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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人 中国梦

2013 年中国汽车人才发展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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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配

年

●2004 年，首届的上海国际汽配展

开展，
面积不足 1 万平方米。

●2006 年展会规模达到了 2.3 万平

方米，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看到了
新生的中汽国际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
将
原定两年一届的展会改为一年一届。
●2007 年，展会面积达到 5 万平方

米，双方签署协议，将合作期限由六年
短期改为无限期。
●2008 年 12 月 10-12 日，第四届上

海汽配展共设 8 个展馆，展会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来自 23 个国家及地区的近
2000 家客商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 3 万
中国汽车人才发展论坛于

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以

观的精髓，如何将行业的人才

论坛期间成立“汽车营销

余名专业观众也创下了上海汽配展参

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新国

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强国” 发展和科技创新及企业战略结

与后市场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专

展商和专业买家数量的新纪录。经过四

际博览中心 W3 号展馆，M10

的跨越。实现自主研发和科技

合起来，构建汽车行业人才开

家技术指导会”，聘任首批专

届精心培育，上海汽配展已成为位列亚

会议室召开，党委副书记彭明

创新，人才是关键。人才培养和

发、培养和评价体系，为汽车行

家，并在论坛同期举办 2013 年

洲第一、全球第四的展览会，被业内人

京参加论坛并致辞。

技术创新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

业造就更多适应现代科技和社

第 2 期汽车商务师和汽车技术

士称为
“汽车行业的一枝奇葩”
。

彭明京副书记指出，在全

两大关键手段，也是联系紧密

会分工的高端人才，为中国汽

服务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

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汽

的两大领域。如何从战略和全

车产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是

评、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培

海汽配展以近 10.35 万平方米的磅礴之

车工业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

局的高度，深刻领会科学人才

论坛的主要议题。

训班。

势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为亚洲

●2009 年 12 月 10-12 日，第五届上

第一、世界第三的专业汽配展会，以令
人惊讶的速度展示着该展会的独特魅

“汽车模特专项人才培养”
圆桌会议召开

力。9 个展馆，2400 多家海内外展商，有
近 4 万名全球各地的专业买家，有 20 多
个精彩纷呈的同期活动。
●2010 年 12 月 8-11 日，展会面积

达到 13.8 万平方米，会展共设 17 个展

馆，包括 11 个室内标准展馆和 6 个室外
临时展馆，共有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15 家展商参加展会。展会采购商数量
达到 5 万人，
其中近 20%来自海外。
12 月 10 日,汽车后市场供求交流会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经永建副总经理致辞。论坛讨论了企业品牌
的重要性、汽车后市场行业供求与企业发展等问题。

●2011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亚洲

最大，世界第二的专业展会——2011 上

海汽配展如期举行，19 个展馆，16 万平
方米的展出面积，近 30 场同期活动，来
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19 家参展商，
6 万多名专业观众，2011 上海汽配展用

12 月 10 日，
“ 汽车模特专
项人才培养”圆桌会议在上海

数字和数字背后的展会成效，再次显现

现形式彰显美丽经济的魅力。

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品牌魅力。

此会议目标在于创建一个

●2012 年展会面积 18 万平方米。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乔工副 “产学研用”
联合参与的交流与合
总经理出席并发表讲话。

●2013 年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及地

作平台。
通过这一平台，
让模特培
养机构、政府主管部门、用人企

区的 4618 家参展企业，整体面积超过

特是新兴的汽车行业技能人才， 业、
文化传播机构、
金融和投资机

21 万平方米，汽车用品及改装板块的面

是演绎和展现汽车品牌价值和

构共同参与，
探索新形势下汽车

积增长幅度为 100%，展会共吸引了 17

企业文化的特殊载体，
作为一个

模特专向人才的培养模式，
增强

新兴的从业群体活跃在汽车品

汽车模特人才立足行业、
服务产

牌推广、
汽车展览展示及汽车销

业的能力，
同时启动
“汽车模特国

售等众多领域，
以一种崭新的表

家职业标准”
编审工作。

乔工副总经理指出，
汽车模

12 月 10 日，由中汽国际主办的亚新科国际业务拓展
会（扩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笃洋致开幕词。

个海外展团倾情参与，其中，澳大利亚、
波兰、突尼斯三大展团首次亮相，同期
活动增长至 40 余个。

部分同期活动略览
展商评价：
展商评价
：
浙江玉环县汽摩配行业协会会长 郭畏士：

采购商评价：
采购商评价
：
SHIC MOTOR Hylton Routledce：

媒体评价：
媒体评价
：
一个汽配展会举办了十年真的很不

2004 年，在 automechanika 品牌展会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上海汽配展，很

容易，
它从默默无闻做成了现在如此有号

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
我们就及时与主办

荣幸遇到了十周年这个大庆典，我参加

召力、凝聚力的品牌展会，让世界看到中

方取得联系，
并且一直积极主动地配合组

了许多汽车展会，上海汽配展无论是规

国品牌已然崛起。十年，是上海汽配展的

织展会活动，
共同邀请更多优质的代理商

模还是服务，都不输于任何一个我曾经

重要里程碑，
我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这个

和经销商组团来参展。玉环县的参展企业

参加过的展会，甚至它在某些方面发展

展会一路发展壮大，
这十年也是中国汽车

数量从 2004 年的 10 余家，发展到现在近

的更好。它为我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里

300 家，这也给玉环县企业融入国际市场

的产品选择很多，对于我一个外国人来

提供了一个快捷的通道。

说节约了挑选产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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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第六届）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中德汽车经销商高端对话
《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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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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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海国际汽车改装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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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汽车电子和动力总成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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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温州汽摩配产业国际化发展系列
活动

工业快速发展的十年，
是中国十年汽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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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配对洽谈会

业的缩影，希望它用第一个十年树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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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再制造技术研讨会

牌，
用第二个、
第三个十年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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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售后市场供应商协会（CAF）季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