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大会 
om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

新能源产业升级：从政策导向迈向市场竞争

汽车智能网联：重塑汽车产业生态

新出行：用户出行服务创新成为趋势

汽车产业项目推介洽谈会 
om

四川省重点市汽车产业项目推介

重点企业需求发布

落户四川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配套、研发、园区等项目举行现场签约

四川省汽车产业协会智能网联分会成立仪式

成都造新能源汽车产品供需对接会 
om

成都市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情况介绍

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相关情况介绍

2019年新能源公交车采购需求计划展示

14 家成都造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针对需求应答：公司简介、产品展示、商

务政策、售后承诺与充电保障等

企业、协会和用户单位商务接洽活动

5G+车联网产业发展峰会 
om

C-V2X的标准、发展现状与趋势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与挑战

V2X助力开启智能网联之路

车联网之网络安全

中德智能网联示范基地建设情况汇报

仿真测试平台

2019年西部汽配厂商及服务渠道合作大会 
om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公司汽车后市场产品推荐会

讲者：顾一鸣  先生，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公司国际贸易公司销售总监

2019中国（成都）商用车后市场赋能大会 
om

商用车后市场信息化发展报告

讲者：张玉武  先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商用车分会秘书长

西南地区商用车零部件供应发展报告

讲者：胥强  先生，成都汽车配件商会会长

商用车后市场维修白皮书

讲者：陈一平  先生，共轨之家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共轨之家维修技术培训

威伯科西南区域产品推广会 
om

威伯科产品宣讲 & 渠道招募

中国一汽解放轻卡四川中易2019新品发布会 
om

解放历史产品介绍

讲者：刘光  先生，解放轻型车四川商代处总经理

解放服务介绍

讲者：张中帅  先生，解放轻型车四川商代处服务经理

四川中易公司介绍

讲者：曾圣海  先生，四川中易总经理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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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8日）

09:00-17:0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

员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

会议中心水晶厅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

公司、四川东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E-1会议室

14:00-15:3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

员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

13:00-17:00

15:30-17:0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
员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

会议中心水晶厅

5月23日 星期四

新能源

商用车

14:00-17:00

13:00-17:00

会议中心水晶厅

14:00-17:00
成都市经济与信息化局、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会议中心蜀都厅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

委员会商用车分会、共轨
之家

D-1会议室

D-2会议室13:00-17:00

威伯科（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后市场委员会商用车分会

E-2会议室
四川中易、一汽解放青岛

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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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西南地区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om

主办方致辞

讲者：周劭阑  女士，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修配融合下汽车售后市场的变革方向

讲者：张杰 先生，壁虎汽车创始人

品牌企业盈利解决落地方案分享

讲者：凯恩滤清器（深圳）有限公司

面对市场痛点，终端门店如何修内功、找出路

讲者：唐智勇  先生，四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数据驱动 打造智慧门店

讲者：宫大鹏  先生，开思时代CMO&联合创始人

打造新盈利模式——助力汽车后市场转型升级 巧用互联网思维经营门店

讲者：周露蓉  女士，厦门众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策划总监

圆桌讨论：供应链企业进入西南售后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刘福强  先生，一马传媒总经理

参与企业：马立可 /开思 /西福

圆桌讨论：如何因地制宜在西南发展终端连锁业务

主持人：盛涛  先生，重庆市汽车维护与修理行业协会秘书长

参与企业：精典汽车 /云南快勤 /加拿大石油 /世杰铭车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互动健身 
om

套圈圈

平板支撑

油桶深蹲

安睿驰-轮胎拉力赛

09:00-17:00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卡莱斯玩转汽车个性改色大赛 
om 广东卡莱斯实业 6号馆6N22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用品及改装分享会、模拟赛车体验、表演 
om

模拟赛车体验&竞技大赛

安睿驰安全轮胎介绍

讲者：李均  先生，无锡安睿驰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发动机如何恢复动力

讲者：梁文胜  先生，广州积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世爵招商会

讲者：向德智  先生，广州世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品牌运营总监

表演

14:00-16:00 Automechanika系列展览会推介会 
om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F-1会议室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2019年克诺尔商用车中国区售后挂车服务站招募 
om

