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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連接海內外汽車市場，共謀行業發展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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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全球汽車業在轉型升級的同時加快了戰略調
整的步伐。Automechanika Shanghai 通過線下展會和線上服務平台的
創新結合，為行業發掘新的發展方向。第 16 屆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將於 2020 年 12 月 2 至 5 日（星期三至六）在國家會展中心
（上海）舉行，由於旅行限制而無法親臨現場的業內人士屆時可以通過在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開放的 AMS Live 線上平台共同參與這場全球汽
車行業盛會。展會現場包括明日出行在內的各板塊產品展示和多場備受關
注的同期活動，眾多首次參展的企業、專業觀眾及業內人士將通過展會共
謀未來汽車產業發展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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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劭闌女士表示：“經歷多年發
展，Automechanika Shanghai 已成為汽車產業具影響力的行業服務平
台，並建立了龐大的全球合作網絡。面對當前的挑戰，展會是推動行業創
新和跨界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借著 AMS Live 實現線上+線下的創新服務
模式，讓展會能繼續發揮豐富的資源優勢，聯動全球汽車行業各領域同
仁，一同支持產業的長遠發展。”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作為今年極少數如期舉行的大型汽車行業展覽
會之一，為眾多企業提供了建立品牌形象的良機。通過實體展會及線上展
示平台，參展商可以借機增加品牌的市場曝光率，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
度，並通過展會平台發佈新產品、新服務，並向更廣大的目標客群推廣前
沿技術。
眾多海內外知名品牌也將於 Automechanika Shanghai 首次參展, 包括
Arnott Air Suspension（荷蘭）、寶馬彈簧（瑞士）、Cartender Japan、
FR Team International（盧森堡）等將亮相展會。國內知名品牌亦同場亮
相，其中包括長安福特、東風實業、北汽福田等業內領先的零部件製造
商，商用車售後服務連鎖品牌——新瑞立汽配連鎖以及國內最大的子午線
輪胎出口品牌之一的萬力等。
多個領軍品牌亦重磅回歸，包括 DeVilbiss、MP Concepts、埃尼、艾沃
意特、安馳、邦邦、佈雷博、車王、豐田通商、福斯、富奧、冠盛、漢格
斯特、匯潤機電、京安途、康眾、力魔、盧卡斯、馬勒、米其林生活時
尚、日用友捷、上汽集團、世達、碩大電子、索納克斯、天禦遠東、萬
安、萬力、萬向、亞太、一汽-大眾仲謀、元征及中原內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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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更廣泛行業資源， 助力產業科技升級
明日出行板塊進一步增強了其作為初創企業、科研機構及眾多項目孵化和
創新的中心樞紐的重要角色。該板塊將匯聚眾多數字化技術、可替代能
源、無人駕駛汽車、新能源汽車和最新出行服務等領域的參展企業。
多家本地知名企業將再次參展，包括亞太機電、萬安和蘇州達思靈。此
外，以色列商會將首次組織展團參展，企業如 Eyesight Technologies、
Gauzy 、Opsys 、Stratasys Ltd、UPPRO、VisIC 將把先進的 3D 打印技
術、汽車高級輔助駕駛系統、光學雷達、多譜傳感器、氮化鎵（GaN）晶
體管、陽光控制調光膜和人工智能輔助駕駛體驗等帶到現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將再一次攜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創新孵化中
心（ICVIC）打造企業賦能的平台明日出行尚研科創成果展示區。30 多家
初創企業及高新技術公司將展示汽車行業創新成果，技術領域包括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新檢測技術及裝備等。
此外，與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城市公共交通分會共同合作打造的長三角一體
化智慧公交展示區則通過展示 5G 應用、智能駕駛、車路協同技術和城際
公共交通相關產品，探索智能公共交通的未來發展趨勢。
位處同一板塊的中國汽車新能源電機電控產業聯盟將聯手包括中國中車、
昌輝集團、碩大、斯巴克瑞和西埃在內等多家頂尖新能源零部件企業，共
同探索新能源汽車供應鏈解決方案。而先進複合材料及汽車輕量化創新應
用展示區將帶來新能源汽車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輕量化方案。
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程永順先生表示：“隨著全球對
新能源汽車和未來出行服務領域的投入持續攀升，Automechanika
Shanghai 在協助推動綠色汽車產業的科技創新和基礎建設中，發揮著關
鍵作用。海內外企業將展出最新科研成果和製造技術，開拓更多跨領域和
跨國界的合作機遇。”
