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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于下个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揭幕的 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
会，喜迎八方来客，届时预计将有 14 万名汽车行业专业买家亲临现场。
作为每年展会受瞩目的同期活动，展会主办方已展开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
筹备，2018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同期将有 50 余场内容丰
富、涵盖汽车全产业链最新热点议题的同期活动缤纷上演，以满足业内人
士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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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的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
组织众多高质量同期活动，为汽车行业各领域专业人士分享前沿发展趋
势、开拓商贸网络、畅言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届时将迎来逾
250 位重量级汽车行业领袖担任演讲嘉宾。
目前，中国汽车售后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着眼于该市场规模井喷式的
发展，汽车后市场成为中国汽车产业最大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随之而
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也急需面对和克服。将于 11 月 29 日举办的 2018 年
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邀请到行业内的重磅领袖担任演讲嘉宾，他们包
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秘书长兼产业协调部主任郎学红女士、大师钣喷
中国区总裁柳青先生、康众汽配的连锁创始人兼 CEO 商宝国先生和 Wolk
Aftersales Experts 公司中国及亚洲董事总经理姚建勋先生。他们将重点
分析汽车后市场供应链各环节发展中的关联性。
本届高峰论坛将聚焦国内外汽车后市场的热点及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和合
作机遇。议题将围绕中美汽车后市场 ，探讨中美跨国零部件企业售后业务
的电子商务差异与冲击、服务连锁门店的生存之道、整车独立售后业态、
汽车金融、保险业务的潜力空间等话题。
此外，与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AIAG）合作举办的 AIAG 汽车零部件
采购高层及供应商峰会将于 11 月 28 日举办，邀请来自通用汽车、福特、
菲亚特-克莱斯勒、沃尔沃、帕卡、吉利、蔚来汽车、博世、博格华纳、法
雷奥、康明斯及其他汽车公司的采购及质量高层齐聚一堂，与业内同仁分
析亚太及中国地区最新的采购战略、需求、质量管理及供应链发展趋势。
本届峰会作为国内专业的采购及质量交流平台，将有数百位来自主机厂、
一级零部件供应商、汽车企业、质量管理、采购及供应链团队参加。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
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 层，200122

随着自动驾驶、数字化发展、共享经济及社交网络的不断兴起，全球汽车
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应对汽车产业瞬息万变的趋势，于
11 月 28 日举行“2018 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此次研讨会汇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索中国新能源汽车、智能网
联、自动驾驶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演讲题目包括探讨 2018 年中德两
国自动驾驶领域的安全标准及实施难点，揭示未来汽车产业服务与移动领
域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届智能网联汽车上海峰会将再度回归并于 11 月 29 日盛大举行，本届
会议主题将围绕“制胜未来，共建数字出行新生态”， 共同探讨中国未来
数字出行生态系统发展趋势，包括未来交通商业模式的优化、中国“互联
网+汽车”模式及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中外合作创新等。众多
业内领军代表将担任演讲嘉宾，他们包括艾康尼克首席营销官 Bernd
Pichler 先生、Automobility Ltd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Bill Russo 先生、凯
辉创新基金合伙人 Nicolas-du-Cray 先生、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
市项目主任刘岱宗先生等。
与此同时，汽车材料的进化与发展在汽车制造和设计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汽车轻量化材料的研发备受关注。将于 11 月 28 日再
次举行的 2018 年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将从设计
开发、生产制造、成本投入、产出效率以及材料、模具和工艺建议等整个
生产周期，全面介绍先进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型高科技汽车轻量化材料，
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应用，化解当前面临的痛点并提供解决方案。此外，
配合会议，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现场特别设置了“先进复合材
料及汽车轻量化创新应用展示区”，以“会”“展”相结合的全方位展示
模式，为专业与会者带来全新视野。
近年来，严格的环保政策正席卷着整个中国汽车售后市场，传统的钣喷服
务行业面临着愈来愈高的环保压力。为了助力业内从业人员应对环保新政
策、提升环保钣喷产品质量、钣喷企业转型升级的解决方案，2018 年绿
色钣喷高峰论坛应运而生，将于 11 月 29 日举行。论坛将邀请多位来自大
师钣喷、费斯托、 景中景、美施联科、雅图高新材料等龙头企业的知名从
业者及专家发言。
今年，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聚焦“绿色，智能，高性能轮胎”主
题，于 11 月 29 日在展会现场首次开设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旨在
打造其成为亚洲轮胎工业的专业会议。将热烈探讨中国轮胎企业亟待解决
的问题，包括面对出口困境的突破瓶颈、海外轮胎企业打入中国市场的快
速途径及轮胎产业的最新技术和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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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重磅演讲嘉宾包括来自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
洪群联博士、英国轮胎工业研究中心(TIRes)的首席执行官 David Shaw
先生、西班牙 Valebridge Media Services 项目经理 Sandro Garcia
Salmones 先生、上海轮胎协会会长沈惠兴先生、甲乙丙丁网总经理赵正
波先生以及德国 Wolfersdorff Consulting Berlin 回收专家 Martin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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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rsdorff 先生将凭借他们在此领域的丰富经验作精彩分享。
除了上述的同期活动外，其他覆盖不同领域、创新视角、精彩绝伦的各场
研讨会、论坛及峰会将在为期四天的 Automechanika Shanghai 轮番登
场，它们包括：
-

第四届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
2018 第十届 Autohaus China 上海国际汽车经销商峰会
2018 年 CCIS 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公共交通智能化技术研讨会
汽车后市场配件商供应链营销创新论坛
全国终端连锁门店高峰论坛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培训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研讨会

2018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资料及同期活动详情已于大会网站
公布，欢迎访问展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下载
上一届展会现场精美照片。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由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
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是 Automechanika 品牌展览会之一。
该全球品牌展遍及非洲、亚洲、欧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在全球范围
内共举办 17 场专业展览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亦可通过热线电话+86
21 6160 8499 或电子邮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咨询。
-完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4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69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
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cn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中机国际）是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商业会展和贸易成套相关业务。商业会展是中机国际的核心主
业，公司拥有多年的办展经验和专业的办展团队。目前，公司在国内 30 多个大中城市举办了众
多国际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汽车展览，每年独立或参与主承办的展览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
有关公司详细资料，请参询网页：www.sinomachint.com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
服务用品展览会
上海，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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