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截至2018年10月29日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09:00-17:00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中文

英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1:00-11:30 埃尼润滑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2:30-13:00 捷客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3:00-14:00

14:00-15:00
15:00-15:30 天御远东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北厅明日出行活

动区
中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09:30-11:30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上海漕河泾万丽酒店 中文

12:30-17:30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中文

英文
14:30-16:00 汽车与运动evo杂志 上海漕河泾万丽酒店 中文

09:00-12:00 上海市工商联汽保商会 国家会展中心M5-02会议室 中文
09:30-16:00 一马传媒、《汽车售后服务》杂志社 国家会展中心M4-02会议室 中文

13:00-17:00 天津市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M5-03会议室 中文

2018年 CCIS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合作交流会

科学 环保 安全 创新—中国汽车后市场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中文

10:00-16:00

汽车售后认证零部件发展论坛暨亚太汽车认证零部件联盟合作成果

发布会

主题：实施机动车检测维修（I/M）制度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主题：合作 交流 共进

13:00-17:00 北京慧鸿通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轮胎专区

第四届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

2018年绿色钣喷高峰论坛
维修与保养

智创精艺，共赢未来
全国终端连锁门店高峰论坛

主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及零部件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战

略机遇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上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
上海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中文

英文
09:00-17:00

“中国心”2018年度新能源动力系统颁奖典礼

主题：环保政策、环保钣喷产品、钣喷企业如何转型升级的解决方
0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M4-03会议室

汽车零部件

主题：跨国零部件制造、国外汽配经销商经验、整车独立售后、汽

服供应链连锁、汽车金融及保险

主题：未来中国商用车后市场的主导运营模式—医精药强、全国连

锁卡车医院

2018年商用车后市场连锁发展论坛暨大成全国卡修联盟揭牌仪式

13:00-16:30
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变化高峰论坛

国家会展中心M5-02会议室 中文主题：探讨中国轮胎制造企业国际环境的变化，企业国际化进程的

压力与机遇

中文

英文
国家会展中心M3-04会议室09:20-16:00 德国弗戈工业传媒

主题：先进复合材料在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上应用的解决方案

2018年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汽车后市场网
主题：聚焦价值链，打造共赢圈

09:00-12:00

美国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杭州聚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中文

英文
09:00-17:00

2018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主题：2018长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趋势分析、“2018上海及长三角

汽车零部件贸易发展报告”发布

09:00-12:00

2018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10小时超级耐力赛赛事介绍、赛车改装技术分享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专业组和民用组的比赛规则的区分；比赛

用车改装技术分享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维修与保养
慧聪网2018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

ENEOS引能仕—驰骋赛道的幕后英雄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6.2与7.2号馆之

间室外“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活动区

中文

TEIN是创造驾驶乐趣的减振器专业制造商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13:30-17:00
主题：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

09:00-11:30

中文

英文

2018智慧公交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中国公共交通信息

化推进产业联盟、中国公交信息网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上海）、中国电子商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主题：分析目标市场，分享出口经验
13:30-16:3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中文

中文
2018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用品及改装
埃尼润滑油高性能赛车解决方案

主题：智慧公交 智能技术先行

主题：汽车配件汽保行业高峰论坛，行业品牌盛会颁奖
13:00-17:30 慧聪网、慧聪汽车配件网 上海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中文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8年同期活动总览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2018年（第十一届）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活动
汽车零部件

活动
汽车零部件

用品及改装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2018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与供应商峰会

主题：以工具利零部件之采购 善质量管理之体系
2018长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论坛暨“2018上海及长三角汽车

零部件贸易发展报告”发布会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
中文

英文主题：汽车后市场服务—产业变革中的创新与升级
09:00-17:00

2018第十届 AUTOHAUS CHINA上海国际汽车经销商峰会
AUTOHAUS CHINA《汽车经销商》

中文

中文

英文
08:30-17:00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2018汽配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活动

中文09:00-12:00

展商活动

13:00-17:00
2018海康威视车品发布会

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M4-03会议室 中文
主题：智领前行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汽车修理工作委员会、精友国

