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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回顾：2022年6月29至7月1日
展览会 • 研讨会 • 娱乐
2022年越南（胡志明市）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圆满举行，

收获来自海内外由汽车原厂设备至售后市场汽车全产业的大力支持。展会透过多场现场活动，全面反映乘用车、

摩托车、商用车、汽车制造和自动化领域在电气化、数字化与产业转型进程中的各种崭新机遇。此外，

配合数字化平台V-Connect的各项线上工具，展会为参与各方搭建与全球业界的沟通桥梁，丰富展会体验。

10,112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来自大洋洲、非洲、美洲、欧洲、亚洲及中东的

42个市场

浅蓝色为主要观众来源地

北美洲 / 南美洲
加拿大、哥伦比亚、
墨西哥及美国等

欧洲
德国、法国、捷克、
土耳其、西班牙、匈牙利
及意大利等

亚洲
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南韩、
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
印度尼西亚、中国及中国台湾等

中东
以色列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洋洲
澳洲及新西兰

非洲

越南
北部 海防及河内
中部 邦美蜀、平定及岘港
南部 边和、胡志明市、平阳、

芹苴及同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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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厂 一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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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参展企业

173 家参展企业来自 21 个国家与地区

Autel、Benzol、CEPSA、CSG、DTE Systems、DUNLOP TECH、

EPICOR、EXEDY、Greatway、INVENTIS、LOGIFORM、LTK Cable、

Lubrex、Maxbelt、OBD Vietnam、PIX、REPSOL及Tasotti等

10,000平方米展览场地

V-Connect 

• 曝光量达到570,904次，覆盖90个国家及地区

• 数字平台提升业界参与者的观展效率及体验

观众业务性质

经销商 / 代理商 / 分销商 / 批发商    27%
制造商          21%
零售商      18%
整车厂     17%
服务供应商      9% 
电子零售 / 电子商务  7% 
商会 / 政府机构  3%
私有和公共车队  3%
研发 2%
专科学校 / 大学机构 2%
媒体 / 出版社   2%

汽车制造与自动化
部件及组件制造       29%
自动化   16%
汽车检测和质量控制     9% 
设计 / 研发  7% 
生产设备与系统  7% 
材料  7% 

观众有兴趣产品类别

乘用车 / 商用车 / 摩托车
部件及组件    48%
电子及智能联网    17%
用品及改装     14%
修理及维护   12%
汽车清洗及保养  11%
经销商及维修站管理  11%
轮胎及轮毂     7%
可替代能源及燃料     7%
车身及喷涂   6%
移动服务及自动驾驶  5%

物联网 / 物流
电子商务 / 初创    17%
服务   16%
电信   6%
自动识别   6%
货运设备 4%
内部物流 4%

由于可重复选择，总数超过100%

更多精彩活动 Play It! Channel VN

www.automechanika-hcmc.com
持续关注最新展会讯息
https://automechanika-hcmc.hk.messefrankfurt.com/hochiminhcity/zh-cn.html

同期活动

Automechanika专题交流会

• 超过100位与会者

• 越南汽车产业发展、智能工厂及工业4.0电气化、数字化及

工业转型升级

汽车检测及养护服务培训班 / 汽车养护日

• 超过650名与会者

• 详细介绍电动汽车充电技术、ADA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变速器维修技术及氮气修复车身塑料技术

• 现场汽车检查、诊断及美容服务与维护

更多精彩内容
第五届再见 !

23 – 25.6.2023
越南 • 胡志明市   西贡会议展览中心 (SECC)

Messe Frankfurt (HK) Ltd 电话：+852 2802 7728 autoasia@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台湾公司联络：
Chan Chao International Co Ltd 电话：+886 2 2659 6000 sales@chanchao.com.tw
越南公司联络：
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 电话：+84 28 3827 9156  salesA@chanchao.com.tw / salesC@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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