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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2019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两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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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终端应用行业观众占比较大
轻量化汽车零部件
轻量化乘用车
轻量化材料
新能源电动车辆
新能源公交车等
物流企业采购，技术人员
轻量化商用车
轻量化加工工艺及设备
轻量化解决方案相关企业
汽车经销商、渠道商
各省市城市道路公交系统采购
各省市设施建设、建筑工程

17.54%
12.28%
11.70%
11.11%
7.89%
7.31%
7.02%
5.85%
5.85%
5.56%
4.97%
2.92%

17.83%观众来自
设计/研发岗位

13.69%观众来自
企业管理岗位

13.38%观众来自
采购岗位
*注：数据来源于2019年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展后统计

观众采购决定权分析
其他

观众感兴趣五大类产品

制定采购需求

8.53% 22.27%
不参与采购

采购推荐权

27.01%
最终决策权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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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镁、钛合金

TOP 2

TOP 3

商用车零部件

复合材料

11.85%

TOP 4

满意度调查

轻量化加工工艺
及设备-锻造

TOP 5

轻量化加工工艺
及设备-铸造(并列)

TOP 5

乘用车
零部件(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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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5%专业观众表示

部分展商

对2019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完全满意
比2018年增长

7.35%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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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展商表示
对2019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完全满意
比2018年增长

8.27%
*排名不分先后

TAP特邀买家

2019年两展共到场

1210位TAP特邀买家

精彩活动回顾

399场商务配对
其中国内配对265场，国际配对134场
共完成

预计总成交额

723,475,000元
开幕式

参观团

97个
参观团观众2593名

两展共接待参观团

2019物流与商用车创新发展论坛暨展览会

部分参观团名单
爱普车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常州华阳万联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敏实集团
宁波铝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爱驰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豪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星宇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张家港润盛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组团观众

汽车轻量化工艺技术及相关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团观众

展会现场

2019新能源汽车与复合材料创新应用国际研讨会

买家评价

展商评价

宁波铝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广东)贸易有限公司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赛峰集团Safran Cabin

技术部副总经理

金属资源部副经理

技术部部长

Project Manager

励展主办展前主动和我们联系，

展会给各大厂家提供一个展示平

参加本次展会的整体过程中，

发一些展会的最新资料，了解我

台，给予了我们采购商进一步了

我们感受到了主办方百分百的

们的采购需求，我们观展时陪同

解供应商的直观途径，现场地图

热情，从接待，引导现场观

我们到展位上进行参观，帮助我

引导非常直观简明易懂。展会提

展，帮助我们拍照留念，给我

们接洽参展商，展后还供求长期

供了很多新的商机，作为一家国

们展会资料等，都安排的非常

的专业信息服务，真可谓全方位

际贸易公司，很骄傲能看到国内

好。同时我们也见到了之前非

无死角，我们老板和同事都非常

有这么多优质产品，宣扬中国制

常想看的一些参展商，和他们

的满意！感谢！

造，弘扬国威。另外主办方也很

也在进一步的洽谈中。

We visited the Shanghai
exhibition show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objective to get
in contact with extrusion press
suppliers and die makers.
Reed Exhibitions did a great
job to organize and fulfill this
request. They prepared a full
itinerary for us with exhibitors,
entrance tickets and contact
person to bring us to the
exhibitors (English speaking).
This added a lot of value to our
short trip. The exhibition offers
a good variety of exhibitors
showing all the latest
innovations within the
industry.

苏州华特时代碳纤维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肖成斌
近年来，碳纤维复合材料随着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越来越受到行业青睐。今年是华特碳纤

周到，希望今后也能越办越好。

（HT Carbon Fiber）首次参与由励展举办的亚洲轻量化展。展会期间，我们展示的众多碳纤
维复材前沿产品及轻量化解决方案，受到与会者普遍关注。与传统金属材料不同，碳纤维复材
在汽车行业还处于市场导入阶段。但励展提供给我们一个与用户、行业广泛交流的平台，这对
碳纤维在国内的推广应用非常有帮助。感谢励展团队，也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诺贝丽斯（中国）铝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汽车业务副总裁 刘清
铝材在汽车轻量化中的应用，体现了汽车硬件发展水平。实现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既是国
策，也是初心。励展主办的国际铝工业展和亚洲汽车轻量化展，构建了一个广度和深度结合的
专业平台，助力推广铝的应用和汽车轻量化发展。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市场部经理 王维
展会搭建了企业沟通的平台，展现了最新的前沿技术，更展现了企业的风采与实力，希望展会
能够越办越好，广交天下客商，成就美好未来。

孚斯威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标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在报名、定场地、办证、布展、撤展等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励展工作人员的悉
心指导。作为汽车轻量化技术的重要一环，搅拌摩擦焊在新能源汽车上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而励展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车企认识搅拌摩擦焊。从参加展会至今刚好两个
月，这期间成交了很多展会带来的客户。祝福轻量化展越办越成功，孚斯威愿与励展共成长。

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中垚
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锻造镁合金汽车轮毂通过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的推介，得到了良
好的产品推广和品牌宣传，同时收集到了许多行业新动态。在此，感谢励展博览集团的贴心服
务，祝愿励展博览集团越来越好！

2020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2020.7.8-10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l Expo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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