:40

10:20

11:00

14:00

15: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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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13:30

13:50

14:10

14:30

14:50

15:10

15: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5-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00

14:00

16:00 “承载商品流动的数据体系—论汽配产业链的改善”   
陈海峰 先生，中汽中心汽车流通与后市场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晨阳 先生，华诚认证中心新业务部部长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rs

12:30-17:302018年11月29日

IM制度专家

2018年绿色钣喷高峰论坛 
o

09:00-12:00

09:00-12:00

刘晓冰 先生，笛威欧亚汽车科技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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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联合 成方圆

2018年11月29日

配件中心仓链接终端门店的价值

从资本角度看商用车后市场

物流协会领导

2018年商用车后市场连锁发展论坛暨大成全国卡修联盟揭牌仪式 
a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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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 CCIS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合作交流会 
o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汽车修理工作委员会、精友国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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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李忠心 先生，运联传媒研究院总监
商用车汽配供应链对维修连锁的相互依托与保障 沈忠华 先生，江苏正大富通总裁

认证零部件助力汽车售后生态圈建设  
题目

陶巍 先生，中国汽修协会副会长、上海机动车环境治理协会会长前置主动抑制技术—内燃机减排节能装置

介绍蓝天保卫战及IM制度相关内容
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汽车检测维修I/M制度

区块链技术如何赋能连锁企业
终端门店管理提升和转型升级之道

参观行程

汽车·创新港
蔚来汽车车厂
返回展馆

中国物流业高速发展对商用车后市场服务的新期望

09:00-12:00

智创精艺，共赢未来 
a

讲者

亚太汽车认证零部件联盟的合作思路与成就 

李文峰 先生，无锡“车同轨”首席运营官

维修保养行业设备制造的升级与转型

全国终端连锁门店高峰论坛 
o

09:30-16:00

龙艳 女士，大航海资本副总裁

致辞 中汽协商用车分会领导

合作 交流 共进

题目

李峰麟 先生，雄创（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11月29日

讲者

展馆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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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国外汽车后市场连锁发展经验及中国物流业强强聚合后高速发展案
例对商用车后市场的启示

何巍 先生，重庆聚风集团董事长

2018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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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2018年11月29日

北京慧鸿通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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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上海大众车厂
零部件生产企业

中国商用车维修连锁成功案例分享一 陈国刚 先生，大成卡修连锁创始人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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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心”2018年度新能源动力系统颁奖典礼 
o

2018年11月29日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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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钣喷环保工艺的发展趋势及新环保技术的运用与推广
严峻的环保风暴下，终端汽车钣喷服务企业该如何转型升级

题目 讲者

14:30-16:00

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站）建站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李忠心 先生，运联传媒研究院总监

熊欣 先生，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销售经理

赵建国 先生，福建众创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题目

圆桌讨论：钣喷设备制造商到终端服务企业该如何应对环保新政

林少明 先生，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汽车产品系统事业部高级培训经理
李华志 先生，广州雅泰汽车钣喷服务有限公司CEO、广东汽车流通协会配件专委会副

主任（钣喷工作组长）

柳青 先生，苏州汽车人汽修管理有限公司CEO

孙淼 先生，广东景中景工业涂装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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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科 先生，北京优汽创始人兼CEO

王逢玲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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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汽车尾气综合治理系统
渠桦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发展战略咨询专家

中国商用车后市场发展方向研讨圆桌沙龙

赵艺林 先生，中汽协后市场商用车分会高级顾问

中国商用车维修连锁成功案例分享二 傅爱华 先生，车畅行总裁

韦一 先生，（M站）建站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编写组成员高级工程师

13:00-17:00

科学 环保 安全 创新—中国汽车后市场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o

10:00-16:00

技术革命引领润滑新时代 康小芳 女士，全国工商联皮卡SUV专业委员会会长
M站建设条件—检测相关技术方案 李书华 先生，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2018年11月29日

