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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紧扣“十四五”规
划，驱动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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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 至 2025 年）对于创新商业模式、绿色可持
续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制定了长远的前景发展目标，同时亦强调了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站
在十四五的新起点，2021 年中央政府最新的宏观发展战略也将汽车产业
视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驱动力。Automechanika Shanghai 作
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展览会之一，持续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推动汽车生
态圈的可持续发展。展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24 至 27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再度举行，共同推进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并为建设汽车强国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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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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长
期以来一直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如今随着中国市场的全面
快速复苏，十四五计划为国内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也将积极推进国内供应链中不断增长的潜在机
遇，为本地和全球汽车产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 17 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聚焦更广泛的行业发展新格局，反
映汽车生态圈的最新趋势，今年展会整体展示面积将达 280,000 平方米，
预计将吸引汽车全产业链约 3,900 家参展企业，覆盖七大产业服务板块及
三大特色专区，集中展示最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
高速发展。
今年众多海内外知名企业再度回归，印证了他们对于汽车行业的前景充满
信心，包括艾沃意特、保赐利、倍适登、博世、布雷博、采埃孚、道达尔
能源、道通、富奥、好美特、回天、霍夫曼、加拿大石油、金冷、康普顿
、康众、骆驼、美国安索、摩特、强纳、上海集优、上汽集团、双星、万
安、威格曼、伍尔特、鹰飞、中原内配等。
“十四五”布局汽车产业未来发展蓝图
年初，国家启动了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以优化国家整体经济体系为核
心，着重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对外开放及共享经济。在建立高质量的产
品、服务和技术为基础的重点发展模式驱动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预计将
达 4%的平均增速1。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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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舸争流:“十四五”规划行业影响展望”, 2021 年 2 月, 毕马威,
https://qr.messefrankfurt.com/Ls83 (摘录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中国汽车产业近年产销势头强劲，在十四五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去年全
国汽车产量达 2522.5 万辆2，已建立起完善的汽车生态圈，为行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十四五规划将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
新四化”，包括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未来汽车发展趋势。
新四化推动了行业的绿色转型、移动出行、新基础设施、自动驾驶以及新
兴技术应用于商业运营等产业创新，并重塑汽车行业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的领军地位。事实上，这些重点关注的技术创
新和推进也同样反映在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的方方面面，特别
是近几年备受关注的明日出行板块。板块不断丰富新能源、智能网联、自
动驾驶和道路基础设施，汇聚众多创新孵化项目和初创企业，成为国内外
科技交流和展示自主研发实力的重要平台。
根据国务院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按
照 2020 年已经公布的汽车销量数据预估，目前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
销量的约 5%3，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
国家将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放，透过政策扶持激励购买，进一步提
升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性。
此外，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配套战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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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汽车行业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乃
至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入开
展，中国的经济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双循环政策将助力业内人士在汽车价
值链中发现更多机遇。”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去年汽车销量约 2531.1 万辆4。2021 年第
一季度，中国汽车商品进口金额 227.4 亿美元（约 1463.1 亿元人民
币），汽车商品出口金额 241 亿美元（约 1550.6 亿元人民币），同比分
别增长 35%和 53.1%5。在双循环背景下，完善汽车的交通运输及物流领
域显得尤为重要，应用于更广泛的汽车领域细分市场，本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有超过 50%参展企业展示覆盖商用车、新能
源商用车、车队管理及维修保养等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双循环政策倡导汽车供应链配套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整合，这
也反映在展会亮点之一的产业服务及供应链连锁专区之中。专区将聚焦新
型商业模式的调整，加强与技术研发、数据管理、咨询、汽车金融和电子
商务等部门的合作，以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
产品展示以外，本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同期活动也将聚焦十四
五规划，详细解读规划将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和探索未来变化。计划中的重
磅活动包括明日出行高峰论坛及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等。同时，展会还
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服务并提供更广泛的参会体验，继续强化 AMS Live
2 “2020 年 12 月汽车工业产销综述”, 2021 年 1 月 13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http://www.caam.org.cn/chn/4/cate_30/con_5232919.html，(摘录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3“我国新能源汽车“跑赢”2020 年 明年市场更可期”, 人民网，2020 年 12 月 23 日
http://auto.people.com.cn/n1/2020/1223/c1005-31976371.html，(摘录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4 “2020 年 12 月汽车工业产销综述“, 2021 年 1 月 13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http://www.caam.org.cn/chn/4/cate_30/con_5232919.html，(摘录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5 “2021 年 1-3 月海关汽车商品进、出口金额同比快速增长”，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http://www.caam.org.cn/chn/8/cate_82/con_5233623.html，(摘录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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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平台，为现场与会者和海外专业人士打破地域界限，构建交流互动的
高效沟通。服务包括线上商贸配对、同期活动直播、在线即时对话等全方
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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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目前各方对新冠疫情发展的持续关注，主办方高度重视
展会期间与会各方的公共卫生安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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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与会者的健康安全，为参会人士
提供安全的商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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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个地区聘用约 2,500*名员工。继 2019 年营业额录得 7.38 亿欧元后，集团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营业额约 2.5*亿欧元，并依旧与众多行业领域建立了丰富的全球商贸网络
并保持紧密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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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通过新的商业模式积极拓展数字化服务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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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初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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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公司详细资料，请参询网页：www.sinomach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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