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 

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1229 號 

世紀大都會 1 號樓 11 層，200122 

 

新聞稿 2018 年 11 月 

2018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明日出行板塊蓄勢待發，全新主題熱切期待 

 

陸唯伊小姐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 

電話：+86 21 6160 8561 

傳真：+86 21 6168 0788 

viki.lu@china.messefrankfurt.com 
www.messefrankfurt.com.cn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作爲亞洲汽車零部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汽車用品領軍展會，

Automechanika Shanghai 致力爲行業帶來最前沿信息及技術。爲此，

今年展會打造全新‘明日出行板塊’，接通未來汽車之路。板塊面向全球

汽車產業鏈，觀衆將能一睹各領先製造商、供應商和初創企業的創新產品

及技術，並可參與一系列圍繞明日出行主題的同期活動，打開探索未來汽

車技術的新視野。 

 

‘明日出行板塊’順應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輕量化的‘新四化’產

業趨勢，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與新型複合材料等領域的發展現狀與趨

勢，是今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備受矚目的亮點之一。 

 

得益於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車銷量在中國持續飈升，2017 年銷量

增至 77.7 萬輛1，同比增長 53%，占全球總銷量的 50%以上。預計到

2022 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在中國將達 200 萬輛2。同時，有報道預測，智

能網聯汽車在全球市場收益到 2022 年將達 1,536 億美元，在 2015 到

2022 年期間年複合增長 33.38%3。 

 

中國機械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程永順先生表示：“全新‘明日

出行板塊’將從新能源、複合材料、智能網聯等涉及汽車本身的專區設

置，延伸到充電樁、停車設備等基礎設施的展示，以及對未來人與汽車關

係的探討，展會正在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未來出行相關的產品、技術和概

念。我們希望能借助展覽平台，爲行業提供產品展示、技術交流和信息分

享的空間，也爲大家對未來出行的暢想，給出更多的參考和描述。” 

 

位於展館北廳的‘明日出行板塊’，將通過公開論壇、產品演示和互動體

驗等全方位的應用場景，與業界共同探索這一熱點趨勢。智能網聯部分將

全面展示五個要素——人、車、路、網和雲端。屆時香港展團將匯聚 23

家企業在此展示豐富多樣的產品，包括：能降低事故率達 50%並內置傳感

器的‘智能安全帶’、可提供實時交通流量和行程安排的車載導航系統、

汽車輕量化和先進維修診斷設備等。 

                                                
1 “China – Flash Report, Sales Volume, 2017”, 2017. Marketlines. 

https://bit.ly/2Q3yqkj.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 "China Automotive Market: Wit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2017. PwC. 

https://pwc.to/2ptId7Y. 2018 年 10 月 19 日 

3 “Global Connected Car Market Projected to grow at a CAGR rate of 33.38%”, 2018. Marketwatch. 

https://on.mktw.net/2OflndP.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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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會現場還有‘先進複合材料及汽車輕量化創新應用’展示區，力

邀原材料供應商齊聚一堂，展示先進複合材料作爲車輕量化的新型材料，

在汽車新時代所能帶來的無限創新可能。 

 

於專區展出的知名企業還有中國中車（CRRC），它將展示電機電控及變

速箱一體化系統。日本電子零件製造商阿爾卑斯（ALPS）將呈現最新的

無人駕駛技術，可以實現車輛對道路及其他物體的預警和信息獲取，爲汽

車碰撞提供預警，提高駕駛安全。同場，亞太機電（APG）將展現應用於

新能源汽車的動力系統解决方案，提供更高驅動效能，結構更加緊凑。 

 

其他重點參展企業包括博泰、大洋電機、東莞正揚、京濱、藍星科技、什

維能源、鐵流、萬安、英威騰及中國普天等。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劭闌女士說道：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一直高度關注未來汽車發展。近年行業對車

聯網和人車互動科技的不斷探索，突顯了自動駕駛、駕駛安全、車載娛

樂、車輛管理、舒適度、操控、能源效率、智能化的快速變革。這些作爲

未來汽車發展的核心，將在‘明日出行板塊’得到充分展示。” 

 

多場同期活動聚焦全新展會主題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多場高質量同期活動將精彩上演。2018年明日

出行高峰論壇將於 11 月 28 日 13:30 至 17:00 在國家會展中心洲際酒店舉

行，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新能源、智能網聯、無人駕駛汽

車的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 

 

同日，2018先進複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車上的應用高峰論壇將於 9:00 至

16:00 在國家會展中心舉行。論壇將從設計開發、生產製造、成本投入、

生產效率以及材料和模具等各個方面，深入淺出、全面深刻分享新能源汽

車整個生產周期，全方位地幫助那些渴望在新能源汽車時代應用先進複合

材料技術開闢出一片新天地的企業和企業家們，化解當前面臨的痛點和挑

戰。 

 

作爲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會同期熱門活動之一的 2018智能網聯

汽車上海峰會在成功舉辦兩屆後，於今年再度回歸。將於 11 月 29 日 9:00

至 17:00 在上海虹橋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舉行。屆時來自智能網聯領域的

知名專家，將就如何建立並從智能互聯生態系統中受益作精彩分享，帶來

耳目一新的前瞻觀點。 

 

更多 2018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會信息及明日出行板塊詳情，

歡迎訪問展會網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Automechanik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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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utomechanika 品牌展覽會之一。

該全球品牌展遍及非洲、亞洲、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在全球範圍

內共舉辦 17 場專業展覽會。如需瞭解更多信息，亦可通過熱綫電話+86 

http://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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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160 8499 或電子郵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諮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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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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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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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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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omachi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