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3 
 

2020年越南 (胡志明市) 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Vietnam’s Leading Reg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Automotive Service Industry targeting Trade Visitors from Vietnam 

 

展会日期： 2020 年 3 月 5– 3 月 7 日（每年一届） 

展会时间： 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展会地点： 越南‧胡志明市‧西贡会议展览中心（SECC） 

展会面积; 预计 10,200 平方米 

展商数目： 预计 380 家参展商 （2019 年：359 家展商） 

观众数目： 预计 8,600 名海内外观众 （2019 年：8,929 家展商） 

展品范围： 部件及組件: 驾驶系统; 底盘部分; 车身部分; 标准件; 汽车内饰; 汽车外饰; 充电用附件; 再制造零

部件, 外部空气质量及尾气处理; 新材料 

电子及智能网联: 电机电器; 车辆照明; 电子系统; 舒适性电子产品; 人机交互界面; 智能网联; 物联

网 

用品及改装: 装饰装潢、随车用品; 订制改装; 内外饰改装; 通讯娱乐、汽车信息技术; 特种车辆装配

及改装, 乘用车、小型商用车拖车及其配件用品; 其他改装相关商品 

诊断及维护: 维修站修理及维护设备; 工具; 数字化维保; 汽车诊断仪器; 定制及专用车辆维护及修

理; 拖车设备; 新能源汽车维修设备; 紧固及黏合解决方案; 废品处理及回收; 车间安全及优化; 维

修站及分销点设备与管理; 润滑油及润滑剂; 流体技术; 维修站概念 

经销商及维修站管理: 维修站/汽车经销商/加油站设计及建造; 经销商营销及服务管理; 数字营销; 

客户数据管理; 网络平台; 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 职业培训及高阶培训、技能发展; 维修站及汽车经

销商营销; 在线支付平台及汽车/ 部件/ 服务交易市场; 网络平台 

汽车清洗及保养: 汽车清洗; 汽车养护; 车辆翻新及修饰; 水回收、水处理; 加油站设备 

可替代能源及燃料: 能量储存; 可替代燃料; 配套产品; 电动车相关概念; 稀有金属; 充电和加油技

术系统; 新型维修站技术 

轮胎及轮毂 (产品涉及轮胎轮圈领域): 轮胎; 轮毂轮辋; 轮胎维修及处理; 二手轮胎; 轮胎管理系统; 

轮胎销售及存储装备; 轮胎轮毂配件及仓储 

车身及喷涂: 车身修补; 喷涂及防腐保护; 喷涂、钣金件、塑料件、车窗、前灯、轮辋的微修; 新材料 

移动服务及自动驾驶: 移动服务; 自动驾驶; 车队管理/ 租赁/ 企业用车 

摩托车(零配件及维修工具领域): 部件及组件; 配件; 维修及保养; 电子及系统; 服务团体 

汽车制造和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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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材料 

其他: 科研机构、商协会、贸促机构; 媒体; 其他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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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rkers Exhibition Service Vietnam（越南） 

 

国内合作单位： HAMEE – 胡志明市机械–电公会 

MOIT –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 

MOST – 越南科技与技术部 

OTO-HUI – 汽车科技和技术 

RUPA – Rubber-Plast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越南) 

SIDEC – Supporting Industry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enter (越南) 

VAMI – 越南机械工业协会 

VASI –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ng Industries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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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A – Vietnam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越南) 

VRA – 越南橡胶协会 

VSAE – 越南汽车工程师协会 

海外合作单位： ASA-德国汽车维修设备协会 

CAMEIA-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 

TAITRA-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TTVMA-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公会 

 

特别展示： 

 

机车 / 摩托车零配件及维修工具领域 

汽车制造和自动化 

 

 2019 年展会回顾： 

 47 个国家和地区的 8,929 名买家及专业观众； 

 18 个国家及地区的 359 家参展企业 

 10,200 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市场情况： 

 区位优势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东面和南面临南海，陆地面积 329556

平方公里。 

 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市，是越南的 3 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亦是越南的经济中心、全国最大的港口和交

通枢纽。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工业基地。主要有纺织、化学、造船、机械制造、碾米、酿酒、制糖等工厂企

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30%以上。 

 

 

 行业信息 

 越南汽车销售在 2019 年 7 月的增长率为 21.5%，相比于前几个月的增长了 5%。 

 如今，越南有 355 家汽车相关企业。20 多年来，越南的汽车工业仅限于装配水平。值得注意的是，

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进口的。 

 到 2020 年，越南的汽车产量将增长到 22.7 万辆，五年内增长了近 12%。 

 TCIE 越南公司是马来西亚谭冲汽车集团的成员，将于 160 年在越南中部的 Hoa Khanh 工业区新建

一家汽车厂，总投资 5000 万美元。TCIE 表示，未来几年将增加 1.5 亿美元的投资，以促进汽车在

中部和全国市场的生产和销售。该公司计划在 2019 年生产 5100 辆汽车，预计将为该市的预算贡献

1.1 亿美元。 

 越南在多个行业快速发展，并在东盟地区取得了进展，在摩托车领域，该市场是世界第四大市场，

每年售出超过 300 万辆汽车，制造商集群涉及日本本田，Uzuki 和 Yamaha，台湾的 Sym 和意大利

的 Piaggio 等顶级制造商。他们每年生产超过 300 万台，主要用于国内市场 

 越南在 2018 年花费 6.47 亿美元进口摩托车、零部件，比 2017 年增长 45.2%。 

 工业 4.0 将成为越南的主要增长引擎——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有助于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285 亿美

元至 621 亿美元，相当于到 2030 年增加 7%至 16%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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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 

 越南 4-6 月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71%，这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中增长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因为越南已成为中国的替代出口中心。 

 许多来自中国企业的代表在海防市最大的工业园区 DeepC 为新工厂寻找潜在的场地。根据已批准

的项目，中国在越南的新投资今年迄今已超过 16.7 亿美元，大约是 2018 年同期的五倍。 

 据中国官方《证券时报》（Securities Times）报道，2019 年第一季度，越南的外国投资增长了 86.2%，

达到 108 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几乎占一半。制造业从中国大陆转移，最近国内法规和国际贸易协

定的迅速变化，对工业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越南一直是“中国 Plus One”制造业的首选，许多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另一个市场建立

了生产基地，这得益于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如需要近一步了解此次展会有关信息, 欢迎垂询: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光华长安大厦 2 座 1721 室，100005 

电  话：400-613-8585 分机 813/815 

传  真：010-65102799 

联系人：杨智美 小姐 沈瑷伦 小姐 

邮  箱：Anita.y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Ellen.s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  站：www.messefrankfurt.com.cn               

 官方微信：automechanika（或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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