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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汽车用品展览会，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

与全球汽车业人士再次欢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历经多年不断突破自我，Automechanika Shanghai 已经成长为海内外汽

车行业高度关注的旗舰展会。今年，展示规模将进一步提升，预计整体面

积达 35 万平方米、展商 6,250 名、专业观众约 14 万名；展示内容更为多

元化、趋势化，覆盖行业各个领域的同时，进一步融合未来发展方向。 

 

 

当前，数字化正在影响与改变各个领域，汽车这一以传统硬件为主的行业

早已跨出一大步，逐步加大软件、解决方案等数字化方向的投入。2018 

Automechanika Shanghai，汽车数字化已全面起航。无论从满足展会专

业观众的采购需求、参展商的产品开发，甚至同期活动的议题确立，都与

汽车数字化紧密联系、相互呼应，悉数领军企业将展示其在自动驾驶、车

联网、电动汽车和先进系统等方面的创新产品与前沿技术。 

 

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到 2030 年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将增加全球汽车工

业营收的 30%1，同时，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率将达 20%2。为了进一步构

                                                
1 “China Automotive Market: Wit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PwC 发布  https://pwc.to/2ptId7Y 

2 “Disruptive trends that will transform the auto industry”, 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 http://bit.ly/2yaIGze 

2017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现场，中国汽车制造商为观众展示 “ Plugless” 无线充电系统 

林翠薇小姐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86 10 8260 6772 

传真：+86 10 8260 6789 

lincuiwei@sinomachint.com 

www.sinomachint.com 

www.autopartsshanghai.com 

 

AMS18_PR1_SC.doc 

 

https://pwc.to/2ptId7Y
http://bit.ly/2yaIGze


 

 

第 2 页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

服务用品展览会 

上海，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 

 

建数字化趋势的行业平台，本届展会将携手中国电子商会（CECC）、制

造商、通讯及互联网供应商及科研机构，在展馆北厅打造全新‘明日出行

板块’。 

 

‘明日出行’将围绕车联网的五大要素，通过公开论坛、产品演示和互动

体验，向业内人士展示智能网联在公共与个人出行领域的落地应用和解决

方案，它们分别是： 

 

 人 – 打造智能网联汽车未来出行的舒适体验，包括最新车载电子设备

、影音娱乐系统和提升车辆安全性能的装置等。 

 车 – 与会观众可以亲临现场观摩不同品牌的智能网联汽车和电动汽车

的现场演示，拉近网联汽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丰富对智能网联

概念的解读。 

 路 – 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管理法规和实施标准，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的

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勾绘蓝图，助力未来自动驾驶的快速发展。 

 网 – 众多全球领军的通讯及互联网供应商将齐聚于此，为海内外观众

展现智能网联技术在汽车工业和网络技术的应用。 

 端 – 未来出行的实现基础来自于大数据管理。专区将与大家一起探索

大数据应用和云端服务在智能汽车、共享汽车以及智慧城市等未来交

通及生活领域的作用。 

 

板块更涵盖新能源汽车的各个领域，包括电机电控、电池、电池管理、充

电桩、相关核心零部件技术及检测设备等。与此同时，数字化趋势的兴起

也渗透到其他汽车板块，包括汽车零部件板块、汽车用品及改装板块、汽

车维修与保养板块及电子及系统板块等。 

 

展会主办单位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女士：“我

们非常荣幸可以与不断发展的汽车行业共同成长，也有幸可以亲眼目睹近

年来汽车制造业的变革和转型。曾经还是天马行空的构想在汽车数字化实

现飞跃发展的今天得以实现。Automechanika Shanghai 覆盖汽车产业链

各领域，多年来一直吸引业内各大著名品牌积极参与、同台竞技， 这些是

我们为之骄傲的成果，也是我们构建行业未来发展的深厚根基与独特优势

。” 

 

REIFEN 轮胎专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去年首次设立的“REIFEN 轮胎专区”备受瞩

目并获得了业界的极大赞誉。作为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今年

再次回归的 REIFEN 轮胎专区将移师入驻 7.2 号馆，集中展示轮胎、轮辋

轮毂及其相关产品，为专业观众呈现全球轮胎行业与汽车售后市场的多元

化视角。此外，与展会其他板块的紧密联动，将为跨领域合作创造更多商

机。 

 

本届 REIFEN 轮胎专区将特别设立一个活动专区，主题展示高性能改装汽

车轮胎及轮毂产品，例如定制轮毂、可自行修复的轮胎、轻量化轮胎及创

新轮胎的生产处理过程。受到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燃油车禁售的政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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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今年专区将聚焦绿色环保轮胎和新能源汽车配套轮胎的发展。去年首

次亮相的专区获得了包括 Active Tools（冠翔）、方兴橡胶、贵州轮胎、

华盛橡胶、玲珑轮胎、正兴车轮等在内的众多业界领军品牌的鼎力支持。 

 

终端服务连锁专区 

 

为了应对汽车后市场特别是维修和保养领域分销渠道和经营模式的转变，

2018 年于 Automechanika Shanghai 首次设立“终端服务连锁专区”。目

前，售后连锁经营模式在全国占有 20%以上的市场份额3，提供透明的价

格和统一的服务标准。此外，针对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出台的一系列严格规

定，一定程度上为终端连锁品牌提供了打入市场的契机，与 4S 店及传统

维修店构成终端后市场新业态。 

 

展会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永顺先生认为：

“汽车服务业已经走向‘以终端客户服务为导向’的时代。不论是从技术

层面，还是从产品本身来看，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准较从前已有明显的提

升。汽车服务连锁及终端市场的有序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汽

车后市场和我们展会需要倡导的目标。如今，汽车服务市场也已经出现了

很多优秀的连锁品牌和终端门店，他们可以为行业树立榜样，为终端客户

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也能引领汽车服务终端市场标准化、品牌化、差

异化发展。” 

 

首次亮相的终端服务连锁专区将汇聚供应链、电商平台、终端连锁品牌等

众多新兴商业模式，全面解读终端服务行业升级转型所面临的前景与机

遇。往届展会得到了众多连锁品牌企业的支持，包括车享家（中国）、

Detus (德国)、好修养(中国)、康众(中国)及米其林驰加(法国)等，2018

年专区的设立将迎来更多企业的参与。 

  

Automechanik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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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utomechanika 品牌展览会之一。

该品牌展遍及非洲、亚洲、欧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在全球范围内共

举办 17 场专业展览会。 

 

更多 2018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详情将于近期公布，欢迎访

问展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下载上一届展会现

场精美照片；亦可通过热线电话+86 21 6160 8499 或电子邮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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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個地區聘用逾 2,4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69 億歐元。集團與衆多相關

                                                
3 “The Boom of China’s Automotive Aftermarket is Imminent”，益普索集团（Ipsos）发布 

http://bit.ly/2HWRxbp. （摘录于 2018 年 3 月 3 日）   

https://www.baidu.com/s?wd=%E6%AD%A3%E6%96%B0%E8%BD%AE%E8%83%8E&f=12&rsp=0&oq=%E6%8C%AF%E5%85%B4%E8%BD%AE%E8%83%8E&ie=utf-8&usm=2&rsv_pq=ed8f6ee200027138&rsv_t=cdf7deiw3Sl8eEpsHzisqWgHkTbLavOGwddAj2eIytJ6K%2B7Sb96QetzWsWo&rqlang=cn
http://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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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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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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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總部位于德國法蘭克福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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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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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omachi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