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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宣传启动会已于 2019 年 9 月 2 日

上海苏宁宝丽嘉酒店隆重举行，逾 180 位行业协会、长期合作伙伴们及媒

体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回顾展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乃至全球汽车行业极

速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主办单位和与会嘉宾畅谈了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行业定位和展会发展方向并表示将继续耕耘不辍盎然前行。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女士在活动中表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作为亚洲领先的汽车行业展览会，一直吸引

了众多全球汽车行业相关企业、组织及从业者共同参与。展会历经多年磨

砺和开拓，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平台早已突破了传统贸易展会的框架，着

眼于一个充满无限活力的未来，以共融之力全面拥抱汽车生态系统。”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未来发展蓝图 

可持续性是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基本发展目标之一。展会致力于

不断探索多元化趋势，鼓励更多产业链人士倾力参与，多年来已发展为集

信息交流、行业推广、商贸服务和产业教育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有鉴于

此，众多企业纷纷将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纳为公司战略发展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借此开拓全球市场商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参与者受益于展会在整个汽车供应链的覆盖

效果。展会除将继续聚焦汽车行业未来格局的创新工具和技术外，也将大

力推进与诸如汽车金融投资、初创企业、科研机构、人力资源及人材培训

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与融合。而展会在行业中产生的拉动作用，势必进

一步吸引更多国际性活动、合作会议以及产品发布在展会平台举行，还能

让企业、组织机构、汽车服务业及后市场决策者更积极深入地了解行业的

发展。 

 

此外，自 2015 年起，展会就推动绿色会展，大幅度使用可回收或循环再

利用的建筑材料或其它展览搭建材料，同时也积极向参展商宣传绿色会展

理念。未来主办方也将继续支持和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致力开展绿色会展

和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发展。 

 

于 2019 年展会体现未来发展蓝图 

今年，明日出行板块大力推动汽车生态圈理念和环境保护方向。该领域全

面揭示汽车行业向数字化、智能网联、可替代能源、自动驾驶、道路基

建、新型移动服务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以实现中国未来的绿色发展目

标。届时参展商日立化成将展示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低 VOC 绝缘涂料。亚

太机电则携全新的 5G 自动驾驶技术而来，为观众呈现未来驾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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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汽车

改装板块在汽车消费市场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发展势头迅猛且未来发展潜

力不可估量。例如，国家出台政策《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旨在通过消除众多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赛车、旅

游、文化和改装的发展。海内外知名改装品牌 YAKIMA 和 WINBO 等众多

参展企业将携轻量化赛车座椅、赛车用机油、高性能车窗膜、耐热制动片

以及其他汽车内外饰产品齐齐亮相展会，实现业务拓展目标。 

 

观众亦可在供应链及终端服务连锁专区了解到汽车售后服务领域内众多新

兴商业模式，该专区将汇聚连锁品牌和终端门店、独立汽车后市场运营

商、电商平台以及金融保险服务供应商等。 

 

其他包括汽车零部件、电子及系统、汽车用品、汽车维修及保养和

REIFEN（轮胎轮毂）在内的各大展品板块参展商都积极顺应行业发展趋

势，致力于改善和提高驾乘安全、燃油效率、环境保护、电子化和驾驶舒

适度。 

 

今年展会继续欢迎再度回归的参展企业，包括爱信、奔腾、博世、布雷

博、大陆汽车、德尔福、电装、法雷奥、富奥、康迪泰克、康众、蓝点、

马瑞利、摩特、欧洲维修(PSA)、上汽集团、万安、万勒及元征等。同时

也迎来一众新亮相的参展企业：邦邦、华胜、克诺尔、使力得、双丰、双

钱、中国船舶、中国石化润滑油及中汽中心等。 

 

此外，展会期间还会举办逾 50 场高质量的同期活动，助力汽车行业各领

域专业人士分享行业前沿资讯。其中多场备受期待的同期活动包括国际车

身修复行业专题研讨会（IBIS 中国 2019）、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明日出行高峰论坛及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等。

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全球各地的众多汽车行业专家，他们将围绕快速发展的

汽车市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一番精彩的分享和探讨。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往日荣光和背后功臣 

2004 年，首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在上海，这座全球最具发展潜力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城市之一举
行。当时吸引了 235 名参展企业和 9,138 名观众莅临。2006 年展会受欢迎的程度持续提升，主办方决定将
展会周期定为每年一届。自 2015 年以来，展会移师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以容纳更多的人流并带来更
好的参展及观展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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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永顺先生表示： 

“十多年前，Automechanika Shanghai 创立之时，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

市场正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汽车行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

众到大众的蜕变。行业经过最近两年的调整后，汽车行业依然会保持稳定

增长，全行业的发展前景更值得期待，以国际化、专业化为目标的展会必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众多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长期合作伙伴也在这次宣传启动会中对

于展会给汽车行业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向友恒先生表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是国内汽车行业珍贵的资源。作为参展商，

展会让我们和全球汽车市场成功接轨。多年来国内外企业一直致力于提升

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并借展会这个优秀平台，不断挖掘商机拓宽市场。

因此可以说展会已经成为推进行业增长、合作交流及技术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 

   

日立汽车系统埃斯佩尔坎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沈泉先生表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是一个促进商贸交流的高效平台，对我拓展

业务十分有益，我也是展会的忠实观众。展会历经多年发展，商贸交流的

功能进一步加强，每一年都能带来丰富多元的展品展示和同期活动等诸多

惊喜。Automechanika Shanghai 让我能够接触到新的商业合作伙伴，并

寻觅到符合我终端客户需求的产品及服务。我深信展会是行业的风向标，

在揭露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走向的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新机遇。” 

 

第 15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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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于 2019 年 12 月 3 至 6 日（星期二至五）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随着 2.2 号馆的扩容，本届展会整体展示

面积达 360,000 平方米，预计将吸引来自 43 个国家及地区的 6,320 家参

展企业齐聚一堂，展品范围涵盖整个汽车供应链。如需了解更多展会信

息，请通过热线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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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18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行业

领域保持紧密联系，在展览活动、场地和服务业务领域，高效满足客户的商业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庞大国际行销网络，堪称集团独特的销售主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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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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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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