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谢雷鸣 制版/张迪

电话/010-64664888-2051 maoyibao1@163.comEXHIBITION会展

◆信息集结号

“结识更多海外客户，扩大出
口。”河北蠡县兴融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黄广兴坦言，参加第
15届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维修检
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Automechanika Shanghai，以下简称
上海汽配展），希望扭转因内销市场
下滑而带来的业务量下降的现状。

日前，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的第 15 届上海汽配展上，以

“共建未来汽车生态圈”为主题，旨
在促进行业拥抱不断发展的未来汽
车生态系统。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数
字化不断影响着汽车后市场的模式
革新，上海汽配展主办方已经感受
到未来行业的变化和影响。本届汽
配展规模再次扩容，达到36万平方
米即为例证。

事实上，上海汽配展规模扩容
的背后，折射出当前汽车后市场因
移动技术升级而带来的转型和创新
引发的新一轮市场竞争。

“明日出行”成最大焦点

随着业界对汽车高新技术和行
业融合关注度的提升，新能源、智能
网联、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业界关注

的话题。记者在明日出行展区看
到，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大郡控制、日立化成、万安、亚
太、浙江台运、中国中车、中汽中心、
住友电木在内的国际领军品牌纷纷
展出了创新成果，涵盖了电动汽车、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材料、
出行服务等领域。

在新设立的Plug-in专区，韩国
创新企业展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总成、电机系统开发、架构设等，吸
引国内外观众的注意。

为促进中国汽车业向智能化、
网联化发展，展会同期举办的 2019
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是上海汽配展
组委会重点打造的配套活动之一，
旨在帮助参展企业面向行业未来趋
势抢先布局市场。

业界人士表示，回顾过去，汽车
制造商和主机厂主导着汽车产品及
新技术的研发，纵观当下，随着包括
5G、云端技术和物联网等新兴领域
的快速发展，汽车行业正抓紧科技
创新与突破，智能科技将塑造汽车
行业的未来面貌，科技公司和初创
企业也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还发布了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法律环境
及优化建议研究》成果。

根据相关统计，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的发展处在全球第二梯
队，在美国、德国、日本、英国、韩国、
荷兰之后，位列第7位。

搭建高效服务平台

黄广兴坦言，受到市场下滑的
压力，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状况没有
外销市场好。他表示，线上的销售
要比线下的业绩好很多。由于公司
不是线上销售的运营方，只是供货
商，因此，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扩
大海外市场的销售。

“本届上海汽配展吸引了来
自 46个国家和地区的 6590家参展
企业，同比增长 5%。”法兰克福展
览（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
兰克福）副总经理周劭阑介绍说，
从 2004 年创办规模 1 万平方米到
今年超过 36 万平方米规模，组委
会一直在为与会者搭建高效服务
平台，帮助更多企业扩大销售和
拓展业务。

周劭阑表示，每届上海汽配展
都希望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脉搏，
以全球视野和市场定位为行业搭

建供需平台，提供全球范围内的
服务。

法兰克福有关负责人表示，
鉴于移动出行有望成为未来的发
展趋势，此次首次携手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创新孵化中心、同济
大学科技园、欧洲华人微电子论
坛、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联合
举办创新技术论坛，希望围绕创新
应用场景开发、典型技术解决方案
解析以及未来技术迭代预测等话
题展开深入探讨。该负责人认为，
此次合作将为推动技术突破提供
新思路。

坚持自有品牌建设

“创办 20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
坚持做自己的品牌。”浙江台州华
联粉墨冶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台州华联）总经理林第磊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
均有销售，国外市场主要是东南亚
区域。

“做自有品牌，面临的竞争压
力较大，但我们一直坚持产品转型
升级。”据台州华联有关人员介绍，
目前公司有工程师 9人、技师 30多

人，主要从事粉末冶金制品的开发
和生产。

“台州华联经营战略近期又有
重大动作。”据介绍，今年10月，华联
商学院成立。华联商学院是以企业
战略和人才开发为核心，通过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按混合式培训模式设
立的企业学习基地。通过学习，建
设企业管理、市场竞争的智力平台，
实现企业转型创新的有利“武器”。

针 对 汽 车 后 市 场 的 发 展 现
状，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立志表示，近年来，汽
车后市场发生很多变化，机会也会
越来越多。零部件、设备和后市场
的供应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供
应商了，大多数企业都在变革。带
着“科技”“未来”“新能源”等标签的
企业在不断涌现，核心技术也在不
断变化，推动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网联化和智能化已成为不可
阻挡的行业趋势。汽车不再只是
传统的交通工具，而将成为集办
公、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智能移动
终端。

