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截至2020年11月29日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09:30-11:30
上海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上海市汽车零

部件行业协会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5.1论坛区

(5.1H62 展台)
中文

10:00-20:00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会展中心电影院

1号、7号厅
中文

13:30-16:30 天津市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中文

13:00-17:00 一马传媒《汽车售后服务》杂志社
国家会展中心5.1论坛区

(5.1H62 展台)
中文

11:00-11:30

11:3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09:00-12:00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中国

公交信息网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09:00-12:0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

店

2楼大宴会厅2+3

中文

英文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北馆明日出

行活动区
中文

13:30-16:30 中国电子商会、上海电子商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

店

2楼大宴会厅2+3

中文

英文

10:00-17:00
AMS Live 空间（2.1F01

展台）
英文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0同期活动总览

2020年12月2日 星期三
活动

AIAG 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与供应商峰会

部件及组件

13:30-16:40
主题：疫情下国际市场分析，分享经验共享资源，国内国际市场共发展

中文

中国汽车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峰会暨2020汽服门店年度颁奖盛典

中国（北方）商用车产业园项目发布会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2019-2020 Top20维修工具评选颁奖典礼

2020年12月1日 星期二
活动

部件及组件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活动

部件及组件

主题：洞见趋势、顺势谋变
08:00-17:00

2020中国商用车后市场年度大会（第一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委员会、中国汽车

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城瑞立酒店 中文

商贸配对洽谈会（境外买家）

08:00-12:00
2020中国商用车后市场年度大会（第二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委员会商用车部 上海汽车城瑞立酒店 中文
主题：洞见趋势、顺势谋变

2020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委员会商用车部、

商用车服务网

立足双循环新格局，构筑产业链新优势——2020年长三角汽车零部件行

业公平贸易及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地库改装俱乐部、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国家会展中心8.2F118 中文

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2020年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交流国际论坛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2020佛山国家高新区（上海）招商推介会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酒

店
中文主题：展现领军品牌形象、发布重大创新成果，总结成功经验，提升品

牌影响力，传播行业正能量，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主题：主机厂和供应商们由于新冠病毒等突发因素, 面临着供应链的中断

。会议将邀请汽车行业负责人阐述采取何种举措及规划，以应对汽车管

理系统中新出现的挑战。

国家会展中心电影院

4号、13号厅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中文

英文

国家会展中心

M3-03会议室

10:00-16:00

第三届智慧公交创新发展“明日出行”论坛

赛车的研发及比赛规划

中国汽车运动介绍

国内外直线加速赛分享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介绍

中国飘移锦标赛及D1漂移赛赛事分享

2020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14:45-16:20
主题：产业与科技共生，创新与时代共舞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主题：2019-2020中国汽车后市场市场发展现状、趋势研讨及20佳维修工

具、养护用品评选颁奖

17:00-20:30 《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扬子江万丽酒店 中文

2020（第十三届）国际汽车技术年会暨“汽车创新技术大奖”颁奖盛典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2020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13:00-18:00 慧聪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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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20年11月29日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4:00-16:30 德国弗戈工业传媒
国家会展中心

M3-03会议室
中文

13:30-16:30
上海市工商联汽车保养和维修设备商会、一

马传媒《汽车售后服务》杂志社

国家会展中心5.1论坛区

(5.1H62 展台)
中文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4:00-15:00

15:00-15:30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北馆明日出

行活动区
中文

09:00-12:00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10:00-12:00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1-04会议室
中文

10:00-17:00
AMS Live 空间（2.1F01

展台）
英文

10:30-11:00
国家会展中心2.1会议区

(2.1E01 展台)
英文

13:30-15:30 上海亿贝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1-04会议室
中文

14:00-15:30

Australian Automotive Aftermarket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USA)、俄罗斯

亚洲工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

国家会展中心2.1会议区

(2.1E01 展台)
英文

14:00-16:00
优选买家俱乐部

(2.1D01 展台)

中文

英文

14:00-16:15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电影院

1号厅
中文

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汽车修理工作委

员会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主题：修保联动——保险理赔与维修服务的生态链接

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SAE 2020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

（第一天）

主题：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

09:00-16:0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中文

英文

上海国际汽车投资机遇研讨会

2020中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理事会
中文

英文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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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理事会将围绕新能源电机电控关键技术路线与发展战略，新

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统一标准等议题展开一系列探讨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REIFEN轮胎轮毂

2020年汽保行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高性能赛用刹车片介绍及分析

汽车改装市场及未来分析

地库改装俱乐部、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国家会展中心8.2F118 中文

主题：轮胎企业与汽车企业配套匹配技术研讨及国际前沿轮胎动力学测

试技术及设备分享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中文

汽车个性化空力套件定制与个性定制排气系统的介绍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商贸配对洽谈会（境外买家）

高性能避震器与赛车竞技结合

高性能赛用轮毂与民用轮毂区分及介绍

2020汽车零部件创新技术论坛

2020年汽车诊断行业技术研讨及新品发布

活动

部件及组件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020（第四届）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中文
2020汽配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

09:00-12:00
主题：穿越疫情，行业危机中的创新破局

2020汽车尾气治理高峰论坛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培训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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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

店

2楼大宴会厅2+3

中文

英文

国家会展中心5.1论坛区

(5.1H62 展台)

国家会展中心电影院

4号厅
中文

主题：汽车检测与维护（I/M）制度高峰
13:00-16:15

2020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主题：关注疫情下全球汽车后市场行业现状，如何打造产业新周期价值链的高效模式
09:30-17:00

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eBay汽配品类招商宣讲会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商贸配对洽谈会（境内买家）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买家说明会

市场概况及机遇

13:00-16:30

2020轮胎与车辆匹配技术高峰论坛暨国际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

一天）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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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20年11月29日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0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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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

店

2楼大宴会厅2+3

中文

10:30-11:00

11:00-11:30

14:00-14:30

14:30-15:00

13:30-17:00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

店

2楼大宴会厅2+3

中文

英文

09:30-16:30
上海麦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东方

益达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3-03会议室
中文

10:00-12:00 腾讯企点
国家会展中心5.1论坛区

(5.1H62 展台)
中文

10:00-12:0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
国家会展中心2.1会议区

(2.1E01 展台)
英文

10:00-17:00
AMS Live 空间（2.1F01

展台）
英文

13:00-17:00 易隼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

M3-02会议室
中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0:30-11:00
地库改装俱乐部、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国家会展中心8.2F118 中文

10:00-14:00
AMS Live 空间（2.1F01

展台）
英文商贸配对洽谈会（境外买家）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摩托车赛事介绍及改装分享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易隼智能汽配供应链——平台发布会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09:00-11:30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国家会展中心

M4-02会议室
中文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活动

REIFEN轮胎轮毂

2020年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09:00-17:00

活动

部件及组件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

2020轮胎与车辆匹配技术高峰论坛暨国际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

二天）

SAE 2020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

（第二天）
中文

英文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主题：轮胎企业与汽车企业配套匹配技术研讨及国际前沿轮胎动力学测

试技术及设备分享

商贸配对洽谈会（境外买家）

2020年12月5日 星期六

中非汽车后市场投资机会分享会

主题：智能化技术和用户体验

赛车改装助力汽车后市场

新一代汽车ECU设备即将颠覆全球汽车后市场和改装圈

地库改装俱乐部、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国家会展中心8.2F118 中文

中国大排量演变史

聚势待发•谋远共赢——2020年中国汽车经销商二手车行业发展论坛

2020汽车后市场服务营销数字化创新领航论坛

2020智联移动论坛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解析汽车电影中的点点细节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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