讲者：王雷  先生，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售后销售

经理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都营销峰会 
om

统一润滑油国内首创延保项目的分享

讲者：张延旭  先生，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商用车全合成10万公路产品解读

讲者：迟军  先生，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乘用车全合成新产品分享

讲者：田志强  先生，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商用车

其他——参观、培训、配对洽谈等

D-1会议室09:30-12:00

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企业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委
员会商用车分会

09:00-17:00 6号馆6M28成都优联卡科技有限公司

15:00-17:00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号馆论坛区

09:00-17:00 6号馆6M38

用品及改装

13:00-17:00

保修、供应链及终端连锁

一马传媒、成都市汽车维

修行业协会、重庆市汽车

维护与修理行业协会

4号馆论坛区

5月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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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推动汽车维修业环保达标”落地活动——成都站 
om

推动汽车维修企业环保达标

汽车维修传统经营模式如何拥抱电子商务

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汽车维修工作组与成华汽修协会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项目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VOCs排放源头防治（水性漆）

新工艺、新技术的过程防治（环保喷枪）

新工艺、新技术从过程中防治VOCs排放（环保研磨）

VOCs末端处理工艺-微波催化氧化

VOCs末端处理工艺-活性炭吸附脱附

VOCs末端处理工艺-沸石分子筛

VOCs在线平台及监测

参观“绿色喷涂共享中心”示范店——博士精益汽车服务总部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互动健身 
om

套圈圈

平板支撑

油桶深蹲

安睿驰-轮胎拉力赛

09:00-17:00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卡莱斯玩转汽车个性改色大赛 
om 广东卡莱斯实业 6号馆6N22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用品及改装分享会、模拟赛车体验、表演 
om

模拟赛车体验&竞技大赛

改装技术分享会——西部改装，近在咫尺

讲者：王雄  先生，特驱快车主理人& 皮哥，抖音网红

表演

精准运营，系统营销——美容店常态获利模式培训 
om

A1：快速引流，精准选客：引流-选客-再引流

A2：项目自我引流转化--有目的的选择项目及定价

A3：创造粘度及复购：追求单一客户年消费额

A4：体系营销，不再追求个人销售能力--赠送式体验营销

        形成消费习惯--运营体系建立，核心项目的锁客养客

B1：撬动僵尸项目--撩出消费意识，延伸销售，勾引销售，系统销售

B2：痛点刚需项目，差异化营销--季节定制洗车

B3：微美容（小项目）推广，综合习惯养成，形成常态获利

B4：激活70%僵尸会员方法--翻新美容

讲者：李子俊  先生 , 台湾三嘉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0:00-12:00 特邀买家配对洽谈会 
am 6号馆6-B特邀买家

俱乐部

12:30-17:00 参观精典汽车锦天府店&建国集团 
am

时间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互动健身 om

套圈圈

平板支撑

油桶深蹲

安睿驰-轮胎拉力赛

09:00-15:00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卡莱斯玩转汽车个性改色大赛 om 广东卡莱斯实业 6号馆6N22

汽车改装舞动大趴——用品及改装分享会、模拟赛车体验、表演 om

自驾游分享会——路的尽头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讲者：一刀  先生，中国顶火车会创始人

  m  中文

  e   英文

台湾三嘉兴业有限公司 4号馆论坛区

用品及改装

09:00-17:00 成都优联卡科技有限公司

6号馆6M3809:00-17:00

6号馆6M28

保修、供应链及终端连锁

09:30-17:00

  a   只限携大会邀请函之人士出席

5月25日 星期六

其他——参观、培训、配对洽谈等

  o   对业内人士开放

用品及改装

09:00-15:00 成都优联卡科技有限公司 6号馆6M28

09:00-15:00 6号馆6M38

09:30-12:00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成都市成华区汽车维修行

业协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

染防治专业委员会汽车维

修工作组、
法兰通联展览（北京）有

限公司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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