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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三十七载，与行业风雨兼程
AMR北京国际汽保汽配展立足亚太地区，
以汽车维修检测养护为核心，汇聚行业
优质专业买家，被誉为行业发展风向标，
是渠道商采购产品和企业开拓中国、亚洲市场
的首选平台。

上届展会，传统汽保维修继续引领行业，润滑油、
美容养护、供应链、新能源、创新售后服务模式等
新品类大放异彩，汽配展区已形成规模，海外展团
和组团买家纷至沓来，同期活动亮点纷呈，赢得了
行业同仁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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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润滑油、供应链板块
把握开年商机
汽车售后市场综合展会平台
抢占旺季市场
助力品牌营销和多渠道布局
定制专属方案
展示+会议整体优化提升效果

部分参展企业

展商说

活动说
终端崛起-讲透 2019中国汽车服务产业新趋势大会

零部件
“展会作为针对东北、华北及环渤海区域的汽配专业平台，我们
可以有机会接待北方地级市、县级市等客户，此外得益于展会
所处的地理优势，包括北京及周边区域的贸易公司及来自欧美
地区的海外客户，拜访我们展台人络绎不绝，获得了超预期的
客流。明年我们一定还会再来！”

浙江戈尔德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部大区经理 李强先生

第二届 五洲论坛 中国轮胎销售渠道变革高端峰会

润滑油

2019中国汽配经销商发展论坛

“这是中国汽车后市场2019上半年规模最大的展会平台，所以
我们是慕名而来。通过几天的展会，众多高端修理厂、高品质
润滑油经销商都对我们高端润滑油产品很感兴趣，备受追捧，
有意向的新客户不仅仅来自北方如河北河南，像广东等地的
南方客户也是络绎不绝。在AMR展会我们还看到它极高的
也国际化参与水平，让我们业内同仁见证了海外顶级后市场
品牌的最新产品，效果非常好。”

卢克伊尔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潘金礼先生

润滑油与汽车后市场供应链发展高峰论坛

汽修五金工具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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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五金工具企业

精准定位亚太地区
高质量买家

告别单一客户，
渠道融合，提效增质

是转型升级汽车后
市场的不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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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 2019 汽修工具部分参展企业 (按省份排序)
中国台湾展团

佛山市鹰之帝工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

临沂闪电五金工具中心

永康市保华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工鼎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高扬机械设备厂

哈尔滨工具厂第一分厂

山东长鹿工具有限公司

永康市悍将气动工具厂

力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湖北

济南腾马工具有限公司

永康文武电器有限公司

懋亚兴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献县常城五金工具厂

宜昌桥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

浙江鑫来机电有限公司

劳朋企业有限公司

任丘市馨怡电器有限公司

宜昌华宜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杰普食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田博工具有限公司

易洋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河间市浩鑫线路附件厂

湖南

安珂工业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台州嘉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统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泊头市瑞丰工具有限公司

邵阳浩成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闪电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杭州新力工具有限公司

安徽

河间市森越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衡阳市锦泰工具有限公司

艾迈柯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玉环霸克气动工具厂

芜湖市金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河间市畅通胶管有限公司

郴州市佳迅电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世朗汽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荣鹏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芜湖益精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献县浩祥汽保工具厂

江苏

上海索亿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风驰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北京

沧州隆腾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苏州黑猫（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士商进出口有限公司

永康市荣鼎信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捷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建鑫工具有限公司

启东（南通）亿力洁清洗机制造厂

世达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蓝特工贸有限公司

东营市华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中方汽车工具厂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忠宏五金工具厂

杰特熙（上海）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市东廷汽动工具有限公司

北京志成日兴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献县飞翔汽保设备厂

南通盛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熊固工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爱科美（北京）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鑫博汽保工具厂

苏州科瓴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鑫侑德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正茂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德信今利商贸有限公司

泊头市蓝拓工具厂

苏州鲸鱼清洗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健豹空压机有限公司

杭州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军辉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河北衡水增强工具厂

江苏超洁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鼎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嘉善精展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万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硕锐特汽保工具厂

