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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 深圳特展即将于 2023 年 2 月 15 至 18 日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拉开帷幕。作为展会历年来备受期待的

同期活动，今年将有多达 50 余场旗舰会议和专业论坛深入探讨汽车行业

不同领域的技术改革和科技创新，聚焦最新政策及市场趋势解读。与此同

时，AMS Live 线上平台将继续通过线上商贸配对和活动直播等数字化服

务，为全球汽车产业链业内人士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业务对接和知识共享的

平台。 
 
本届展会以“技术 • 创新 • 趋势”为主题，全面透视行业转型的前沿新

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重点聚焦汽车供应链的新机遇和行业未来发展新

趋势。一系列亮点纷呈的同期活动将紧扣展会主题，以四大主题专区形式

呈现，包括“技术 • 创新 • 趋势”主会场（9 号馆）、“绿色维修”活

动区（12 号馆）、“新基建时代商用车先行”主题展示区（9 号馆）及“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14 号馆）。 
 
其中，“技术 • 创新 • 趋势”主会场作为本届展会的焦点之一，将重点

展示影响汽车生态系统的新研究、新技术、制造和生产流程。这个精彩纷

呈的会场将包括主题演讲区，将于展会期间举行一系列主题演讲及产品展

示（全部将在 AMS Live 线上平台直播），全方位传达汽车全产业链新趋

势的发展理念和潜在商机，并探讨技术革新时代备受关注的汽车生产和研

究相关议题： 
• 线控电子 
• 汽车产业供应链趋势分享 
• 热管理系统 
• 商用车的智能化、电动化落地 
• 智能底盘 
• 在城市中自动驾驶汽车的指挥及控制系统 
•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电动交通 

 
“技术 • 创新 • 趋势”主题另一大特色专区——绿色维修活动区的“会

议论坛区”和“技术培训区”，将围绕新能源汽车售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

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格局进行深度解读，演讲嘉宾将进一步讨论快速增长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中服务供应商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发展论坛 
• 新能源汽车三电维修关键技术培训 
• 新能源驱动维修技术培训 
• 聚焦双碳总目标，助力蓝天保卫战 
• 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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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技术 • 创新 • 趋势”的资讯，请访问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cn/I4M。  
 
此外，展会期间还将呈现一系列全球知名的高峰论坛和重磅会议，海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及行业领军人士将担任演讲嘉宾，势必将在汽车产业变革

中引领潮流和热议。 
 
2022 年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交流国际论坛 
论坛将深入探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发展趋势，以及近期智能网联汽

车准入及深圳先行先试探索等行业前沿热点。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的专家刘宇先生将重点介绍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法规；来自德国汽车工

业协会的董倩倩女士将介绍国外智能网联汽车政策现状及趋势。 
 
2022 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本次年会以“绿色智驾”为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等前沿科技

展开，精彩报告包括来自德国亚琛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fka GmbH) 的
《氢在汽车行业的发展潜力》，其他会议主题包括碳交易中的新能源汽车

技术策略、未来汽车 E-E 架构的探讨，以及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发展研

究等。  
 
2022 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智能网联商用车发展与应用解析 
随着物流和长途运输需求的增长，商用车市场规模与日俱增，并逐步向智

能网联趋势发展。本次论坛将邀请七位专家嘉宾共同聚焦中国商用车发展

现状，围绕智能网联商用车的产业链发展及如何助力物流效率提升进行探

讨，聚焦商用车智能驾驶的未来发展趋势。 
 
2022 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 
论坛将回顾 2022 年的发展趋势、对 2023 年及未来技术方向的预测，新

能源汽车电驱动的创新与挑战，双碳背景下汽车产业电动化新格局，以及

全球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展望。 
 
2022 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本届峰会将探索汽车售后市场价值链升级，售后服务和物流整合等热点议

题，来自德国 EAC 欧亚咨询全球合伙人达尼尔•贝格将分享主题为“汽车

电动化：汽车后市场的全新舞台”的演讲，汽车后市场供应商协会（

AASA）中国区执委会主席王尚谦先生将作为圆桌讨论的主持人，携手多

位海内外领军企业代表，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共同探讨在全球竞争新局势下

和疫情后时代的大环境中，汽车后市场供应链对此做出的调整和应对方案

，引导企业在商业模式变局中把握机遇。 
 
2022 年二手车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二手车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黄金机遇期，国家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正促

进了二手车交易向规模化、专业化、正规化发展方向转型。该论坛将从宏

观和企业经营的角度解读汽车流通趋势、二手车整备、新能源二手车以及

中国汽车后市场创新发展方向等内容。 
 
有关同期活动的详细内容及议程总览，请浏览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events。 
 
AMS Live 线上平台连接全球，为参与旗舰线上会议提供绝佳枢纽 
AMS Live 线上平台今年将再度回归，该平台是展会汇聚全球行业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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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线上枢纽，为希望获得中国汽车市场动态和全球产业趋势最新资讯的

受众群体提供了重要的沟通与交流平台。通过该平台的线上活动直播、商

贸配对、线上展台、产品发布会等众多丰富的内容，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

展会的配套增值服务，展会期间的直播活动将迎来众多汽车行业领先的龙

头企业和创新公司参与其中。 
 
浏览相关视频直播及录播内容的用户，敬请访问 www.ams-live.com 。 
 
如需了解更多展会资讯，欢迎访问展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cn 或通过电子邮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垂

询。热线电话：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86 21 6160 8430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86 10 8260 6772 
 
Automechanika Shanghai — 深圳特展由法兰克福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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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信息和照片：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press 
 
敬请关注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深圳特展社交媒体专页: 
微信- AutomechanikaSH 服务号 
领英- www.linkedin.com/in/automechanika-shanghai-ams-a240a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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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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业务覆盖展览会、

会议及活动，在全球 28 个地区聘用约 2,200*名员工，业务版图遍及世界各地。2022 年营业额

约 4.5*亿欧元，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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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核心优

势在于遍布世界各地庞大、紧密的国际行销网络，覆盖全球约 180 个国家。多元化的服务呈现

在活动现场及网络平台的各个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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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核心战略体

系之一，集团积极实践可持续化经营理念，在生态、经济利益、社会责任和多样性之间达成有

益的平衡。有关集团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sustainabil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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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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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