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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 深圳特展 
同期活動激發汽車產業鏈上下游精彩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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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 深圳特展即將於 2023 年 2 月 15 至 18 日

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寶安新館）拉開帷幕。作為展會歷年來備受期待的

同期活動，今年將有多達 50 餘場旗艦會議和專業論壇深入探討汽車行業

不同領域的技術改革和科技創新，聚焦最新政策及市場趨勢解讀。與此同

時，AMS Live 線上平台將繼續通過線上商貿配對和活動直播等數字化服

務，為全球汽車產業鏈業內人士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業務對接和知識共享的

平台。 
 
本屆展會以“技術 • 創新 • 趨勢”為主題，全面透視行業轉型的前沿新技

術、新模式和新業態，重點聚焦汽車供應鏈的新機遇和行業未來發展新趨

勢。一系列亮點紛呈的同期活動將緊扣展會主題，以四大主題專區形式呈

現，包括“技術 • 創新 • 趨勢”主會場（9 號館）、“綠色維修”活動區

（12 號館）、“新基建時代商用車先行”主題展示區（9 號館）及“賽車

及高性能改裝”活動區（14 號館）。 
 
其中，“技術 • 創新 • 趨勢”主會場作為本屆展會的焦點之一，將重點

展示影響汽車生態系統的新研究、新技術、製造和生產流程。這個精彩紛

呈的會場將包括主題演講區，將於展會期間舉行一系列主題演講及產品展

示（全部將在 AMS Live 線上平台直播），全方位傳達汽車全產業鏈新趨

勢的發展理念和潛在商機，並探討技術革新時代備受關注的汽車生產和研

究相關議題： 
• 線控電子 
• 汽車產業供應鏈趨勢分享 
• 熱管理系統 
• 商用車的智能化、電動化落地 
• 智能底盤 
• 在城市中自動駕駛汽車的指揮及控制系統 
• 電力電子應用技術/電動交通 

 

“技術 • 創新 • 趨勢”主題另一大特色專區——綠色維修活動區的“會

議論壇區”和“技術培訓區”，將圍繞新能源汽車售後產業鏈上下游發展

趨勢以及未來發展格局進行深度解讀，演講嘉賓將進一步討論快速增長的

新能源汽車市場中服務供應商當前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 新能源汽車售後市場發展論壇 
• 新能源汽車三電維修關鍵技術培訓 
• 新能源驅動維修技術培訓 
• 聚焦雙碳總目標，助力藍天保衛戰 
• 新能源汽車維修技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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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技術 • 創新 • 趨勢”的資訊，請訪問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cn/I4M。  
 
此外，展會期間還將呈現一系列全球知名的高峰論壇和重磅會議，海內外

知名專家、學者及行業領軍人士將擔任演講嘉賓，勢必將在汽車產業變革

中引領潮流和熱議。 
 
2022 年智能網聯汽車政策法規交流國際論壇 
論壇將深入探討中國智能網聯汽車商業化發展趨勢，以及近期智能網聯汽

車准入及深圳先行先試探索等行業前沿熱點。來自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

的專家劉宇先生將重點介紹智能網聯汽車產品准入法規；來自德國汽車工

業協會的董倩倩女士將介紹國外智能網聯汽車政策現狀及趨勢。 
 
2022 國際汽車技術年會 
本次年會以“綠色智駕”為主題，圍繞新能源汽車、智能駕駛等前沿科技

展開，精彩報告包括來自德國亞琛汽車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fka GmbH) 的
《氫在汽車行業的發展潛力》，其他會議主題包括碳交易中的新能源汽車

技術策略、未來汽車 E-E 架構的探討，以及智能網聯汽車前沿技術發展研

究等。  
 
2022 年明日出行高峰論壇——智能網聯商用車發展與應用解析 
隨著物流和長途運輸需求的增長，商用車市場規模與日俱增，並逐步向智

能網聯趨勢發展。本次論壇將邀請七位專家嘉賓共同聚焦中國商用車發展

現狀，圍繞智能網聯商用車的產業鏈發展及如何助力物流效率提升進行探

討，聚焦商用車智能駕駛的未來發展趨勢。 
 
2022 汽車電動化與智能化技術國際論壇 
論壇將回顧 2022 年的發展趨勢、對 2023 年及未來技術方向的預測，新

能源汽車電驅動的創新與挑戰，雙碳背景下汽車產業電動化新格局，以及

全球自動駕駛汽車技術展望。 
 
2022 年汽車售後市場高峰論壇 
本屆峰會將探索汽車售後市場價值鏈升級，售後服務和物流整合等熱點議

題，來自德國 EAC 歐亞諮詢全球合夥人達尼爾•貝格將分享主題為“汽車

電動化：汽車後市場的全新舞台”的演講，汽車後市場供應商協會

（AASA）中國區執委會主席王尚謙先生將作為圓桌討論的主持人，攜手

多位海內外領軍企業代表，通過線上線下平台共同探討在全球競爭新局勢

下和疫情后時代的大環境中，汽車後市場供應鏈對此做出的調整和應對方

案，引導企業在商業模式變局中把握機遇。 
 
2022 年二手車創新發展論壇 
中國二手車市場正迎來歷史性的黃金機遇期，國家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正促

進了二手車交易向規模化、專業化、正規化發展方向轉型。該論壇將從宏

觀和企業經營的角度解讀汽車流通趨勢、二手車整備、新能源二手車以及

中國汽車後市場創新發展方向等內容。 
 
有關同期活動的詳細內容及議程總覽，請瀏覽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events。 
 
AMS Live 線上平台連接全球，為參與旗艦線上會議提供絕佳樞紐 
AMS Live 線上平台今年將再度回歸，該平台是展會匯聚全球行業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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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線上樞紐，為希望獲得中國汽車市場動態和全球產業趨勢最新資訊的

受眾群體提供了重要的溝通與交流平台。通過該平台的線上活動直播、商

貿配對、線上展台、產品發布會等眾多豐富的內容，進一步鞏固並加強了

展會的配套增值服務，展會期間的直播活動將迎來眾多汽車行業領先的龍

頭企業和創新公司參與其中。 
 
瀏覽相關視頻直播及錄播內容的用戶，敬請訪問 www.ams-live.com 。 
 
如需了解更多展會資訊，歡迎訪問展會網站 www.automechanika-
shanghai.com.cn 或通過電子郵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垂

詢。熱線電話：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86 21 6160 8430 
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86 10 8260 6772 
 
Automechanika Shanghai — 深圳特展由法蘭克福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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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信息和照片：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press 
 
敬請關注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深圳特展社交媒體專頁: 
微信- AutomechanikaSH 服務號 
領英- www.linkedin.com/in/automechanika-shanghai-ams-a240a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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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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業務覆蓋展覽會、

會議及活動，在全球 28 個地區聘用約 2,200*名員工，業務版圖遍及世界各地。 2022 年營業額

約 4.5*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領域建立了豐富的全球商貿網絡並保持緊密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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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核心優

勢在於遍布世界各地龐大、緊密的國際行銷網絡，覆蓋全球約 180 個國家。多元化的服務呈現

在活動現場及網絡平台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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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通過新的商業模式積極拓展數字化服務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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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核心戰略體

系之一，集團積極實踐可持續化經營理念，在生態、經濟利益、社會責任和多樣性之間達成有

益的平衡。有關集團可持續發展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messefrankfurt.com/sustainabil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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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年初步數字 

 

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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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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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