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大会 
om

题目：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介绍

讲者：陈新有  先生，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题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问题与趋势

讲者：陈全世  先生，新能源汽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题目：新能源汽车企业“变道超车”的新思维与新实践

专题讨论：产业变革中新旧造车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题目：市州推介——四川重点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机遇

题目：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授牌仪式与专家委员会专家聘书发布仪式

专题讨论：未来十年，新能源、智能汽车、绿色出行的的创新与融合

东风康明斯纯正配件推介会 
om

题目：东风康明斯纯正配件识别

题目：东风康明斯配件市场布局

商用车汽保设备品牌联盟技术培训会 
om

题目：维修=判断精准+工具顺手+配件及时

讲者：周伟  先生，卡车维学院负责人、田中市场部部长

题目：商用车SCR系统原理及典型发动机维修案例分析

讲者：王红振  先生，厚德融智（北京）环保技术研究院培训总监

题目：卡车轮胎快速保养

讲者：邹杨  先生，上海天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题目：让商用车售后维修服务更智能

讲者：常波  先生，亚太技术服务和培训总监；王隆栋  先生，中国售后服务经理

燃油系统西南会员大会 
om

题目：燃油系统技术培训

题目：区域政策讲解

康明斯四川区域车用市场网络年度交流会 
om

题目：网络建设

题目：康明斯车用市场分析报告

题目：康明斯售后服务发展

中国汽车后市场产业联动赋能终端高峰论坛 
om

题目：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趋势

题目：配件供应链解决方案

题目：维修终端服务解决方案

智变·聚势·赢未来——2018年汽车后市场创新发展峰会 
om

题目：汽车维修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纲领解读

讲者：张学辉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信息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题目：驰加连锁运营成功之道

讲者：傅学峰　先生，米其林驰加业务发展经理

题目：我的“功夫大师”如何助力修理厂走向成功

讲者：龚震浩  先生，辉门公司中国区售后市场市场部经理

题目：蒙诺底盘专家盈利项目

讲者：谢国峰  先生，天纳克中国售后市场全国售出总监

题目：引领润滑科技 服务汽车产业

讲者：杨立平  先生，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区销售经理

题目：和极配一起成长 共创共享汽配新生态

讲者：郑瑛  先生，极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题目：汽车维保企业如何通过I/M制度的落地实施实现转型升级

讲者：陶虹宇  先生，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题目：顺势･谋变･共命运 以诺行绿色喷涂落地解决方案

讲者：计明  先生，以诺行市场营销总监

题目：构建智慧系统赋能汽车服务终端提升运营盈利能力

讲者：项展洲　先生，驷惠科技董事长

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

会、CASCA中国汽车后

市场服务链机构

四号馆论坛区

维修与养护

09:00-17:00

2018年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同期活动日程表 (资料截至 2018年 5月 14日）

5月24日 星期四

新能源

商用车

13:30-16:00

10:00-12:00
南阳油泵商会、全国商

用车配件产销联合会
二号馆论坛区

二号馆论坛区

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联

合会、成都市汽车配件

行业商会、成都市汽车
行业维修协会

四川德力商贸有限公司

、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

联合会
C2会议室09:00-12:00

13:30-16:00

四川德力商贸有限公司

、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
联合会

09:00-17:00
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

车行业委员会

会议中心

水晶厅

09:00-12:00
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联

合会、成都市汽车行业

维修协会

C1会议室

C2会议室



新时期新政下川渝汽服企业融合思维分享会 
om

题目：洗美+维保如何玩转客户体验

讲者：陶杰  先生，重庆西郊汽服连锁运营总监

题目：维修企业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讲者：颜虎  先生，重庆豪杰奔宝专修连锁董事总经理

题目：终端门店的服务生态

讲者：兰波  先生，重庆车来宝汽服连锁创始人总经理

题目：美容项目的可持续性经验

讲者：蒋涛  先生，重庆义车道汽车美容连锁总经理

行业变革访谈

主持人：盛涛  先生，重庆市汽车维护与修理行业协会秘书长

环保风暴下共建集约化钣喷中心 
om

题目：成都地区集约化钣喷中心的建设指导

题目：大成都范围共建22座集约化钣喷中心启动发布会

题目：环保风暴下传统维修企业的转型

题目：整合优质维修资源，制定服务标准，共建可管理的的维修网络

题目：配件供应链平台如何赋能维修企业

题目：信息化系统平台建设

13:00-16:00 力魔品牌推广会 
om 南京东沛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A3会议室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福田汽车2018年四川区域品牌配件推广会暨365随车行网上汽配商城研讨会 
om

