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闪耀亮相 ，设乘用车、商用车及智能网联主题馆 

开创未来出行新机遇，发展智慧汽车新生态 

 

 
 
 
 
 
 
 
 
 
 
 
 

   

  

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愿景目标，中国汽车发展正指向新方

向 --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市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将告别发展的

初级阶段，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并呈现出全新及庞大的市场。智能

汽车技术趋于成熟，临近商用发展及应用阶段，企业亦开始积极市场

布局，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无可争议的总趋势，亦使智能化，电动

化发展迅速。展会将设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展区, 展出一系列相关技术

及产品，展会同时汇聚中外汽车 TIER 1 设备龙头品牌，研发 、生产

及采购部门云集，是最佳互动及商贸配对交流平台。 

 

   
 

   
 

   

 

   
 

   
 

新格局—全面提升参展效益  

扩建后首届广州汽车工业展，在原有 A 区与全新 D 区

举行，可容纳更多展商及观众，享受高质量的参观环

境和耳目一新的展会体验。扩建四期项目总建筑面积

达 56 万平方米。项目包含展馆、会议中心、指挥中心

及东登陆厅。 

新能源、新技术展区 ：2022 年 11 月 18-21 日 

汽车展区  ：2022 年 11 月 18-27 日 

 



 
 
 
 
 
 
 
 
 
 
 
 
 
 
 
 
 
 
 
 
 
 
 
 
 
 
 

 
 
 
 
 
 
 
 
 
 
 
 
 

目标观众: 

 汽车/摩托车制造厂采购部及

研发部  

 汽车/摩托车贸易商  

 汽配城买家团  

 汽车零部件及附件生产商  

 汽车零部件及附件贸易商 

 3S, 4S 店 

 分销及经销商 

 机械及设备生产商 

 汽车修理，维修及改装 

 汽车保护及护理服务 

展场面积: 展会总面积: 220,000 平方米  

车展总观众人数: 观众总人数: 785,000 

专业观众人数: 专业观众数目总人次: 30,000 

车展总媒体人数 媒体记者人数: 9,418 

同期会议 广州国际车展高峰论坛 

中国商用车新生态高峰论坛 

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设计沙龙 

 

重点三大专题展区, 针对性商贸配对 

2021 广州汽车工业展展会数据 

智能网联 

 感知系统设备 – 车外感知设备、车内监测设备 

 控制系统设备 – 智能计算、芯片软件、处理器 

 执行系统设备 – 制动执行、转向执行、电子系统 

 

新能源汽车三电展区 

 动力电池：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等 

 驱动电机：电动汽车直流电动机、交流异步电动机等 

 电控系统：控制及驱动系统、电池管理系统 

 逆变器、电源、中央控制、信号检测、软启动、保护散热系统 

 智能充电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展区 

 ADAS 高级辅助驾驶、通信系统、传感器、激光雷达 

 摄像头、夜视仪 

 动态地图、組合导航、自动泊车系统、预防碰撞系统 

 车道保持系统、刹车辅助系统 



 

 

 

 

 

主办机构: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承办单位: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广州联合展贸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 

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 

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机构: 

广州展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请联络: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   巫国棠先生 / 邓庆寿先生   

电话：   (852) 2811 8897/ 2516 3350  传真：(852) 2516 5024 

QQ：2980794582 

电子邮件：auto@adsale.com.hk 
 

深圳 电话：  (755) 8232 6251 传真：  (755) 8232 6252 

北京 电话：  (10) 8460 2766 传真：  (10) 8460 2816 

上海 电话：  (21) 5187 9766 传真：  (21) 6469 3665 

新加坡 电话：  (65) 6631 8955  传真：  (65) 6917 8977 

 
 

光地  RMB800/平方米 最少 36 平方米 

标准展台 RMB8,000/ 9 平方米 
展位收费 

参展查询 

乘用车馆 

商用车馆 

零部件、新能源、新技术馆 

mailto:auto@adsale.com.hk


 

2022‧11‧18 - 21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VENU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Pazhou Complex 
 
 

 
 
 

姓名 Name :   

职位/部门 Title/Department:   

公司 Company:     

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    

电话 Tel :   传真 Fax :   

电子邮件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产品类别 Product Line:     

 

请填上所需展台面积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below where is appropriate.  

选择 Option  费用 Unit Cost  预留展位面积 Area required  

标准展台 Package Stand  

(最少 9 平方米 min 9 sqm) 

RMB8,000/ 9 sqm 

* USD1,320/ 9 sqm  
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米 sqm  

光地展台 Raw Space 

(最少 36 平方米 min 36 sqm) 

RMB800/ sqm 

* USD132/ sqm 
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米 sqm  

*US Booth Rate may vary due to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签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 

 (请盖上公司印鉴 with company stamp) 

请交回 Please fax or mail this form to: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香港北角渣华道 321 号 6 楼 Address: 6th Floor, 321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电话 Tel: (852) 2811 8897 / 2516 3350 传真 Fax: (852) 2516 5024 

电邮 E-mail: auto@adsale.com.hk (请列明有关联络资料 Please list your full details by e-mail) 

雅式集团 Adsale Group: http://www.adsale.com.hk 

 

或交回我司国内办事处 Or to our China contact points: 

深圳办 Shenzhen  

Tel: (86 755) 8232 6251   Fax: (86 755) 8232 6252  E-mail: info@sz.adsale.com.hk 

北京办 Beijing  

Tel: (86 10) 8460 2766 Fax: (86 10) 8460 2816  E-mail: info@bj.adsale.com.hk 

上海办 Shanghai  

Tel: (86 21) 5187 9766 Fax: (86 21) 6469 3665  E-mail: info@sh.adsale.com.hk 

新加坡办 Singapore  

Tel: (65) 6631 8955 Fax: (65) 6917 8977  E-mail: info@sg.adsale.com.hk 

 

展台申请表 Space Reservation Form  

(非整车部份 Non-Vehicle Section) 

mailto:auto@adsale.com.hk
http://www.adsal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