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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5万平方米展出面积 17个展馆

12 月 8-11 日，由中国汽车

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和法兰克福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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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0

（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汽车零配

件展”）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盛大启幕。

应众多参展商和观众的强烈

要求，今年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展的展期由原来的三天延长为四

天。目前，招展工作已全部结束。

原定10个展馆的11.5万平方米展

出面积已远远无法满足海内外企

业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

展览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从

第一届的 6000 平方米，经过 6 届

的培育，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汽车零部件、维修

检测诊断设备和服务用品展览

会。其作为最佳行业服务平台的

地位在汽车行业内已经根深蒂

固，全球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不

曾给它带来任何影响。

2009 年，展会的参展商总数

创纪录地达到了 2，414 家，比上

一届增加了 22%。这些参展商来

自全球 24个国家及地区，展出总

面积为 10.35 万平方米。与此同

时，2009年的观众总数达到了38,

551 名，较上一届增加了 25%，他

们来自 132 个国家及地区，其中

半数以上拥有采购决策权。

今年第六届展会又有 30％

的增长：面积扩大至近 15万平方

米，共设 11 个展馆和 6 个临时场

馆。尽管如此，面积仍供不应求。

更多国际展商、国内名企参展
截至目前，确认以展团形式

参与本届展会的有德国、美国、

韩国、马来西亚、西班牙和台湾

等 9 个国家及地区。海外展商的

展览面积较上届展会增长超过

50％。德国展团由德国联邦经济

技术部联合德国经济展览和博

览会委员会牵头。上海国际汽车

零配件展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

认证，美国展团得到美国商务部

的支持。新加坡企业受到新加坡

国际企业发展局“国际推广计

划”资助，组团参加。西班牙展团

由西班牙汽车部件生产商会组

织，并获得西班牙对外贸易协会

的鼎力支持。西班牙汽车设备和

零部件制造商协会是西班牙展

团的组织者，协会国际部经理大

卫先生说，“去年我们是第一次

参展，效果非常满意，现在这个

展会已经成为我们必选展会，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

我们不会错过这个绝好的商业

机会”。

良好的参展效果也吸引了

国内著名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北汽集

团、长安集团、长城汽车、万向集

团、凌云集团、东风康明斯、玉柴

机器、雷沃动力、南京依维柯、中

航技等知名企业纷纷报名参展。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组织者张

卫彤先生说，“我们从第二届开

始组团参展，展会组织者的专业

素质和参展效果让我们组织起

来越来越得心应手，下属企业报

名踊跃，我们也不必因为担心企

业拿不到定单而诚惶诚恐”。

此外，参展的著名企业还包

括嘉实多、辉门、长城润滑油、阿

菲尼亚、阿文美驰、大陆汽车、德

尔福、霍尼韦尔、舍弗勒、岱高、

摩比斯、雷贝斯托、道康宁、马

哈、骆氏企业、正裕工业等。

更专业的现场管理

极大方便买家
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为帮

助买家更有效地进行采购和交

流，主办方除把展期由原定的三

天改为四天以外，还根据汽车零

部件的专业特点，将 2010年的展

会按照展品分类特设五个专馆：

“驱动”专馆、“底盘”专馆、“电子

电器”专馆、“车身及附件、改装

及用品、标准件”专馆以及“维修

设备、检测诊断、喷涂设备及耗

材、工具、养护用品”专馆。其中

汽车驱动部分和汽车电子电器

都有两到三个馆的规模。

将 2万多个零部件分成五大

类别无疑给主办方的选择和分

配带来了翻倍的工作量，尤其是

工作在第一线的员工，但这样可

以使远道而来的采购商不必走

遍大大小小的 17 个馆寻找自己

需要的几个配件。

汽车电子电器是中国汽车零

部件领域发展最快的部分之一，

也是最早在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展中进行专业功能细分出来的。

一直与主办单位紧密合作的中汽

协会电子电器分会朱小平秘书长

说，“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已经

成为我们协会会员每年聚会的最

佳平台之一，电子电器专区的设

立体现了主办方对汽车行业的精

准理解，也让我们协会在推广买

家采购时事半功倍”。

在发动机专区里，与汽车相

配套的十多个国内著名发动机

整机均以宽畅、亮丽的形象比肩

而立，与它们环绕的是国内外近

三百家发动机零部件企业，整机

与部件相补充，使采购商把技术

咨询和采购结合起来，提高了效

率，增强了交流。

丰富前沿的行业交流

汇集技术精英
为期四天的展会现场还将继

续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同期活

动，除配对洽谈会外，还包括20多

场专题研讨会等。欧洲最大的汽

车快修连锁店ATU 公司CEO与

中国快修连锁店对话，Smart公司

总经理谈电动汽车的研发，BU公

司总裁谈汽车再制造，中保公司

谈 事 故 车 维 修 和 零 部 件 采

购，……业界精英将聚焦行业前

沿展开热烈讨论。主办单位希望

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参展商和观众

能够有机会深入了解行业资讯，

加强互动交流的机会。

主办单位目前正全力在国

内外邀请采购商，争取让采购商

数量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更大幅

度的提高，以满足广大参展商的

需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国际

汽车零配件展今后的生命力和

加速度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也会带给展商和采购商更丰厚

的回报。成长中的上海国际汽车

零配件展将继续在全球专业汽

配展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朝

着大规模、高质量、高效率的方

向迈进。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蓄势待发2010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在全

球拥有上百个分支机构，可以

覆盖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筹办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

时，我们得到总部和其他分支

机构的大力支持。国际展商越

来越多，更多的国际行业协会

组团参展，或考虑与主办方进

行交流合作，反映出上海国际

汽车零配件展的国际影响力

越来强大。”

“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吸引更多观众。今年观众数

量将达到 4.5 万~5 万名，其中

国际观众达到 1.5 万名，这个

目标很有挑战性。”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建生

“这届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展不论品质还是对企业的吸引

力都有很大提升。中汽国际希望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不仅仅

是国外零部件商家的采购交易

平台，更是国内零部件商家的首

选交易平台。”

“打造品牌、树立企业形象

是中汽国际的发展目标。我们的

工作就是为汽车行业和企业做

好服务，搭好平台。我们对上海

国际汽车零配件展的后续发展

非常有信心，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通过我们的努力，上海国际

汽车零配件展能够赶上或超过

德国Automechanika展会。”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总裁 刘敬桢

2010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值得期待

五届展会连年跳跃式发展
自2004年举办首届展会以来，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发展迅速。

持续不断跃升的数字彰显了展会

的勃勃生机。海内外的参展商和观

众在这一个以专业性取胜的展会

上，在这一行业服务平台上不断收

获惊喜。

第四届 第五届

A. 华东66%

B. 华北13%

C. 华南10%

D. 华中4%

E. 东北4%

F. 西南2%

G. 西北1%

国内观众地域分类

A. 亚洲33%

B. 欧洲23%

C. 中东14%

D.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10%

E. 拉丁美洲8%

F. 非洲3%

G. 大洋洲3%

海外观众地域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