上述业界人士表示，在新技术
变革中，中外生产商已经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

12 月 6 日至 8 日，第六届北京
社交新零售博览会（以下简称潮
展）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由雅程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主办。本届潮展聚集国内外展
商、买家和业内专业人士，与国际
社交新零售界接轨，力求为整个
行业搭建一个渠道、加盟、代理
商、分销商、批发商、品牌传播赋
能平台。

潮展的前身为北京微商博览
会，对于此届的更名，展会负责人
表示，社交新零售以社交赋能新零
售模式成为电商行业的“新风口”，

也是传统微商转型的关键。不仅
是微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嗅到
了其中的商机。

本届潮展分为 5 大展区，即潮
流品牌、社群团购、品牌授权、社交
电商、优质供应链，横跨 60 多个细
分行业，共有 500 多个品牌。展会
同期举办了许多活动，诸多行业从
业者共话零售发展新趋势，100 多
场新品发布会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看到，参展商包括仁和药
业、东阿古胶、中科特善、艾炙宝、
微我优品、国药等，相当一部分是
传统企业。随着近年来社交新零

售逐渐成为商业模式主流，越来越
多的平台和群体加入该渠道。

据介绍，本届潮展基于行业现
状，以社交新零售模式为落脚点，
通过富有创意的活动展现形式、行
业教育洞察以及有价值的社交活
动剖析行业。“社群团购”平台、技
术及服务是本届潮展的展示重点，
力求为传统企业转型社交电商搭
建平台。展会克服传统微商产品
难以共存的缺点，突显从源头经过
社群团购平台直达消费者的扁平
化运营及高性价比优势，助力社群
团购成为新零售的主力模式。

在优品会员制社交电商平台
悦淘 App 展区，记者了解到，该公
司已与 40 多个平台达成合作，完
成数据对接。在购物方面，与京
东、考拉海购、当当图书等完成数
据对接；在旅游出行领域，与携程、
艺龙、美团、途牛等达成合作；在生
活服务板块，悦淘 App 也与车主
邦、爱奇艺、优酷、小桔车服、曹操
出行等实现数据对接。在此基础
上，悦淘还在拓展第三方权益。

“我们希望打造一张覆盖生活
方方面面的会员卡，用户只要一张
卡就可以在生活中享受各种折

扣。”相关负责人说。
业 内 专 家 表 示 ，“ 社 交 新 零

售”之所以有望成为商业模式的
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强大
的流量，从目前情况来看，以流量
为主打的模式是资本市场上较佳
的运作样板。

本届潮展通过举行一系列社
交活动，如主题展会、新品发布、教
育论坛、高峰论坛、颁奖盛典、公益
慈善、全国巡讲与寻找创客等，让
观众感知中国社交电商和零售产
业市场嬗变，洞悉市场机遇，促进
商业合作。

上海汽配展：移动技术引发新竞争秩序
■ 本报记者 兰馨

第六届潮展：社交赋能新零售 渐成电商“新宠”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本报讯（记者 胡心媛）日
前，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 、中 国 会 议 产 业 大 会
（CMIC）主办的宁波市会奖旅
游推广联盟北京站路演活动
在北京举行。此次路演通过
推介、商务对洽等一系列形
式，既为宁波会奖业者与北京
会奖买家搭建了高质量、有实
效的交流平台，也向外界传达
了宁波在会奖旅游发展方面
的新动作和新思路，全方位展
现了宁波优质的会奖旅游资
源及接待能力。

为增加宁波作为会奖目
的地的影响力，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今年发布了全新的
宁波旅游品牌。其中，“海丝
古港·微笑宁波”的宁波旅游
新形象体现出宁波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和“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
感、厚重感。

据介绍，在文化和旅游结
合的大趋势下，宁波旅游资源
充分结合文化资源特点，扩
大和外延了城市的内涵与品
质，这种结合也为推动宁波的
会奖旅游发展带来新动力。
在宁波旅游形象推广中心、宁
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的共
同推动下，宁波通过多种措施
和手段提升本地会奖旅游资
源的建设与投入水准，拓宽视
野，开拓国际会奖市场。

此次路演活动中，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宁波
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组织了
宁波柏悦酒店、宁波东钱湖
恒元酒店有限公司等 13 家会
议酒店参与推广。期间，酒店
代表作了推介和宣讲，让观众
对宁波的会议资源有了直观
认识。

宁波方面称，宁波已经具
备承接各类型会奖活动的能
力，希望通过本次路演让更多
的会奖业者关注宁波，了解宁
波，在策划在会奖行程时把宁
波作为首推目的地。

宁波在北京
推广会奖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