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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首三届的良好势头，第四届越南（胡志明市）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将再接再厉，于明年

三月在越南与各方一同共谋商机。本届展会新设了汽车制造及自动化展

区，期望为越南汽车市场量身打造从原厂生产制造到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

链条，并进一步助推越南汽车工业实现产业化、现代化及汽车制造本土

化。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2020 将汇聚 390 家来自海外及

越南本地的参展企业，于 3 月 5 至 7 日在越南西贡展览会议中心 

(SECC) 的 10,200 平方米展览场地，与业界共同追逐越南汽车业的发展

步伐。 

 

据报告显示，越南在 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可达 6.7%，是东南亚经济体

系中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1。这强劲的经济实力为越南汽车工业奠下扎

实基础，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越南政府亦推出多项利好汽车工

业发展的政策，积极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FDI)，以保持越南持续性的

经济增长优势，助力汽车工业的腾飞。 

  

很多的外国企业早已预见越南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近年积极透过各种形

式与越南本地企业合作，扩展至越南汽车市场，将越南纳入自身企业的扩

展版图中。根据越南国外投资局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 FIA) 

2019 数据，今年一月至五月份越南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已高达 167.4

亿美元，创四年来新高。其中，制造与加工业更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百

分之七十二2。 

 

外资的大量流入能把丰富的人力资源、各式各样的高端技术带进越南，包

括技术工人，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及培训等。这些投资可相继带动越南本

土的汽车生产制造力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国家本身对汽车工业的支

持，或是外国企业的涌入，均为当地汽车产业注入无限推动力，协助加快

越南汽车工业从一个汽车装配中心，发展成为东南亚汽车制造业强国的脚

步。 

 

                                                
1 “Vietnam economy to grow at 6.7%: Report”, 2019 年 6 月,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seasia/2019/06/09/vietnam-economy-to-grow-at-67-report.html 摘录于

2019 年 9 月。 

2 “FDI in Vietnam – Where is the Investment Going? ”, 2019 年 6 月, Vietnam Briefing,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fdi-in-vietnam-investment-by-sector.html/ 摘录于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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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2020 将充分发挥主导性作

用，为海内外的汽车制造商、代理商、经销商、进出口商、原厂配套商、

零售商及其他业界同仁缔造更多深度交流合作的机会。除此之外，为了助

推越南成为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本届展会的展品范围更涵盖整个汽车工

业的供应链，从工业用具、精密及验测工具，乃至成品处理、自动化生

产，到汽车零部件及组件，均会涉猎其中。 

 

本届展会带来了涵盖乘用车、商用车及摩托车 10 个不同的产品大类，包

括：用品及改装、部件及组件、电子及智能网联、诊断及维护和可替代能

源及燃料等。另外，全新的汽车制造和自动化板块亦特设六个产品类别，

包括：汽车零配件制造及技术、汽车制造自动化、汽车生产设备及系统、

汽车检测和质量控制、汽车设计与研发及汽车材料。 

 

展品内容全面升级 精准匹配市场需求  

随着越南成为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3，展会将继续聚焦摩托车领域，並

紧贴最新的市场趋势及需求，提供一应俱全的产品展示。现时越南摩托车

市场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每年百分之十，预计到 2025 年，已登记摩托车

预计会高达 1,100 万辆4。在近年政府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政策的驱使下，

对摩托车的庞大需求正从传统的汽油摩托车转移到新型的环保电动车。为

积极响应这一转变，本届展会海外环保电动车零配件供货商阵容强大，并

将与越南本土的领军摩托车零部件供货商一同亮相，为买家提供更多种类

的产品选择。 

 

另一方面，乘用车和商用车仍是展会的焦点。由于越南消费者强劲的消费

能力和生活品质的提升，用品及改装产品类别将聚焦越南蓬勃发展的定制

化改装市场及汽车文化。在越南仍有逾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零部件和组装零

件需依赖进口5，因此，一系列海外品牌将为买家提供更多元化的优质产

品，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需求。 

 

“商机˙研讨会˙体验”主题 带来全新参展体验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2020 紧扣“商机˙研讨会˙体验”三

大主题，集商务交流与休闲娱乐于一体，务求为到场观众带来全面的参展

经验。在商业交流方面，将会有一系列的同期活动一同亮相，当中包括再

度回归的配对洽谈会。配对洽谈会能高效让参与的本地及海外与会者在展

会现场配对、洽谈，助他们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和商机，促成更多合作。 

 

此外，其他同期活动，如专业研讨会、培训研讨会、座谈会及交流会将促

进行业的知识共享。在培训研讨会中，国际专家及业内专业人士将齐聚 

 

                                                
3 “Vietnam motorcycle market ranks 4th in world”, 2019 年 8 月, VietnamPlus,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motorcycle-market-ranks-4th-in-world/157728.vnp 摘录于 2019 年 9 月。 

4 “Honda Vietnam makes bank on Vietnamese motorcycle market”, 2017 年 10 月, Vietnam Investment 

Review, https://www.vir.com.vn/honda-vietnam-makes-bank-on-vietnamese-motorcycle-market-53102.html

摘录于 2019 年 8 月。 

5 “Domestic automobile industry set for good growth”, 2019 年 3 月, Vietnam News, 

https://vietnamnews.vn/economy/506286/domestic-automobile-industry-set-for-good-

growth.html#82WvgQ9XZevhoswm.97 摘录于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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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除了会在现场进行即席的教程示范，还将共同探讨诸如诊断及维

修、车队管理及其他热门议题。 

 

届时演讲嘉宾也将分享他们对越南国内行业热点的前瞻见解，包括工业

4.0、汽车制造自动化、智能工厂、汽车装配及生产效率。与会者将能全

面深入了解越南国内汽车业的最新发展及相关政策。研讨会还将深度透析

越南当地汽车企业如何克服行业转型带来的挑战并成功突围，成为东盟地

区中极具竞争力的企业。 

 

除了多元化的商业体验，还有两场精彩生动的现场活动——Auto NITZ 派

对和飘移与特技表演。Auto NITZ 派对旨在为行业同仁提供更轻松的环境

互动交流。越南当地著名唱片骑师将打碟助兴，与现场舞蹈表演一同带动

全场气氛。在展会会场外亦会有飘移与汽车特技表演，特技人员将表演各

种汽车飘移特技，带来与众不同的展会体验。透过这两场兼具娱乐性与互

动性的现场活动，主办方期望把热烈的展会气氛及汽车文化带到现场的每

个角落，让参与者沉浸其中并充分领略越南近年流行的汽车文化魅力。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由法兰克福新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展昭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联合主办。

展会同时亦是法兰克褔展览旗下的Automechanika品牌展览会之一，该品

牌在全球范围内共举办17场专业展览会，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

及中南美洲。了解更多展会信息或下载高分辨率照片，请浏览 

www.automechanika-hcmc.com，或联系+852 2802 7728 / 

autoasia@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完 –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5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18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行业

领域保持紧密联系，在展览活动、场地和服务业务领域，高效满足客户的商业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庞大国际行销网络，堪称集团独特的销售主张之一。多元化的服务呈现在

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时，能持

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广、人力

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www.messefrankfurt.com.cn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 简介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著名的国际展会主办机构，举办高科技、机械和消费者导向

的展会表现超卓。在 30 多年里，该公司以专业态度，扩展旗舰品牌到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

、缅甸和越南。Yorkers 是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越南分公司。 

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chanchao.com.tw/en  

http://www.automechanika-hcmc.com/
mailto:autoasia@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http://www.chanchao.com.t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