题目：服务客户·服务品牌销售·提升配件服务保障能力

讲者：唐宏超  先生，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配件销售分公司总经理

题目：各品牌服务创新及配件保障工作安排

题目：福田服务油产品资源介绍及促销方案宣贯

讲者：曲磊  先生，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配件销售分公司销售部部长

题目：优秀服务站经验分析

2018威伯科服务商大会暨“智云服务”发布会 
am

题目：威伯科服务商业务回顾

题目：智云服务平台演示

题目：行业车队拉动项目

题目：企业数字化服务案例分享

题目：售后产品技术介绍

题目：服务站设备和工具

题目：服务政策介绍

13:30-16:30 昆明云内动力产品服务推广会 
om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全国商用车配件
产销联合会

C2会议室

西南地区终端门店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om

题目：云南省汽车维修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讲者：麻俊红　先生，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会长

题目：终端联盟如何做好价值链接？

讲者：李永忠　先生，中国汽车维修协会配件工委会副主任
题目：新时代 新技术 新使命

讲者：程道喜　先生，世杰铭车集团创始人

题目：解读中国汽车售后市场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讲者：刘晓冰  先生，笛威欧亚汽车科技集团董事长

题目：西南地区服务门店调研报告

讲者：胡军波　先生，汽车服务世界总经理

题目：环保风暴之下如何精准治排

讲者：张彩虹  女士，路之好蓝天联盟系统合伙人

题目：如何解放终端门店老板？

讲者：何巍　先生，重庆聚风集团董事长

圆桌论坛：终端门店的变革之痛与发展之路

维修与养护

C1会议室

C2会议室

09:30-17:00
威伯科、全国商用车配

件产销联合会 C1会议室

其他——展商活动、配对洽谈等

5月25日 星期五

商用车

09:30-16:30

一马传媒、汽车服务世

界 《汽车售后服务》杂

志社

二号馆论坛区

13:00-16:00 大师钣喷
会议中心

洲际宴会厅

重庆市汽车维护与修理

行业协会13:30-16:30

09:00-12:0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配件销售分公

司、全国商用车配件产
销联合会



汽车后市场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峰论坛 
om

题目：《成都市汽车维修保养企业管理守法导则》解析

讲者：龚必辅　先生，四川省环保厅高级工程师

题目：维修企业环保钣喷新思路

讲者：李世豪  先生，易涂etoou钣喷共享工厂（成都成泰）总经理

题目：环保水性漆应用新方法

讲者：李华志  先生，雅图公司汽车漆专家

题目：环保新政下维修企业经营探讨

讲者：李承国  先生，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

10:00-11:00 你好，我是精典 
om 精典汽车 四号馆论坛区

11:00-12:00 驰加盈利模式分享会 
om 驰加（上海）汽车用品

贸易有限公司
四号馆论坛区

参观神龙汽车厂 
ame

出发到神龙成都汽车厂及听取基本情况讲解

参观神龙汽车总装车间厂

汽车售后电喷技术和营销峰会 
om

题目：汽车电喷技术故障的判断与维修

讲者：方国龙  先生，宜宾奥驰电子总经理

题目：汽车服务终端门店如何转型升级

讲者：王德田  先生，中国北方教育集团校友会秘书长

题目：终端门店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

讲者：梁萍  女士，成都新深科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球电喷品牌四川地区二级分销商授牌仪式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世杰铭车电子电路技术研讨会 
om

题目：中国高端车技术现状分析

讲者：程道喜  先生，世杰铭车创始人

题目：高端车钥匙匹配方法及电脑板维修技术分享

讲者 : 于清江  先生，厦门车工坊总经理

题目：原厂设备诊断编程方法及加装改造

讲者：苗普  先生，世杰铭车维修集团技术总监

题目：如何做汽车影音系统的维修

讲者：程园  先生，厦门车工坊技术总监

  m  中文

  e   英文

13:30-16:30
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

会
四号馆论坛区

  a   只限携大会邀请函之人士出席

维修与养护

5月26日 星期六

其他——展商活动、配对洽谈等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o   对业内人士开放

09:30-15:00
一马传媒 、《汽车售后

服务》杂志社
二号馆论坛区

13:00-17:00

神龙汽车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

司

13:30-17:00

成都新深科商贸有限公

司、上海永荣广告传播

有限公司
A3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