异业联盟推动终端门店连锁发展 李启湛 先生，车通云电商平台副总裁

绿色环保喷涂工具技术分享

继续引领中国绿色钣喷之路

绿色环保钣喷中心运营模式

讲者
领导致辞
终端连锁门店的发展趋势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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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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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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4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00

13:30

15:15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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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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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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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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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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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时间
09:30

09:35

10:05

10:55

11:25

11:50

13:20

14:00

14:50

15:20

题目 讲者

中国电动汽车场地锦标赛介绍；电动车赛事中民用电动车未来的普及化；汽油车和电动车改装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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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聚驾派分享沙龙”汽车后市场门店经营的多元化突破 
o

2018年11月29日

创造移动出行的未来

讲者

2018年11月29日

汽车行业新媒体的应用与创新（案列分享）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11月29日

教你精耕细作洗车美容 
o

汽车后市场新媒体传播玩转精准营销（实战解析）

赵峰 先生，曼芙丽•中国董事长

15:30-16:00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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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题目

加速发展移动出行的未来

圆桌讨论：促进用户体验改善的颠覆性技术 Nicolas du Cray 先生，凯辉创新基金合伙人科技初创企业

移动出行的未来 特邀嘉宾
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未来移动出行 Bernd Pichler 先生，艾康尼克首席营销官

讲者
林彬 先生，超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技术与产品经理

14:30-15:00

15: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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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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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黄炜 先生，上海铭泰义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CECC赛事总监

自动驾驶 百度
区块链作为改变未来移动出行模式的推动因素

刘凤喜 女士，上海追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00-14:30

10:30-11:30

13:00-14:00

13:30-17:00

国内首届M2K街道赛赛事介绍；M2K街道赛赛车改装技术解析 
o

重新定义“膜”：大师全膜护（车窗膜、车漆膜、建筑膜）解决方案的崭新机遇与运营体系 
o

讲者
刘曦 先生，蛙赛赛事创始人

陈灏 先生，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互动及头脑风暴

未来的出行模式 刘岱宗 先生，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

简述—新媒汽车后市场新玩法（传播、互动、营销）

Motul润滑油在各项赛事中的运用及对于中高端改装车的产品优势 
o

超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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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上海安奇汽车用品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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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谱集团车品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规划 

o

智能网联汽车上海峰会 
orfs

李振宏 先生，上海安奇汽车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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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曼芙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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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试点示范区建设与运营
曾牧 先生，DEKRA集团东亚&南亚区总裁、DEKRA集团执行副总裁

上海驾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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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涛 先生，苏打出行首席执行官

林瑜 先生，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追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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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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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00

09:30

10:00

10:5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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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5-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4-03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M5-02会议室 语言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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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13:30

14:45

16:00

17:00

17:30

蔚来汽车

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os

09:00-17:00

10:00-17:00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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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9日

13:30

13:30

13:30

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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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f Morich 先生，Opensynergy VP

主机厂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战略

康伯涵 先生，罗兰贝格合伙人

主持人：殷承良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嘉宾：贾可 先生、上汽、东风、华晨、吉利
圆桌讨论: 汽车产业生态的变革

郭淑英 女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沃尔沃

题目

零部件公司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

讲者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SAE International 国际自动机工

程师学会

分会场C：汽车电子关键技术

分会场B：汽车智能化技术

分会场A：汽车电气化技术（电机、电控）

2018年11月29日

中橡狼牌轮胎“耐刺扎、防漏气”主题产品宣讲会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o

恩智浦半导体
量子软件系统
英国ARM公司

丰田汽车

上汽技术中心

欢迎致辞和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优秀企业家及技术创新奖颁奖典礼

SAE 2018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一天）orfs

伊顿 eMobilty

汽车行业颠覆性变革与创新

法雷奥

曾用 先生，黑芝麻智能科技
百度

电装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rs

中国轮胎行业传统渠道贸易转型中的机遇和发展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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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echanika 全球展览会推介会 
os