苏州厚利春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欧凯达（集团）汽车维修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工俱人工具有限公司

北京华信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宏星汽保工具有限公司

海峰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得克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热火工具有限公司

福建

贴牌工具

盐城市艾尼森汽车保修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思颇工具有限公司

捷锑西（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德利特流体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沧州创佳汽车工具厂

盐城盖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四川

宁波圣珂工具有限公司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助威汽保工具厂

张家港红牛工具有限公司

成都道可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平湖市通力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耐成峰气动配件有限公司

正定县冀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中大三协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展望电器有限公司

漳州南方机械有限公司

沧州晨烨汽车工具有限公司

无锡市展新风动工具厂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牛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佳欣工具厂

福州福全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元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鑫森源仪表仪器厂

宁波市北仑区富莱特斯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乐清市天威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西尼卡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保定市赛德瑞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抛磨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嘉伊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小森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方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鑫华丰汽保工具厂

江苏艾嘉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台州哲宇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杭州迅驰工具有限公司

福州斯耐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泛亚平衡块有限公司

苏州派尔德工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广合机械厂

杭州创洲工具有限公司

厦门耀士照明有限公司

千层山汽保工具厂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畅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盐豪盛塑料电器厂

广东

保定金鹏气动液压设备厂

南昌欧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诸暨市一博汽保工具厂

宁波步来特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亿洋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金运汽动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辽宁

台州市美华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盈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强宝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保定市恒信气动液压设备厂

辽宁浩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朔工工具有限公司

杭州浩工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钻铨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杰瑞气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京瓷利优比（大连）机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东奥五金工具厂

永康市铭榔机械厂

广州市美车田实业有限公司

保定市乾鼎气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

涿州五丰亨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平湖市中兴五金机械厂

肇庆市永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沧州江城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潮强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邦驰机械有限公司

嘉善海力达工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沧州庆发汽保工具有限公司

临沂市河东区同丰工具制造厂

浙江省永康市协恒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翰智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电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常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沂宏兴五金煅打加工厂

温州海宝清洗机械有限公司

富阳通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定融风动工具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佳盟五金汽保机械工具厂

文登威力浩然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肯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渥拓凌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省献县胜达工具厂

济南苏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永康福欧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保力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力达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献县阔宇汽保五金工具厂

台德超声波清洗机喷砂机

永康市丰然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力得孚液压工具有限公司

台湾定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陆地区事业部

河北献县志光汽车工具厂

临沂市爱普工具有限公司

绍兴中器机械有限公司

永康市鑫奥汽保工具厂

佛山市南海锐壹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河北永青汽保工具厂

枣庄金福莱克斯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莱沃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鄞江万兴汽配厂

珠海市龙神有限公司

河北永青汽保工具厂

威海韩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台州涂霸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升望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正合易工具有限公司

清河宝智工具厂

威海瑞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美联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诸暨市海耐德气动工具厂

东莞市加多力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强县广龙汽车工具厂

威海高川管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凯博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嘉盛汽保工具厂

深圳市智英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献县隆格汽保工具厂

临沂市铁哥们五金工具厂

永康市超锐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天恒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德至高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曙光汽车工具厂

威海韩硕管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华航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旺邦工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克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省衡水海阔机械配件厂

山东旭升工具厂

浙江瑞丰五福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豪达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丽视科技有限公司

献县鑫鸿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奥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飞驰机电有限公司

诸暨市亿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铭达利金属制品厂

河北铭宇汽车工具厂

山东万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台州旺猫机电有限公司

永康市科基工具厂

东莞市风速气动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铭宇汽车工具厂

青岛荣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杰祥喷枪有限公司

绍兴市万兆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佳跃五金机械厂

武强县鸿马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临朐晟阳机械工具厂

永康市丰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鼎鑫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金悦工具有限公司

泊头市中洲机械有限公司

威海市文登区威力弹簧厂

台州市振航机电有限公司

永康市逸哲工贸有限公司

珠海市海鹏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高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光阳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台州冉冉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泰田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市通达联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铭宇汽车工具厂

