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 日，作为上海汽配展深度

系列服务项目之一的“2016 中国商

用车、发动机零部件国际市场发展

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

题为“分析目标市场，分享出口经

验”，由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

公司、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联合会共

同主办，中汽国际党委副书记彭明

京出席论坛并致辞。

彭明京副书记表示，随着上海

汽配展规模的不断扩大，“细分市

场，深化服务”变得尤为重要。全国

商用车配件产销联合会作为中国商

用车后市场全产业链服务平台，多

年深耕商用车后市场。在上海汽配

展“商用车配件品牌专区”上，产销

联合会通过模块化的展示，不但创

新了展示模式，也增强了展示效果，

成为展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届论坛邀请了国际、国内行

业专家，结合全球最新的贸易规则、

中国最新的发展政策以及海外市场

的新形势、新变化，预测商用车及配

件国际市场形式，分析目标市场，分

享出口经验，旨在为国内外企业拓

展国际整车、整机及售后等高端市

场提供启发和思路。 李阳/文

11 月 29 日，在 2016 上海汽

配展开展前夕，“泰斯福德杯”

2016 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

品牌盛会颁奖盛典成功举办。

公司张福生董事长、韩晓军总

经理、程永顺副总经理出席了

活动。

韩晓军总经理在致辞中指

出，截至 2015 年底，中国汽车

的保有量已突破 1.7 亿辆，每

年的汽车销量均超过 2000 万

辆 。汽 车 维 修 养 护 等 后 期 需

求，已经塑造了一个巨大的汽

车后市场。截至 2015 年底，全

国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就已突

破 8000 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

汽车后市场新蓝海，品牌建设

对于汽配、汽保企业发展尤其

重要。经过 10 届的夯实与发

展 ，由 慧 聪 网 主 办 的 汽 车 配

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在行业

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汽配汽

保企业参与到品牌盛会，可以

彰 显 企 业 实 力 ，展 示 品 牌 形

象，是一个信息共享和市场互

动的良好尝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领导、

获奖企业代表、行业专家以及

媒体记者等 500 多人参加上述

活动。 郭未璇/文

11 月 30 日，在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维修检测诊断

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举办期间，由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主办、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机

集团”）支持、中汽国际和国机智能承办的“广州国际汽

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推介会”顺利召开。

推介会面向全球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引进

重点企业和项目，完善汽车产业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广州市市委常委周亚伟、国机集团副总经理丁宏祥出席

会议并致辞，中汽国际董事长张福生、总经理韩晓军，广

州市工信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区政府，广汽

集团、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等单位领导近 140人出席推介会。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德国博世公司、美国李尔汽车系

统有限公司、加拿大麦格纳、法国佛吉亚，万向集团、潍

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国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配

套企业参会。

丁宏祥副总经理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州正围绕建

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强化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

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新体

系，建设有影响力的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国机集团与广州

在汽车、智能装备、专业会展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前景

广阔。

2015 年 3月 11日，国机集团与广州市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议定双方在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促进新能源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

战略合作。截至目前，合作成果丰硕：一是成功举办两届

展会面积均达 10万平方米的“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

后市场展览会”（AAG），吸引了 1600 家海内外的知名行

业品牌齐聚参展，展览会将永久落户广州。二是成功举办

首届中国（广州）国际新能源、节能及智能汽车展览会，

展览面积达 2.7 万平方米，吸引了超过 100 家新能源、节

能及智能相关企业参展，参观人数约 5.1万人次。三是国

机智能总部落户广州。国机集团和广州市政府共同投资

组建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四是成

功举办中国（广州）国际机器人、智能装备及制造技术展

览会。五是与广州市政府等单位联合组建中国（广州）智

能装备研究院。

会上，广州市工信委赵军明主任就广州国际汽车零

部件产业基地作主题推介，番禺、增城、花都、南沙、从

化五个区分别对各自园区作专题推介。广汽乘用车发

动机项目、凌云工业集团高端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项目

现场签约。 李阳/文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产业

基地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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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多场

上海汽配展 同期同期

11 月 30 日，2016（第九届）国际汽车技术

年会在上海成功召开，中汽国际副总经理陆

一舟出席年会并致辞。年会由中汽国际、德国弗戈汽

车媒体集团（Vogel）、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

院（IKA）、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自2008年至今已在中国连续成功举办九届，一直得

到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与好评。

作为年会主办方，中汽国际副总经理陆一舟表

示，Automechanika Shanghai今年结合行业发展趋势

做了大量创新，特别是重视加大对行业的服务工作，

组织了包括国际汽车技术年会在内的50多场同期

活动。国际汽车技术年会作为汽车行业最前沿的技

术盛会，今年再次吸引了来自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众多专家及资深人士参加，就汽车领域前沿技术

