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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同期活动
聚焦未来趋势，开辟多元产业交流渠道，点亮
行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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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不懈努力满足全球汽车业界在知识共享及商
务网络拓展的多元化需求，2021 年展会同期活动将聚焦行业科技发展及
需求，并借助优化升级的 AMS Live 线上平台，开辟多样化交流对接渠
道，让业内人士全面了解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宝贵行业资源。今年
特别量身打造的“Match Up”全年商贸配对服务，进一步打破地域界
限，促进全球行业的紧密联结。展会将于 11 月 24 至 27 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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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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沟
通模式的持续演变，人们更渴望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随时进行分享交
流，探索商业机会。因此，第 17 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通过组
织多场聚焦行业趋势的同期活动、呈现创新线上线下内容及提供个性化的
商贸服务，力争为参与者开辟更具价值和丰富的参会体验。”
同期活动畅言未来汽车产业发展 ，助力行业升级
随着科技变革，汽车产业也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升级转型，各种未来
科技引领着由汽车生产研发至后市场的发展。本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继续为业内人士提供交流分享行业热话的平台，50 多场同期
活动将汇聚引领行业转型升级的领军企业、行业领袖及海内外专家，就新
能源、自动驾驶、智能网联、AI 人工智能、数字化、商用车及绿色维修等
主题进行分享交流。其中，多场重磅活动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呈
现，高度反映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全球影响力和资源凝聚力，进
一步推动汽车市场的加速迈进，催化供应链各环节的创新成长。亮点活动
包括：
绿色维修（2021 年 11 月 24 至 26 日）
在 6.2 号馆首次推出“绿色维修”主题活动，打造环保以及新能源售后维
修两大主题，并举办“新能源汽车售后主题论坛”“中国汽保产业新能源
变革创新峰会”“环保及车身修复主题论坛”三场会议。技术培训区为现
场参观者提供最新的三电维修技术讲解。
明日出行高峰论坛（2021 年 11 月 24 日）
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专家将远程分享关于欧洲智能网联商用车观点。楚航科
技、东风、科大讯飞等国内企业还将携手采埃孚，共同深入探讨智能网联
和氢燃料电池能源在物流运输领域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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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国际绿色智能汽车研发技术年会（2021 年 11 月 24 日）
国内一众新能源汽车品牌及研发专家，将联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学院
讨论欧洲自动驾驶当前研究现状、车联网的关键技术前沿软件技术与应用
和新型材料等热门话题。
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2021 年 11 月 25 日）
汽车地带（Autozone）、博世、盖茨、新康众、特殊陶业等领军企业将探
讨供应商与终端用户如何受益于智能物流、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以及
汽车后市场中双碳目标带来的影响等热门议题。
2021 年中国二手车整备和售后服务发展峰会（2021 年 11 月 26 日）
本次峰会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合办，将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研讨中国二手
车整备及售后服务行业发展新趋势，推动二手车整备、售后服务行业进入
标准化的发展轨道。
2021 年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2021 年 11 月 26 日）
本次论坛联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共同举办，将深入讨论 “碳中和”和“碳
达峰”如何重塑轮胎行业格局、新能源车对轮胎的需求、英国 LMC 国际
公司国际橡胶和轮胎研究负责人 Robert Simmons 分享国际轮胎工业市场
现状及展望等热点议题。
更多精彩活动包括：
 AIoT 技术助力商用车主动安全升级研讨会
 2021 高品质商用车车辆及轮胎动力学技术论坛
 2021 年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交流国际论坛
广泛多元化的展会配套服务，助力现场参展企业及观众开拓全球市场
为了保持行业的活力和创新，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主办方在今年展
会全面开拓多元化跨界沟通渠道及个人化的配套服务，通过线下面对面的
交流及线上的实时对接，旨在为参展商、观众、媒体、行业协会、政府机
构以及科研培训机构搭建高效互联互通的纽带，从而推动整个汽车产业链
的交流与共融发展。
事实上，Automechanika Shanghai 作为中国企业连通全球汽车市场的贸
易门户，一直不懈努力为国内企业搭桥海外市场。去年上线以来收获热烈
反响的创新 AMS Live 线上平台，今年将继续为展会添色增采，为与会者
提供随时随地连系海外行业人士的解决方案。平台今年迎来全面升级，优
化互动体验，在线上展台、视频直播、在线交流、视频会议等功能的基础
上，展商及观众可通过 AI 智能匹配、潜在客户管理和实时数据分析等新
功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及进行商务洽谈。注册 AMS Live 线上平台，请点
击：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vor
除沟通功能外，从 2021 年 11 月 10 日起，线上展台及一系列展前活动将
陆续在 AMS Live 线上平台上线，内容覆盖展会亮点及行业热点。
其中，今年首次携手中国具影响力的行业媒体魔方商学院，联手打造全新
的线上直播节目“对话—汽车行业企业家”，邀请参展商、组织机构及协
会等行业各领域领军人士分享交流。自九月份首场活动以来，节目得到大
家的一致认可，好评如潮。节目视频将登陆 AMS Live 线上平台，并将于
展会现场举行多场直播，邀请行业领袖大谈发展大计及分享行业经验，预
计整个直播活动将有超过 200,000 名线上观众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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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届展会还力邀一众海外行业领袖，深度解读和分析澳大利亚、美
国、欧洲及中东等国家及地区的行业热点趋势。这些精彩对话立足全球视
野，以前瞻性视角详述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潜在机遇以及市场切入点等
热门议题，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参展企业指明了运筹之道。
2021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其他配套商贸服务还有：








展会现场的境外展商线上联动专区为无法亲临现场的境外企业而
设，将有新加坡展团和 7 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进驻，展示国外前
沿技术，与观众通过平台面对面互动交流；
Match up 全年商贸配对服务为业务拓展和关系维护提供了更为个
性化且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展前与展中将有超过 60 个国家及
地区的全球买家注册加入，与各个产品板块的参展企业进行精准配
对，该项服务获得了热烈反响。加入“Match up”全年商贸配对
服务，请访问： https://automechanikashanghai.hk.messefrankfurt.com/shanghai/zh-cn/programmeevents/Businessmatching.html ；
去年首次设立的汽车技术俱乐部，成员主要来自整车企业、一级供
应商、科研院校的技术研发部门。 展会为参展企业在产品研发、
技术合作等方面的特定需求提供对应的技术类对接活动，助力企业
有效实现技术交流与合作；
优选买家俱乐部将为特邀企业高级管理层买家提供专属配套服务，
包含定制参观路线及推荐展商、与展商的精准对接活动等尊享服
务。

鉴于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持续关注，主办方将积极制定各项联防联
控措施，确保展会期间与会各方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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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区聘用约 2,450 名员工。继 2019 年营业额录得 7.36 亿欧元后，集团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营业额约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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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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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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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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