山东阳谷韩信橡塑有限公司

台州茂田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净能机电有限公司

武强县嘉诚汽保工具有限公司

山东昭美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明峰风动工具有限公司

深圳科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中星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福隆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佐岛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奔展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献县凯达汽车工具厂

山东天祥工具

绍兴市清心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海理精密计测器（东莞）有限公司

景县亿嘉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美洲霸空压机有限公司

台州市汉卡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明强机器人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思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润达汽保工具批发

临沂市劲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宝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玉环海益机械厂

佛山市鹰之印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武强县鸿马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潍坊昂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仙居县特威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嘉东工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钧晶电子工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金牛工具

山东青工锡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铭宇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安博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康汀威金属工具有限公司

河南

滕州法控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子维气动工具厂

浙江盛源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德贝克金属制品加工厂

平顶山正植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市惠威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五马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李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致汽车维修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吾裕良品仪表厂

临沂郝仕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朗晟橡塑有限公司

余姚煜昌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托玛斯工具有限公司

台前县鑫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临沂市特斯工具有限公司

台州博高机电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老牛五金工具制品厂

郑州兆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朐县益达精工车具厂

台州硕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拓浦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稳力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华丰巨箭工具有限公司
嘉兴力洋工具有限公司

用品板块
新 平台 新 机 遇
展览面积

(平方米)

120,000

76%
观众对用品类产品感兴趣

展品类别
发动机养护产品
清洗剂
汽车内外饰清洗和美容产品

参展商
(家)

1,300

专业观众
(人次)

60,000

（* AMR 2020预计数据）

1

开年唯一汽车后市场综合展会，
占领全产业链

2

汽保、配件经销商，打通新渠道营销

3

维修厂转型升级，植入新盈利模式

展商反馈

1

汽车玻璃修复及护理产品
汽车洗涤护理用品

上海钜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海霞

洗车机
清洗机
泡沫机
绕线器
卷轴

2

清洗剂
拼接式格栅
窗膜/车膜用品

北京智选嘉杰商贸有限公司（品牌:杰威斯邦）
总经理 郭杰

维修保养板块
全面高效的商贸平台
呈现

洞察

连接

定制

全品类、多元化的
汽车维修保养领域
产品

市场趋势，
交流行业经验

超90%的
中国汽保经销商
及行业优质终端

专属活动策划
及一对一
商贸配对洽谈

参展领军企业
• 维修设备及工具

• 汽车轮保设备及产品

• 车身修复

• 检测诊断

展商评论

观众评论

展馆平面图

北观众出入口
P

P
P

P
P

P

东观众出入口

P

南观众出入口

地铁站

P

W1

车漆 / 钣喷设备
国家 & 地区展团

W2

美容养护 / 汽车清洗

W3

工具 / 轮胎修补 / 汽修设备

W4

工具 / 汽修设备 / 汽车用品

E1

汽修设备 / 轮保相关

E2

工具 / 检测 / 诊断设备

E3

润滑油 / 零部件 / 供应链

E4

工具 / 零部件 / 改装

参展费用（人民币）
A
区

标准展位 (至少9平方米)
—— ¥ 11,250 / 9平方米（单开口）
—— ¥ 12,350 / 9平方米（双开口及以上）
光地展位 (至少36平方米) —— ¥ 1,130 / 平方米

关注展会微信，
随时把握展会&市场动态

B
区
C
区

标准展位 (至少9平方米)
—— ¥ 10,250 / 9平方米（单开口）
—— ¥ 11,250 / 9平方米（双开口及以上）
光地展位 (至少36平方米) —— ¥ 1,030 / 平方米

标准展位 (至少9平方米)
—— ¥ 9,250 / 9平方米（单开口）
—— ¥ 10,150 / 9平方米（双开口及以上）
光地展位 (至少36平方米) —— ¥ 930 / 平方米

备注：
光地展位通道费加收：双开口及以上展位，主通道加收20%，非主通道加收10%；

微信ID： AMREXPO

联系我们
法兰通联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86 10 8472 8428 / 8471 0628
邮箱：amr@china.messefrankfu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