和创新项目进行深入探讨，分享业界最新的技术成

果和创新应用。

此次年会主论坛围绕互联网+时代的汽车节能

减排策略、智能驾驶、汽车安全等趋势性行业话题，

三个分论坛分别围绕动力总成节能减排、智能网联

汽车、汽车轻量化等主题，展开近30场精彩的前沿

技术演讲和讨论，现场互动氛围热烈。 李阳/文

11 月 30 日上午，2016 上海汽

配展新闻发布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召开，展会主办方领导及

高管向各界媒体介绍了本届展会

情况。

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司张福

生董事长指出，2016 年汽车后市

场行业有三大明显的变化趋势，

与展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息息相

关，即随着互联网、通讯、软硬件

等众多新兴企业进入汽车产业，

新理念、新思维正在不断冲击传

统产业的发展；不同领域的零部

件企业开始打通线上电商系统和

线下供应链；中国汽车售后市场

将面临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从当

前的垄断与混乱的两极分化中，

走向公平透明和规范秩序。

公司总经理韩晓军介绍，中

汽国际是国机集团在会议展览和

汽车贸易方面的窗口企业，在展

览方面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和丰

富的办展经验。目前，中汽国际每

年独立或参与主承办的各种展览

的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每年

在国内举办 40 余个展览。在贸易

方面，中汽国际每年进出口的汽

车整车超过一万台，同时还有一

定规模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会主席曹建生强调，上海

汽配展始终保持四大功能：交流、

商贸、展览和教育，从深度和广度

上折射出汽车行业的发展状况。

他表示，随着新场馆容量的增加，

主办方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确保四

大展示板块的综合平衡。

公司程永顺副总经理和法兰

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全球

品牌展会总监 Michael Johannes、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曹建生、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

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就上

海汽配展在规模不断扩大情况下

如何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等提问进

行了回答。

郭未璇/文

“2016 AIAG 汽车零部件采购

高层与供应商峰会”于 11 月 30 日

在上海举办。本届峰会由美国汽车

工业行动集团（AIAG）主办，中国

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法兰

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支持，中

汽国际张福生董事长出席峰会并

致辞。

作为上海汽配展的主办方，在

组织好展会商业平台的同时，中汽

国际也非常重视为行业服务，希望

展会不仅能够体现汽车市场发展

风向，也能够传达汽车业质量理

念, 为汽车业界同仁创造一个互动

的平台。张福生董事长在致辞中表

示，“每年的采购峰会现已成为主

机厂和一级零部件商采购负责人

集体亮相、传达最新采购战略趋势

的重量级聚会。希望在中汽国际和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能够通过创建

这个贯穿汽车全产业链的、完全开

放的平台，带动中国汽车产业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也为中美汽车业同

仁带来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

本 届 峰 会 聚 焦“ 新 版

IATF16949 更新点诠释 ”、“汽车配

件采购战略/行业发展”、“建立无

缝，高效及负责的供应链”等内

容，邀请了来自通用汽车、福特、菲

亚特-克莱斯勒、沃尔沃、奔驰、捷

豹路虎、德尔福、博世、李尔、麦格

纳、辉门、博格华纳、江森自控及其

他汽车公司的采购高层，为亚太/
中国地区的供应商讲述了他们的

采购战略、需求, 质量要求及供应

链发展趋势。 李阳/文

2016 AIAG汽车零部件采购高层

与供应商峰会

2016上海汽配展新闻发布会

“泰斯福德杯”2016年度汽车配件汽保行业品牌盛会

2016中国商用车、发动机零部件国际市场发展论坛

活动活动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上海汽配展期

间，“2016 汽车电气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

“第九届中国汽车电器信息网年会暨全球汽车电动

化与智能化技术论坛”、“2016年汽车配件经销商年

会”等多场同期活动举办。公司温忆梅副总经理代表

主办方出席活动。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汽车产业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电气化与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从2016

年市场情况来看，中国无疑是世界新能源汽车领域

的引领者。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迎来“颠

覆传统，融合创新”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互联、创新的重要性。

得益于广泛的客户资源和众多的专家资源优

势，中汽国际除了举办诸多颇具影响力的汽车及其

配件展览会外，始终致力于打造各类行业论坛，为

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的技术革新做出

努力。 李阳/文

11 月 30 日,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国际化

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成功举办。公

司姜德钧专务出席活动并致辞。

在致辞中，姜德钧专务表示，汽车零部件企业是

中国汽车产业的基础，希望通过行业聚会不断促进中

国汽车后市场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届研讨会汇集了业

内300多位高端人士，期待能够促进各个汽车零部件

企业进一步发展，为汽车产业做出相应的贡献。

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车企负责人分享对未来汽车

发展趋势的判断、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战措施。行业

内专家就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互联网+的深入发展

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影响展开深入探讨。 郭未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