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参展商： 

Auto Aftermarket Guangzhou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将在

中将有逾1600家展商，展出面积10000

1．展会开放时间 

日期 时间 

2019 年 10 月 9 日 
09:00 - 

11:00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09:00 - 

2019 年 10 月 11 日 09:00 - 

2019 年 10 月 12 日 09:00 - 

2019 年 10 月 13 日 09:00 - 

2019 年 10 月 13 日 15:30 - 

 

2．开展期间进场时间 

在展会期间，为避免与观展入场高峰人流冲突

 

3． 展商登记：10 月 9 至 10 月 10 日

展商请于布展期间直接至一层报道处凭展位确认函或名片报到

如果您需要任何协助，欢迎您来主办单位办公室

 

4． 布、撤展超时申请 

所有超时布、撤展均须收取费用，

会指定搭建商：        

 

5.  布、撤展货运车辆进出馆及停车事宜

展商可手提展品进出场馆。所有大件展品

表格，填写完成后由主办方盖章，方能入场

 

 

 

 

 

  

 

展前重要通知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将在10月11日开幕了

0000平方米。在开展前夕，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活动项目 

 18:00 大会指定搭建商进场 

 18:00 光地参展商进场及领取参展商胸卡 

 18:00 标摊参展商进场及领取参展商胸卡 

展览会开放 

 17:00 展览会开放 

展会期间活动：专题研讨会 

展会期间活动：   17:00 

 15:00 展览会开放（严禁提前撤馆） 

展览会闭幕 

 19:00 展商撤展 

为避免与观展入场高峰人流冲突，参展商请于 08:30 开始进场，并在闭展后半小时离场

日 

展商请于布展期间直接至一层报道处凭展位确认函或名片报到。在布展、撤展或展会期间

欢迎您来主办单位办公室（一层夹层）。 

，如若展商或其搭建商需要延长时间布展，详情在

撤展货运车辆进出馆及停车事宜 

所有大件展品、家具或者花草进出场馆，需要在一层问询处获得相关批准

方能入场。 

日开幕了！此次展会

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并在闭展后半小时离场。 

撤展或展会期间， 

详情在 16：00 前请联系大

需要在一层问询处获得相关批准

配对洽谈会



 

 

 

  

 

6． 展览期间停车费 

所有进入馆内停车场的车辆均必须缴付停车费

具体收费如下： 

   * 小车：12 元/小时，96 元/8

 * 展商优惠价 24 元/天（凭展商证到商务中心领取优惠券

   * 车辆禁止过夜停放 

 

在展会期间，主办单位于西侧停车场出口处

7.纸箱贮存 

根据展馆的消防守则，空纸箱不允许置放在展台内

公司（2 号馆、4 号馆、6 号馆）

纸箱贮存事宜。（注意：此项服务将收取一定贮存费用

 

8. 余款未缴 

如贵司有关于展位费及其他服务仍未缴清给主办单位的款项

场布展。 

 

9． 参展商胸卡办理 

胸卡办理严格根据展台大小派发适量的胸卡原则

 

10．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使用规定 

（1）为确保消防安全及展览环境的舒适

间、洗手间、美食广场等）。

（2）特装展位搭建应使用不燃或阻燃材料

构材料，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广州市地方消防安全法规

所定的非易燃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3）展馆内不得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

用料。 

（4）展馆内禁止电焊及明火作业

使用自动喷漆。 

（5）所有展位及装修不宜封顶，

位，每 20 平方米配置一个 6

（6）严禁用水、用气设备直接接展厅管路

（7）展厅内严禁随意倾倒污水、

（8）任何被认为是危险的电气、

（9）布展及展览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将物品堆放在消防信道或公共区域内

（10）展馆内的任何设施、设备不得移动

（11）展馆设施、设备若遭损坏、

（12）电气线路必须使用合格的电缆线

（13）展厅内严禁使用明装式碘钨灯具

（14）所有电气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电工安全操作证

  

所有进入馆内停车场的车辆均必须缴付停车费， 

/8 小时 

凭展商证到商务中心领取优惠券） 

主办单位于西侧停车场出口处，为参展商及观众提供免费巴士。 

空纸箱不允许置放在展台内。请联系大会指定运输代理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

）或保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 号馆、4 号馆

此项服务将收取一定贮存费用。）  

如贵司有关于展位费及其他服务仍未缴清给主办单位的款项，请尽快在开展前缴清

胸卡办理严格根据展台大小派发适量的胸卡原则。 

 

为确保消防安全及展览环境的舒适，博览馆范围内全面禁烟（包括展厅内，馆内公共区域

）。 

特装展位搭建应使用不燃或阻燃材料。严禁将普通夹板或喷涂防火漆处理的夹板作特装展装修结

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广州市地方消防安全法规

所定的非易燃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B1 级。 

展馆内不得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竹、藤、纸、树皮、芦苇、地毯、布料和木板等物品作装饰

