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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 多地展会齐发力
了 2019 年巴黎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工艺装备展览会

打造会展国际范 搭建行业新桥梁
2019AAG 展览会开幕

（简称“Equip Auto”
）主办团队、法国国际专业展促
进会驻华代表团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10 月 11 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

商务部贸发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贾国勇、中国

（简称“AAG”
）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盛大开幕。中机

驻法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陈汝华、法国汽车零

国际总经理赵立志、AICA 意大利全国汽车设备制造商

部件制造商协会会长克罗德·沙穆分别为 2019 中

协会主席 Mauro Severi 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广州市商

国汽车工业品牌展开幕致辞。中机国际总经理助

务局副局长吴尚伟宣布开幕。

理宋长颖、法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总经理沙赫
勒·阿豪尼卡、Equip Auto 展会经理马里奥·菲耶穆

赵立志总经理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

斯等出席了开幕式活动。

正逐步从整车销售的价值链前端向价值链后端转移，希

本次展会的举办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汽车及配

望未来 AAG 能为行业呈现出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技术

件行业在法的品牌推广，提升中国自主品牌的国际

产品，
为促进华南地区后市场区块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影响力，搭建中法在汽车及汽配领域的双边经贸的

本届 AAG 展出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迎来了来自澳

重要平台。

大利亚、西班牙、德国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78 家参展

邱慧莹/文

企业，还首次邀请到意大利 Autopromotec 协会与博洛尼
亚展览集团率领的意大利国家展团参展。
本届 AAG 的另一突出亮点是，今年引入了与 AAG
同馆同期举办的首届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ReMaTec Asia

车服务产业高峰论坛暨第三届永福国际汽车文化节并致

2019。展会吸引了多家海内外优质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辞。他希望通过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提升 AAG 在行业内

约 6000 平方米，集中展示了国内外再制造行业最新的技

的影响力，
为促进华南地区后市场区块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术和设备等。
于佳璇/文

展示地方特色 传播民族味道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展交会
9 月 25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农牧厅、文

10 月 12 日，中机国际财务总监鲁德恒出席并主持中

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中机国际下属企业西麦克展

意汽车后市场交流会。此次交流会旨在以更高的业务契

览公司统筹执行的“内蒙古味道”——内蒙古绿色

合度，为中意两国汽车后市场领域的佼佼者提供深入交流

携手优质伙伴 共谋高质量发展
公司领导寄语 2019AAG
2019AAG 举办期间，中机国际多位领导出席展会同
期活动。
开 幕 式 当 天 ，中 机 国 际 副 总 经 理 程 永 顺 出 席

业报》等媒体现场报道，全国汽配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学习的渠道，
实现合作共赢。

企业参展踊跃 观众更趋高端
第四届澳门用品展

同日，中机国际副总经理乔工出席中国（广州）智能网
联汽车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国（广州）汽车零部件论坛
并致辞。乔工表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加速推动相关产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由商务部主办，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业的融合，只有携手优质行业伙伴，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智

席了 UTS 地库改装沙龙的华南改装圈评选活动。
10月11日，
中机国际纪委书记王永祥出席第一届汽车

展”
）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举办。商务部贸发局
国内会展处处长翟丰玉、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

践行
“国家所需、
澳门所长”
第九届澳门车展

部长李华英、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宋晓冬、中
机国际副总经理温忆梅、广州商务局副局长魏敏、葡萄牙
驻澳门及香港总领事 Paulo Cunha Alves 等出席开幕式。

10 月 25 日，由国机集团、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澳

澳门用品展总面积 5000 平方米，特装展台面积 1146

向汽车强国、
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转变的大环境，
要以更积

门会议展览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澳门）国际

平方米，共有来自中国内地、美国、巴西、葡萄牙等国家和

极的讨论交流碰撞出汽车后市场转型升级的智慧火花。

汽车博览会（简称“澳门车展”
）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

地区的近 100 家汽车及船舶用品企业参展。粤港澳大湾

展中心开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合

区企业参展踊跃，
占总参展企业 7 成以上。

维修技术技能峰会并致辞。他表示，
面对我国从汽车大国

同日，
中机国际专务姜德钧出席2019首届永福国际汽

作局副局长朱凯，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刘关华出

组委会共邀请了 1000 多位国内外专业观众及来自葡

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经

语系国家、东南亚国家等的专业买家团，珠三角、长三角为

济部副部长张建华，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建

主的各地区汽车配件用品专业协会组织了约 800 名专业

国，国机集团贸易服务事业部总监王玉琦，塞尔维亚国

观众赴澳参观采购。

务卿 Stana Bozovic，波黑议会秘书长 Selim Beslagic 等出

邱慧莹/文

本届车展规模达到 6.5 万平方米，

厚积五十载 展示新风采
第 86 届全国汽配件会

设有中国制造、超级豪车和进口汽车三
大主题展馆，汽车文化展区、白车身技
术展示区等特色展区。展会吸引了

10 月 11 日至 13 日，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机国际

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家

下属企业中汽配件共同主办的第 86 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

关企业参展，展示近 400 辆汽车，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为澳门带来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所

