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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交通运输及物流行业全球系列展览会计划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以“国际品牌战略”作为其在全球开展业务的指导性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兰克福展

览的服务范围覆盖世界各地超过 188 个国家及地区，2018 年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在全球 50 多个城市举办 148

个展览会，其中一半以上在德国以外地区。作为汽车相关行业类的国际期间展览会，“Automechanika”是法兰克福

展览有限公司在全球推广得最为成功的品牌之一：这一品牌的全球系列展览会共计 16 个，分别在 15 个国家举办。 

如欲了解更多相关展会详情，请与相应项目负责人联系。 

展览会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汽车相关行业 

Auto Maintenance & Repair Expo 

北京国际汽车维修检测诊断设备、零部件及美容养护展览会 

2020 

一年一届 
中国 

北京 
谢烁璇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how Pune 

印度（普纳）国际汽车制造设备技术展览会 

2020.05.14-16 

一年一届 
印度 

普纳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Astana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07.02-04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 

努尔苏丹（阿斯塔纳） 
刘安娜 

Futuroad Expo Astana 

中亚（阿斯塔纳）国际商用车展 

2020.07.02-04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 

努尔苏丹（阿斯塔纳） 
刘安娜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越南 (胡志明市) 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08.20-22 

一年一届 
越南 

胡志明市 
杨智美 

INA PAACE Automechanika Mexico City  

中美洲（墨西哥）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09.24-26 

一年一届 
墨西哥 

墨西哥城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Dubai 

中东（迪拜）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10.19-21 

一年一届 
阿联酋 

迪拜 
杨智美 

Busworld Russia powered by Autotrans 

俄罗斯（莫斯科）世界客车博览会 

2020.10.26-28 

两年一届 
俄罗斯 

莫斯科 
迟楠楠 

MIMS Automechanika Moscow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11.03-05 

一年一届       
俄罗斯 

莫斯科 
迟楠楠 

Automechanika Buenos Aires  

南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0.11.04-07 

两年一届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020.12.02-05 

一年一届 
中国 

上海 
宣闻斌 

ACMA Automechanika New Delhi  

印度（新德里）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2.25-28 

两年一届 
印度 

新德里 
杨智美 

Motobike Istanbul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摩托车、自行车及零配件展览会 

2021.02.25-28 

一年一届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迟楠楠 

Automechanika Jeddah 

沙特阿拉伯（吉达）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2 

两年一届 
沙特阿拉伯 

吉达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Kuala Lumpur 

吉隆坡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021.03.18-20 

两年一届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Istanbul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4.08-11 

一年一届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迟楠楠 

CAPAS Chengdu 

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5 

一年一届 

中国 

成都 
郑  琰 

Automechanika Birmingham 

英国（伯明翰）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6.08-10 

两年一届 
英国 

伯明翰 
迟楠楠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how Chennai 

印度（金奈）国际汽车制造设备技术展览会 

2021.07.01-03 

一年一届 
印度 

金奈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Frankfurt  

法兰克福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9.14-18 

两年一届 

德国 

法兰克福 

迟楠楠 

杨智美 

COMTRANS Commercial Vehicle Show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商用车展 

2021.09.06-11 

两年一届 

俄罗斯 

莫斯科 
迟楠楠 

Automechanika Johannesburg  

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021.09.14-17 

两年一届 

南非 

约翰内斯堡 
迟楠楠 

Futuroad Expo Johannesburg 

非洲（约翰内斯堡）国际商用车展 

2021.09.14-17 

两年一届 

南非 

约翰内斯堡 
迟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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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运输/物流行业 

Aero South Africa  

南非(茨瓦内) 通用航空贸易展 

2020.07.02-04 

两年一届 
南非 

茨瓦内 
迟楠楠 

Hypermotion 

法兰克福国际智能交通运输及数字基础设施展览会 

2020.11.10-12 

一年一届 
德国 

法兰克福 
迟楠楠 

RailLog Korea  

韩国国际铁路及交通运输展览会 

2021.07 

两年一届 
韩国 

釜山 
杨智美 

ExpoFerretera  

阿根廷国际五金、管道配件、涂料及建筑材料展览会 

2021.08.25-28 

两年一届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杨智美 

Scalex Johannesburg 

南非（约翰内斯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物流展览会 

2021.09.14-17 

两年一届 
南非 

约翰内斯堡 
迟楠楠 

Materials Handling Middle East  

中东（迪拜）国际物流展览会 

2021.09 

两年一届 
阿联酋 

迪拜 
杨智美 

 

Automechanika 海外展 

有关汽车相关行业全球系列展览会，详情敬请垂询：               官方微信：automechanika   

                                                                  
◎ 海外展会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电话：400-613-8585 传真：010-65102799 

 联系人： 

  迟楠楠 小姐，分机 807，邮箱: carmen.chi@china.messefrankfurt.com          

杨智美 小姐，分机 813，邮箱: anita.y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刘安娜 小姐，分机 815，邮箱: anna.liu@china.messefrankfurt.com            官方微信：AutomechanikaSH 

郭寞楠 小姐，分机 867，邮箱: jelly.guo@china.messefrankfurt.com 

   沈瑷伦 小姐，分机 895，邮箱: ellen.s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王  田 小姐，分机 810，邮箱: diana.w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贾  茹 小姐，分机 876，邮箱: rita.j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刘梦婵 小姐，分机 878，邮箱: crystal.liu@china.messefrankfurt.com 

金  昊 先生，分机 855，邮箱: william.jin@china.messefrankfurt.com 

   

◎ 国内展会                                                             CAPAS Chengdu 

Automechanika Shanghai / CAPAS Chengdu                 官方微信：CAPAS-Chengdu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400-613-8585  传真：021-58769332                                  

联系人：                                                          

郑  琰 小姐，分机 248，邮箱: sophie.zhe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宣文斌 先生，分机 246，邮箱: kent.xu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Auto Maintenance & Repair Expo 

Auto Maintenance & Repair Expo 官方微信：AMREXPO 
法兰通联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86) 10 8471 9815 传真：(86) 10 8472 3019  

联系人： 

谢烁璇 小姐  邮箱：josephine.xie@china.messefrankfurt.com 

      

★欢迎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Automechanika 品牌系列展官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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