如何增加在欧洲的轮胎销售量？

主题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11月29日

以智慧仓配中心为圆点，联动商家、商品与服务

Martin von Wolfersdorff 先生，Wolfersdorff Consulting Berlin 回收专家

上海大众车厂
上海汽车博物馆
零部件生产企业
汽车·创新港
返回展馆

河南省狼牌轮胎科技有限公司

圆桌对话：汽配供应链各环节的融合协作与价值联动

保险公司如何借助汽配电商平台实现降本增效

Sandro Garcia Salmones 先生，Valebridge Media Services 项目经理

汽配商家从传统批发到线上零售的转型之路

13:30-16:30

14:00-16:00

12:30-17:30

主题

13:00-17:00

1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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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分别在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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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回收的未来发展

洪群联 先生，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

中国轮胎电商业务展望

2018年11月29日

七仓联动 服务全国—2018中国汽车后市场全价值链高峰论坛 
o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赵正波 先生，甲乙丙丁网总经理

中国轮胎行业形势与政策走向

2018年11月29日
题目 讲者

城市合伙人时代：汽车后市场服务落地的关键一环

题目

针对西方市场优化轮胎品牌

David Shaw 先生，Tire Industry Research (TIRes) 首席执行官
沈惠兴 先生，上海曲阳轮胎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轮胎协会会长

阿里巴巴

展馆出发
参观行程

李威 先生，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电子事业部总经理
龙元香 先生，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百度

2018年11月30日

轮胎的未来—看耐扎防漏轮胎如何改变世界 
o

青岛普惠云商科技有限公司、Valebridge Media Servi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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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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语言 中文
时间
09:20

09:40

10:00

10:30

11:00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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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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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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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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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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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语言 中文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
时间
08:30

13:30

主办单位
日期 时间 地点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语言 中文、英文
时间
09:00

09:30

10:0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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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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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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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提供中/英文同声翻译
c  提供中/英文交替翻译

圆桌讨论二：未来出行

汽车产业如何应对未来出行趋势

10:00-17:00

10:00-11:00

科诺达

讲者
畅天浩 先生，重庆安福汇

15:00-15:30

未来出行思考与实践 周平 先生，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未来出行机遇与挑战

题目 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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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

讲者

曹元圣 先生，G-stance汽车服务中心创始人

2018年11月30日

题目

顾敏 女士，亿泰精密工业（南京）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CATS组委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配件工作委员会、中国维修配件产业发展白皮书编委会、CA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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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S中国汽车产业新技术峰会上海站暨智能创新与产业白皮书研讨会 
o

2018年11月30日

吴杰 先生，车手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培训 
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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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

SAE 2018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二天）orfs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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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

讲者

2018年12月01日

讲者
车用驱动电机原理、设计、验证 曹红飞 先生，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机车赛事分享与民用机车改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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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辉 先生，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欧拉出行CEO

中汽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会议

车用驱动电机及电力电子技术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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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驭势

讲者
杨松有 先生, 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改装分会常务副会长

如何改装皮卡后斗来扩展功能性？自驾游路线不同，装备大不同 
o

亿泰精密工业（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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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驱车和后驱车改装分析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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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俊 先生，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08:30-17:30

09:00-17:00

华为

2018年11月30日

13:00

09:00-12:00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华东地区改装风格、车型及改装配件分享 
o

路康 先生，马蹄轮毂创始人

外观改装的趋势及发展 
o

2018年11月30日

讲者

张绍钧 先生，龙锻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改装店现状及未来发展模式（刹车系统 、轮毂、加强件等产品分析）o

圆桌讨论：产业白皮书的发展及意义

汽车产业新技术发展趋势与应用
汽车后市场智能与区块链探索
汽车维修与配件供应链创新及车企查创新实践
中国维修配件产业白皮书路线图
圆桌讨论：智能助力汽车与后市场产业发展

题目

何贤辉 先生，EMC上海汽车俱乐部执行总裁

李冰 先生，上海匠神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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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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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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