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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翘首企足已久的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2022 将于明天
（6 月 29 日）在越南西贡展览会议中心（SECC）正式开幕。展会将开放
至 7 月 1 日，10,000 平方米的展览场地，配合同步运行的全新数字化平
台 V-Connect，将汇聚来自 21 个国家及地区的逾 173 家参展企业。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是今年首个回归越南本地的国际性汽
车行业贸易盛会，得到参与者的热切响应，反映了行业人士对开拓越南作
为新兴区域汽车行业枢纽的期许。展会亦当不负众望，将全力协助参与各
方开展商务合作，勠力促进业界共融发展。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女士对本届展会有着颇高
的期盼：“越南汽车产业正稳步发展，无论是国内汽车销量、汽车出口还
是汽车制造能力在全球汽车供应链中都保持着强劲的持续扩增势头。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的举办恰逢其时，对于越南本国的电气
化、数字化及工业的全面转型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相信
借助展会线下线上的庞大行业资源，配合越南富有活力和韧性的营商环
境，海内外的业界同仁定能充分挖掘当地汽车市场的各种机遇，一同见证
并继续推进越南本地及东盟汽车业的壮大成长。”
本届展会参展阵容强大，汇聚了一众海内外领军企业，包括多家首次参展
及再度登场的品牌企业：爱思帝、Benzol、CEPSA、CSG、DTE
Systems、邓禄普、恩柏科、Greatway、INVENTIS、LOGIFORM、卢布
雷斯、雷普索尔、乐庭电线、Maxbelt、OBD Vietnam、PIX 及 Tasotti
等。
随着展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多个国家的商务机关也纷纷应援支持，为希
望在迅速崛起的越南汽车市场站稳脚跟的企业提供支持。例如：新加坡企
业发展局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及能源部就分别为新加坡展团和德国展团的
参展企业简化了参展流程。另外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及中国台湾的
四大海外国家及地区展团也带来了契合越南市场需求的最新产品、技术及
技能。
与此同时，越南机械工业协会（VAMI）、Vietnam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越南）及越南辅助工业协会（VASI）携手合
作，带来多家会员企业参展或参观展会现场的汽车制造和自动化专区。一
众越南本地企业将展示先进设备、技巧、工具及材料，全景呈现越南本地
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专业观众可在此深度探索了解越
南汽车产业供应链的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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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会的数字化平台 V-Connect 已于 6 月 2 日开放使用，并将与为期
三天的实体展会同步运行。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数字化服务，助力线下及线
上参与者利用展会广泛的资源、信息及商业网络，达成更便捷的商贸交
流。自开通以来，平台收获国际汽车业界的踊跃响应，已经有来自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澳大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韩国、蒙古、南非、日本、西
非、西班牙等 49 个国家及地区的 1,248 名活跃用户登录使用。其中超过
35%的用户表示希望透过平台物寻越南的业务合作伙伴。
登记 V-Connect 线上平台，敬请浏览 www.automechanikahcmc.com/vor。
同期活动亮点纷呈 催生越南汽车业蓬勃生机
为顺应越南汽车市场的强势增长，本届展会加强聚焦用品及改装和汽车维
修及养护领域的发展趋势，带来全新展示区域。展示区内的参展企业将呈
献相关领域的各项前沿产品、技术及服务，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年轻中
产阶级对汽车售后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不仅如此，多场专题研讨会、汽车修理工作坊和培训课程等同期活动将于
室内展馆及户外展示区纷呈上演，主题涉猎广泛。当中多场活动将于 VConnect 平台播出，让现场及线上参与者尽情参与。
第一天：2022 年 6 月 29 日
 汽车养护日 （9:00 – 17:00）
让汽车爱好者认识汽车维护的重要性。已预登记服务的驾驶人士可
驾驶车辆至室外指定活动区，免费享用一次汽车检测服务。
 EMMA 越南 – 汽车音响及改装比赛（9:00 – 18:00）
领略逾 50 辆设计精致的改装汽车及音响设备
 Automechanika 专题交流会（10:15 – 12:00）
主题：越南汽车产业自动化、数字化及汽车工业转型升级
 汽车检测及养护服务培训班（14:00 – 14:45）
阐述电动汽车充电技术
第二天：2022 年 6 月 30 日
 汽车养护日（9:00 – 17:00）
 EMMA 越南-汽车音响及改装比赛（9:00 – 18:00）
 汽车检测及养护服务培训班
详细介绍 ADA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10:00 – 10:45）
变速器维修技术培训（14:00 – 14:45）
第三天：2022 年 7 月 1 日
 EMMA 越南-汽车音响及改装比赛（9:00 – 18:00）
 汽车检测及养护服务培训班
解析氮气修复车身塑料技术（10:00 – 10:45）
敬请关注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社交媒体专页#AMHCMC22
facebook.com/automechanikahochiminhcity
linkedin.com/showcase/automechanikahochiminhcity
instagram.com/automechanikahochiminhcity
youtube.com/PlayItChannelVN (Play It! Channel VN)
考虑到目前各方对新冠疫情发展的持续关注，主办方亦高度重视展会期间
与会各方的公共卫生安全，并与地方疫情防控部门展开密切合作，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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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联防联控措施，以确保与会者的健康安全，为参会人士提供安全的
商业平台。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由法兰克福展览（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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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有关展会的最新信息，请浏览 www.automechanikahc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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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区聘用约 2,300*名员工。2021 年，在新冠疫情持续发展的第二年中，
集团积极应对来自各方的诸多挑战。在新冠疫情爆发前，集团在 2019 年营业额录得 7.36 亿欧
元，而 2021 年营业额约 1.4 亿欧元。集团依旧与众多行业领域建立了丰富的全球商贸网络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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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通过新的商业模式积极拓展数字化服务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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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初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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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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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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