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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连接海内外汽车市场，共谋行业发展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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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汽车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了战略调
整的步伐。Automechanika Shanghai 通过线下展会和线上服务平台的
创新结合，为行业发掘新的发展方向。第 16 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于 2020 年 12 月 2 至 5 日（星期三至六）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由于旅行限制而无法亲临现场的业内人士届时可以通过在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开放的 AMS Live 线上平台共同参与这场全球汽
车行业盛会。展会现场包括明日出行在内的各板块产品展示和多场备受关
注的同期活动，众多首次参展的企业、专业观众及业内人士将通过展会共
谋未来汽车产业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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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女士表示：“经历多年发
展，Automechanika Shanghai 已成为汽车产业具影响力的行业服务平
台，并建立了庞大的全球合作网络。面对当前的挑战，展会是推动行业创
新和跨界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借着 AMS Live 实现线上+线下的创新服务
模式，让展会能继续发挥丰富的资源优势，联动全球汽车行业各领域同
仁，一同支持产业的长远发展。”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作为今年极少数如期举行的大型汽车行业展览
会之一，为众多企业提供了建立品牌形象的良机。通过实体展会及线上展
示平台，参展商可以借机增加品牌的市场曝光率，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
度，并通过展会平台发布新产品、新服务，并向更广大的目标客群推广前
沿技术。
众多海内外知名品牌也将于 Automechanika Shanghai 首次参展, 包括
Arnott Air Suspension（荷兰）、宝马弹簧（瑞士）、Cartender Japan、
FR Team International（卢森堡）等将亮相展会。国内知名品牌亦同场亮
相，其中包括长安福特、东风实业、北汽福田等业内领先的零部件制造
商，商用车售后服务连锁品牌——新瑞立汽配连锁以及国内最大的子午线
轮胎出口品牌之一的万力等。
多个领军品牌亦重磅回师，包括 DeVilbiss、MP Concepts、埃尼、艾沃
意特、安驰、邦邦、布雷博、车王、丰田通商、福斯、富奥、冠盛、汉格
斯特、汇润机电、京安途、康众、力魔、卢卡斯、马勒、米其林生活时
尚、日用友捷、上汽集团、世达、硕大电子、索纳克斯、天御远东、万
安、万力、万向、亚太、一汽-大众仲谋、元征及中原内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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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更广泛行业资源， 助力产业科技升级
明日出行板块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初创企业、科研机构及众多项目孵化和
创新的中心枢纽的重要角色。该板块将汇聚众多数字化技术、可替代能
源、无人驾驶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最新出行服务等领域的参展企业。
多家本地知名企业将再次参展，包括亚太机电、万安和苏州达思灵。此
外，以色列商会将首次组织展团参展，企业如 Eyesight Technologies、
Gauzy 、Opsys 、Stratasys Ltd、UPPRO、VisIC 将把先进的 3D 打印技
术、汽车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光学雷达、多谱传感器、氮化镓（GaN）晶
体管、阳光控制调光膜和人工智能辅助驾驶体验等带到现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再一次携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孵化中
心（ICVIC）打造企业赋能的平台明日出行尚研科创成果展示区。30 多家
初创企业及高新技术公司将展示汽车行业创新成果，技术领域包括智能网
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新检测技术及装备等。
此外，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共同合作打造的长三角一体
化智慧公交展示区则通过展示 5G 应用、智能驾驶、车路协同技术和城际
公共交通相关产品，探索智能公共交通的未来发展趋势。
位处同一板块的中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将联手包括中国中车、
昌辉集团、硕大、斯巴克瑞和西埃在内等多家顶尖新能源零部件企业，共
同探索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解决方案。而先进复合材料及汽车轻量化创新应
用展示区将带来新能源汽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轻量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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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对
新能源汽车和未来出行服务领域的投入持续攀升，Automechanika
Shanghai 在协助推动绿色汽车产业的科技创新和基础建设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海内外企业将展出最新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开拓更多跨领域和
跨国界的合作机遇。”
同期活动线上直播，促进线上线下与会者互动交流
本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带来 50 多场高质量的同期活动，多场
重磅活动将会在 AMS Live 线上频道实时直播。展会将邀请逾 215 位演讲
嘉宾来到现场或在线分享汽车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与后疫情汽车产
业的前景等话题。
计划于线上平台进行直播的 2020 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当中的圆桌
讨论邀请了多位国外汽车后市场的行业专家、企业领袖探讨疫情对不同地
区的汽车后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将以线上和现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讨
论。会议将由 AASA- CAF 执委会副主席、BPI 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
理王尚谦先生到场主持，演讲嘉宾包括：
 Paul McCarthy 先生，美国汽车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主席
 Gaël Escribe 先生，纳恪偲国际汽车后市场集团 CEO、董事会
成员
 Christian Kuechlin 先生，马勒亚太区售后市场总监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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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Peter Tuerk 先生，梅施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军先生，普华永道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合伙人

与此同时，2020 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及供应商峰会将汇聚多个全球知名
原厂设备制造商和渠道商，共同探讨供应链最新发展趋势和面对的挑战。
部份与会嘉宾包括：
 Ashwani Muppasani 先生，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采购与供应链
总监
 高晓兵女士，福特大中华区采购副总裁
 James S. Bruin 先生，IAOB 执行董事，IATF 战略发展部/国际汽
车监督局(IAOB)
 柯文先生，博世集团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采购副总裁
 陆梅女士，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副总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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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整体展示面积达 280,000 平方米，预
计将迎接约 3,900 家参展商齐聚一堂。本届展会全面聚焦“共建未来汽车
生态圈”主题，优化升级七大板块和三大特色专区，助力汽车行业跨界共
融。鉴于现时各地实施的出行限制，AMS Live 在线平台将为实体展会的
与会者及境外观众提供便捷的商贸对接方案。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在线实
时的产品展示、在线即时对话、在线商贸配对、同期活动直播等功能。
展会由法兰克福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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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高度重视展会期间与会各方的公共卫生安全，展会将与
地方疫情防控部门展开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的联防联控措施，确保与会
者的健康安全。
如需了解更多展会资讯，请通过热线电话+86 21 6160 8499 及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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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个地区聘用近 2,6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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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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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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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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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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