际集团、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M5-04会议室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M3-03会议室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中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运联传媒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中国心”2018年度十佳发动机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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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截至2018年10月29日

10:30-11:30

13:00-14:00

13:30-17:00 上海驾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M4-04会议室
中文

英文

14:00-14:30 上海追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4:30-15:00 上海安奇汽车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15:00-15:30 曼芙丽•中国
15:30-16:00 超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09:00-17:00 奕格 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中文

英文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北厅明日出行活

动区
中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2:30-17:30 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中文

英文

13:00-17:00 美国汽车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中国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 国家会展中心M3-02会议室 英文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亿泰精密工业（南京）有限公司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北厅明日出行活

动区
中文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语言

10:00-11:00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6.2与7.2号馆之

间室外“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活动区

中文

中国电动汽车场地锦标赛介绍；电动车赛事中民用电动车未来的普

及化；汽油车和电动车改装的不同之处

主题：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应用实践

中文

英文

教你精耕细作洗车美容

用品及改装

国内首界M2K街道赛赛事介绍；M2K街道赛赛车改装技术解析

重新定义“膜”：大师全膜护（车窗膜、车漆膜、建筑膜）解决方

案的崭新机遇与运营体系

“聚驾派分享沙龙”汽车后市场门店经营的多元化突破

品谱集团车品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规划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6.2与7.2号馆之

间室外“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活动区

中文

国家会展中心6.2与7.2号馆之

间室外“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

动区

中文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机车赛事分享与民用机车改装介绍

2018年12月01日 星期六

活动
用品及改装

国家会展中心M4-03会议室

主题：中国轮胎企业如何面对出口困境，海外轮胎企业如何进入中

国市场？

13:00-17:00 青岛普惠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外观改装的趋势及发展
前驱车和后驱车改装分析和讲解
如何改装皮卡后斗来扩展功能性？自驾游路线不同，装备大不同

展商活动

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中文

英文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中文

英文
主题：产业发展白皮书及车企查数据采集工具的研讨推广

（CATS ）中国汽车产业新技术峰会暨首届汽车智能与区块链大会

（2018）09:00-12:00

主题：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应用实践

08:30-17:30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培训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中国汽车新

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中文

09:00-17:00
SAE 2018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二天）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

电子委员会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中文

英文

主题：车用驱动电机原理、设计、验证及电力电子技术

改装店现状及未来发展模式（刹车系统 、轮毂、加强件等产品分

析）
华东地区改装风格、车型及改装配件分享

中文
上海驰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其他信息交流会、商贸配对会及联谊活动

中国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 （CAF） 季度会议

“车企查”全国合作伙伴大会暨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白皮书研

讨会2018

参观嘉定上海国际汽车城

Motul润滑油在各项赛事中的运用及对于中高端改装车的产品优势

国家会展中心6.2与7.2号馆之

间室外“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活动区

维修与保养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活动
汽车零部件

中文

英文

13:30-17:00
北京新汽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配工委

、杭州聚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未来 新品发布

轮胎专区

主题：区块链技术在汽车后市场的产业应用及产业生态建设

电子及系统、明日出行

09:00-17:00
SAE 2018年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第一天）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

电子委员会

13:30-16:30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ATS组委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配工委 国家会展中心A0-02会议室

用品及改装

智能网联汽车上海峰会

中文
主题：中橡狼牌轮胎“耐刺扎、防漏气”主题产品宣讲会
七仓联动 服务全国—2018中国汽车后市场全价值链高峰论坛

14:00-16:00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国家会展中心M5-02会议室 英文
Automechanika 全球展览会推介

主题：Automechanika 全球海外展览会项目介绍

10:20-11:20
轮胎的未来—看耐扎防漏轮胎如何改变世界

河南省狼牌轮胎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M5-03会议室

中文
主题：以智慧仓配中心为圆心，连接商家、商品、客户、资源和服

务，实现行业上下游联动、资源整合，最终实现行业合作共赢、实

现全国服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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