同期活動線上直播，促進線上線下與會者互動交流
本屆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將帶來 50 多場高質量的同期活動，多場
重磅活動將會在 AMS Live 線上頻道實時直播。展會將邀請逾 215 位演講
嘉賓來到現場或在線分享汽車市場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與後疫情汽車產
業的前景等話題。
計劃於線上平台進行直播的 2020 年汽車售後市場高峰論壇，當中的圓桌
討論邀請了多位國外汽車後市場的行業專家、企業領袖探討疫情對不同地
區的汽車後市場所造成的影響，他們將以線上和現場相結合的形式進行討
論。會議將由 AASA- CAF 執委會副主席、BPI 集團副總裁兼亞太區總經
理王尚謙先生到場主持，演講嘉賓包括：
 Paul McCarthy 先生，美國汽車售後市場供應商協會主席
 Gaël Escribe 先生，納恪偲國際汽車後市場集團 CEO、董事會
成員
 Christian Kuechlin 先生，馬勒亞太區售後市場總監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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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Peter Tuerk 先生，梅施汽車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總經理
金軍先生，普華永道中國汽車行業主管合夥人

與此同時，2020 汽車零部件採購高層及供應商峰會將匯聚多個全球知名
原廠設備製造商和渠道商，共同探討供應鏈最新發展趨勢和面對的挑戰。
部份與會嘉賓包括：
 Ashwani Muppasani 先生，菲亞特克萊斯勒亞太區採購與供應鏈
總監
 高曉兵女士，福特大中華區採購副總裁
 James S. Bruin 先生，IAOB 執行董事，IATF 戰略發展部/國際汽
車監督局(IAOB)
 柯文先生，博世集團汽車與智能交通技術採購副總裁
 陸梅女士，中國檢驗認證集團副總裁/中國質量認證中心主任
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用品展覽會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0 整體展示面積達 280,000 平方米，預
計將迎接約 3,900 家參展商齊聚一堂。本屆展會全面聚焦“共建未來汽車
生態圈”主題，優化升級七大板塊和三大特色專區，助力汽車行業跨界共
融。鑑於現時各地實施的出行限制，AMS Live 在線平台將為實體展會的
與會者及境外觀眾提供便捷的商貿對接方案。平台提供的服務包括在線實
時的產品展示、在線即時對話、在線商貿配對、同期活動直播等功能。
展會由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主辦方高度重視展會期間與會各方的公共衛生安全，展會將與
地方疫情防控部門展開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的聯防聯控措施，確保與會
者的健康安全。
如需瞭解更多展會資訊，請通過熱線電話+86 21 6160 8499 及電子郵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諮詢。
-完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29 個地區聘用近 2,6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36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
領域保持緊密聯繫，在展覽活動、場地和服務業務領域，高效滿足客戶的商業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佈世界各地的龐大國際行銷網絡，堪稱集團獨特的銷售主張之一。多元化的服務呈現在
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佈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時，能持
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廣、人力
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
。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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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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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機國際）是大型中央企業集團——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要從事商業會展和貿易成套相關業務。商業會展是中機國際的核心
主業，公司擁有多年的辦展經驗和專業的辦展團隊。目前，公司在國內 30 多個大中城市舉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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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國際性和地域性相結合的汽車展覽，每年獨立或參與主承辦的展覽面積近 300 萬平方米。
有關公司詳細資料，請參詢網頁：www.sinomach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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