展馆内禁止电焊及明火作业。参展企业、特装承建商不得在现场使用切割机、

，以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正常工作

6 公斤宫灯式干粉灭火器。 

用气设备直接接展厅管路，应在设备进水、进气口前加装阀门。 

、油性物品。 

、机械、化学物品都将被视作危险品予以取缔。 

任何单位不得将物品堆放在消防信道或公共区域内，违者罚款

设备不得移动、改动，不得擅自倚靠、借力使用。 

、责任方必须赔偿并承担其它后果责任。 

电气线路必须使用合格的电缆线、护套线、严禁使用双绞线、铝芯线。 

展厅内严禁使用明装式碘钨灯具、霓虹灯。 

所有电气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电工安全操作证。 

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

号馆、6 号馆）处理

请尽快在开展前缴清，以免影响贵司进

馆内公共区域、楼梯

严禁将普通夹板或喷涂防火漆处理的夹板作特装展装修结

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广州市地方消防安全法规

布料和木板等物品作装饰

、电锯，不得在现场

以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正常工作。凡封顶展

 

违者罚款。 



 

 

 

  

 

 

（15）场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公里/小时。超过 2.2 米高的车辆禁止进入展馆负二层地下停车场

货车使用，驾驶 0.6 吨（含

区，自行车禁止进入展馆任何范围

（16）其它： 

- 参展商不得自带空压机进入展馆场内

- 展厅内严禁吸烟及烹饪

- 展览期间严禁携带溶剂

-展馆可以提供的设施设备

-布展期间，所有人进入展馆必须佩戴安全帽

架必须锁死；脚手架的工作层面必须有围栏

办单位/展馆有权要求相关展台整改

  

场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米高的车辆禁止进入展馆负二层地下停车场。首层卸货区只允许

含 0.6 吨）以下货车/小轿车/面包车/中型客车，停车到一期负一层卸货

自行车禁止进入展馆任何范围。 

参展商不得自带空压机进入展馆场内。 

展厅内严禁吸烟及烹饪。 

展览期间严禁携带溶剂、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展厅。 

展馆可以提供的设施设备，展商一律不准自带。 

所有人进入展馆必须佩戴安全帽；2 米以上的攀高作业，不可使用人字梯

脚手架的工作层面必须有围栏，且安全带必须固定在围栏上；

展馆有权要求相关展台整改、涉事人员离场。  

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车速不得超过 10

首层卸货区只允许 0.6 吨以上

停车到一期负一层卸货

不可使用人字梯；脚手

；违反以上内容，主

  



 

 

 

  

 

光地展商/ 非主场搭建商进馆报到流程图

 

 

 

                                              

 

车证

 

 

 

1) 出示展位确认函或名片，在展商登记处

到 

2)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现场服务处

三层）， 

提前报馆：出示付款凭证，补齐纸质资料

证，布、撤展车证，填写展位验收单

现场报馆 

缴付：展馆施工管理费（单层人民币

58元/米² ） 

展位押金收费标准：0-100平方米5000

方米10000元；300平方米以上20000

此两笔费用可提前于10月9日至布展期间在

主场运营商现场服务处。 

3)办理施工证（人民币 50 元/张）

光地展商及非主场搭建商请

出示展台搭建押金收据在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

务处。 

而后参展商

入展馆卸货区卸货并开始布

展搭建 

 

 

  

非主场搭建商进馆报到流程图 

 

 

 

 

                                              加班 

车证 

 

 

 

 

 

在展商登记处（三层）报

现场服务处（一层、二层、

补齐纸质资料，领取施工

填写展位验收单 

单层人民币29元/米²；双层

5000元；100-300平

20000元 

日至布展期间在大会指定

）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

展和场地设备后

况，展会结束

展台搭建押金

布展期间如需加班

天16:00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

服务台申请

加班计费如下述

17:30-19

小时/平米

19:30以后

人民币16

光地展商及非主场搭建商请

出示展台搭建押金收据在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现场服

而后参展商/搭建商方可以进

入展馆卸货区卸货并开始布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验收撤

展和场地设备后，如无损毁情

展会结束30个工作日退还

展台搭建押金。 

布展期间如需加班，请于当

16:00 前到 

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现场

服务台申请 

加班计费如下述： 

19：30 人民币9元/

平米  

以后  

16元/小时/平米  



 

 

 

  

  

 

布、撤展时期装卸货路线图 

 



 

 

 

  

 

  

 

 

 

 

 

 

 

 

 

 

 



 

 

 

  

 

2019 年广州

Auto Aftermarket Guangzhou

 

 

 

 

项目 日期 时间 

报到 10月 9-10日 08:30-21:00 所有参展商进场报到及领取参展商胸卡

开 

 

展 

 

期 

 

10 月 11 日

09:00- 

17:00 

 

