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胡志明市) 國際汽車零配件及售後服務展覽會
日期
2021 年 6 月 30 日 – 7 月 2 日 （每年一屆）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時間
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會議展覽中心（SECC）
地點
10,200 平方米
展會面積
展商數目
359 家參展商 (2019)
觀眾數目
8,929 名海內外觀眾蒞臨(2019)
展品範圍
部件及組件: 駕駛系統; 底盤部分; 車身部分; 標準件; 汽車內飾; 汽車外飾; 充電用附件; 再製造零部件, 外部空氣品質及廢氣處理; 新
材料
電子及智慧聯網: 電機電器; 車輛照明; 電子系統; 舒適性電子產品; 人機交互界面; 智慧聯網; 物聯網
用品及改裝: 裝飾裝潢、隨車用品; 訂製改裝; 內外飾改裝; 通訊娛樂、汽車資訊技術; 特種車輛裝配及改裝, 乘用車、小型商用車拖車及
其配件用品; 其他改裝相關商品
診斷及維修: 維修站修理及維護設備; 工具; 數位化維保; 汽車診斷儀器; 訂製及專用車輛維護及修理; 拖車設備; 新能源汽車維修設備;
緊固及黏合解決方案; 廢品處理及回收; 車間安全及優化; 維修站及分銷點設備與管理; 潤滑油及潤滑劑; 流體技術; 維修站概念
經銷商及維修站管理: 維修站/汽車經銷商/加油站設計及建造; 經銷商銷售及服務管理; 數位行銷; 客戶數據管理; 網路平臺; 電子商務和
行動支付; 職業培訓及高階培訓、技能發展; 維修站及汽車經銷商行銷; 線上支付平台及汽車/ 部件/ 服務交易市場; 經濟復甦、研究、諮
詢、群體計畫
汽車清洗及保養: 汽車清洗; 汽車養護; 車輛翻新及修飾; 水回收、水處理; 加油站設備
可替代能源及燃料: 能量儲存; 可替代燃料; 配套產品; 電動車相關概念; 稀有金屬; 充電和加油技術系統; 新型維修站技術
輪胎及車輪 (產品涉及輪胎輪圈領域): 輪胎; 車輪輪輞; 輪胎維修及處理; 二手輪胎; 輪胎管理系統; 輪胎銷售及儲藏裝備; 輪胎車輪配
件及倉儲
車身及噴塗: 車身修補; 噴塗及防腐保護; 噴塗、鈑金件、塑膠件、車窗、前燈、車輪的維修; 新材料
移動服務及自動駕駛: 移動服務; 自動駕駛; 車隊管理/ 租賃/ 企業用車
機車 / 摩托車（零配件及維修工具領域）: 部件及元件; 配件; 維修及保養; 電子及系統; 服務團體; 行業機構與新聞出版社
汽車製造和自動化: 汽車零配件製造及技術; 汽車製造自動化; 汽車生產設備及系統; 汽車檢測和品質控制; 汽車設計與研發; 汽車材料
其他: 科研機構、商協會、貿促機構; 媒體; 其他
參展費用

入場費
主辦單位
國內合作單位

海外合作單位

標準展位
（最少 9 平方米）：
每平方米 335 美元
高級標準展位（最少 9 平方米）：
每平方米 385 美元
光地展位
（最少 18 平方米）：
每平方米 305 美元
機車 / 摩托車專區：
每平方米 230 美元
標準展位
（最少 9 平方米）：
每平方米 200 美元
光地展位
（最少 18 平方米）：
僅限於專業觀眾﹔憑登記免費入場
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
HAMEE
– 胡志明市機械–電公會
MOIT
– 越南工業和貿易部
MOST
– 越南科學與技術部
OTO-HUI
– 汽車科技和技術
RUPA
– Rubber-Plast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越南)
VAMI
– 越南機械工業協會
VASI
– 越南輔助工業協會
VATA
– Vietnam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越南)
VRA
– 越南橡膠協會
VSAE
– 越南汽車工程師協會
ASA
– 德國汽車維修設備協會
CAMEIA
– 中國汽車保修設備行業協會國際合作委員會
TAITRA
–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TTVMA
–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特別展示

摩托車零配件及維修工具領域
汽車製造和自動化
產品涉及商用車領域

同期活動

Automechanika 專題研討會；汽車檢測及養護服務體驗區及培訓班； 飄移和特技表演；Auto NITZ 派對； 智能工廠暨工業 4.0 研討會
台灣企業請聯繫：
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
11494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 185 號 3 樓
華潤大廈 35 樓
電話：+886 2 2659 6000
電話：+852 2802 7728
傳真：+886 2 2659 7000
傳真：+852 2519 6079
sales@chanchao.com.tw
autoasia@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聯絡處

越南企業請聯繫：
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
Rm 1107, 11/F, Dong Duong Building
No 4 Nguyen Dinh Chieu Str, Da Kao, District 1
HCMC, Vietnam
電話：+84 28 3827 9156
傳真：+84 28 3827 9157
salesA@chanchao.com.tw / salesC@chanchao.com.tw

資料截至 2020 年 7 月 6 日，如有更改恕不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