期举办近 20 场汽车专业论坛及文化

需、
澳门所长”
的结合点上主动作为，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主题活动。

科技深入交流融合，
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贡献力量。

本届澳门车展恰逢中华人民共和
澳大桥通车一周年，
澳门车展积极把握
“一带一路”
倡议和

行业全方位的展示平台。
李玮 任紫涵/文

中机国际副总经理温忆梅、总经理助理宋长颖出席上
述活动。
邱慧莹 任紫涵/文

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瑞怀，
多国驻华使节和机构代表，内蒙古商务厅、农牧厅、
文旅厅等部门和各盟市的领导及近 500 家参展企
业参加活动，上海及周边地区 256 家采购商、上海
内蒙古商会等行业协会和多家新闻媒体莅临现场。
在现场的签约仪式上，尚志强副厅长代表内蒙
古自治区商务厅与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和苏宁

助推行业发展 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十届杭州西博车展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第二十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秋季展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本届车展由中机国际、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主办，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等联合承办。展会同期，
2019 浙江省
汽车产业整零协同创新推进会暨
“浙江汽车产业·杭州发布”

控股集团分别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同时，共有 12
个项目 24 家企业的代表现场签约，签约金额 2.38
亿元人民币。
本次活动受到多方好评，西麦克展览公司将继
续在方案策划、总体设计、展位搭建、开幕式及推介
会等重点活动的策划执行等环节全方位助推“内蒙
古味道”
品牌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杨云童 任紫涵/文

平台启动仪式举办。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委组成员、
副
厅长杜华红，
中机国际财务总监鲁德恒等出席启动仪式。
20 年来，作为杭州市乃至浙江省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车
展，杭州西博车展始终坚持以“助推汽车产业发展”
“积极引
导汽车消费”为已任，砥砺前行，展会规模、品质不断升级，
在拉动汽车销售，刺激消费内需，促进汽车产业升级上发挥

席开幕式。

国建国 70 周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 20 周年、
港珠

和发展趋势，经过五十多年的积累，已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

届中国汽车及船舶用品（澳门）展览会（简称“澳门用品

刘向雨浪/文

中机国际在机械会展领域的优势和意大利在高端汽车制
造业的积累，共谋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次日，程永顺还出

了中国汽车配件产业的新产品、新工艺及行业的整体水平

承办，中机国际及南光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四

能网联新生态圈占据一席之地。

Autopromotec 新闻发布会并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能借由

全国汽配会面向汽车配套市场与售后市场，集中展示

农畜产品展览交易会在上海市光大会展中心举

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外汽车厂商展示新品新技术、开拓浙
江市场的首选阵地。
中机国际副总经理温忆梅参加上述活动。
章樱樱 任紫涵/文

第十六届中国（锦州）汽车展
览会暨秋季惠民车展举办
10 月 24 日至 27 日，由中机国际主办，辽宁中汽
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锦州）汽车展
览会暨秋季惠民车展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作为锦州地区本年度最后一场惠民车展，本次
车展吸引了众多热销汽车品牌，各大汽车品牌携手
旗下首发车型、
新品车型、
热门车型全擎出击，
200 余
款车型参展。展会通过多种元素制造立体化感官体

建中法汽车平台 提升中国影响力
2019 中国汽车工业品牌展

验，
在传递品牌内涵和文化的同时，
力求为观众带来

位 4000 多个，有 6 万多名国内外汽配专业采购商相聚山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商务部贸发局和中机国际联合承

让利。一站式体验赏车购车的福利，体验多重汽车

东。展会期间还举办 10 多场大型会议洽谈活动，各类聚

办的 2019 中国汽车工业（法国）品牌展览会于 10 月 15 日上

焦行业前沿的论坛活动精彩纷呈。
《中国汽车报》
《中国工

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本次活动得到

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展会启用了山东国际会展中心的全部 9 个大型
展厅，展出面积达到 10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3000 多家，展

一场视觉盛会。展会期间，厂家还对在售车型给出
了车展特惠价格政策，
除官方降价外，
还有额外价格
文化生活，
让秋季惠民车展的音浪引爆金秋十月。
张秋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