主体活动 

09:30-10:00 开 

10:00-10:30 嘉 

10:30-11:00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11:00-11:30 Autopromotec

18:00-20:30 开幕酒会及晚宴

同期活动 

09:30-12:00 
智能制造

群工业电商对接会暨汽车连锁发展论坛

09:30-17:00 第一届汽车维修技术技能峰会

10:00-16:00 新时代

11:00-11:30 Autopromotec

12:00-14:00 改装车全城大巡游

13:30-16:00 链接行业资源

13:30-17:00 商用车后市场发展座谈研讨及业务对接会

ReMaTec Asia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10:30-11:00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11:00-11:30 ReMaTec Asia

11:30-12:00 发动机再制造趋势及发展

13:30-14:15 通过创新和自动化提升汽车再制造

14:30-15:00 中国汽车自动变速箱再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

15:00-15:30 
香港商用车

案 

16:00-17:00 国内外企业配对洽谈会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

Aftermarket Guangzhou（AAG） 

总体日程安排 
 

日程内容 

所有参展商进场报到及领取参展商胸卡 

 幕 式 

 宾 巡 馆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ReMaTec Asia）开幕式 

Autopromotec 新闻发布会 

开幕酒会及晚宴 

智能制造 产业互联 2019 广东汽车配件用品产业集

群工业电商对接会暨汽车连锁发展论坛 

第一届汽车维修技术技能峰会 

新时代,新发展, 第三届永福国际汽车文化节 

Autopromotec 新闻发布会 

改装车全城大巡游 

链接行业资源 重塑汽后市场新业态 

商用车后市场发展座谈研讨及业务对接会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ReMaTec Asia）开幕式 

ReMaTec Asia 颁奖典礼 

发动机再制造趋势及发展 

通过创新和自动化提升汽车再制造 

中国汽车自动变速箱再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 

香港商用车零配件及翻新零部件和废车如何处理方

 

国内外企业配对洽谈会 

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一层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5 层

百合厅 

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雏菊厅（2 楼观众登记处） 

紫荆厅（3 楼 5 号馆） 

牡丹厅（3 楼 6 号馆） 

 

展馆会议室百合厅 

根据现场线路图 

展馆会议室蔷薇厅 

雏菊厅（2 楼观众登记处）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项目 日期 时间 

开 

 

展 

 

期 

 

10 月 12 日

09:00- 

17:00 

 

主体活动 

18:30-20:30 采购商晚宴

同期活动 
 

09:00-12:00 
共生共荣

配商转型升维

09:00-17:00 
中国

（广州

09:30-12:00 华南汽配采购需求和国际汽配采购需求

09:30-12:30 2019

09:30-12:30 
实施汽车检测维修

尾气治理高峰论坛

10:00-12:00 中意汽车后市场交流会

10:30-11:20 保护雪豹

13:00-16:30 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高峰论坛

13:30-15:50 华南改装圈评选颁奖

13:30-16:00 2019

13:30-16:00 2019 eBay

ReMaTec Asia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09:00-17:00 中国再制造

09:30-10:00 ECU

10:00-10:30 汽车电子再制造研讨会

10:30-11:00 在中国的核心管理

11:00-11:30 再制造的先进市场营销

13:30-14:30 再制造企业的发展机遇

14:30-15:00 旧件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实务

15:00-15:30 商会介绍

16:00-17:00 国内外企业配对洽谈会

 

 

撤 

展 

10 月 13 日

09:00- 

11:30 

参展商撤展 

同期活动 

09:30-10:00 清洗

10:00-10:30 发动机再制造的未来与挑战

10:30-11:00 变速箱再制造技术探索

11:00-11:30 2020ReMaTecAsia

  

日程内容 

采购商晚宴  

共生共荣----打造汽配生态圈，犇犇平台助力传统汽

配商转型升维 

中国（广州）智能网联汽车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国

广州）汽车零部件论坛 

华南汽配采购需求和国际汽配采购需求 

2019 中国汽车电子创新技术论坛 

实施汽车检测维修 IM 制度，打赢蓝天保卫战—汽车

尾气治理高峰论坛 

中意汽车后市场交流会 

保护雪豹，UTS 在行动！ 

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高峰论坛 

华南改装圈评选颁奖 

2019 中国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采购交流洽谈会 

2019 eBay 汽配品类采购对接会 

亚洲再制造展览会 

中国再制造 50 人论坛成立大会暨 2019 学术年会 

ECU 再制造与数据解析 

汽车电子再制造研讨会 

在中国的核心管理 

再制造的先进市场营销 

再制造企业的发展机遇--NSF 

旧件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实务 

商会介绍 

国内外企业配对洽谈会 

清洗，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再制造工序 

发动机再制造的未来与挑战 

变速箱再制造技术探索 

2020ReMaTecAsia、2021 ReMaTec 预热会 

地点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

406 号保利克洛维 2 期 4

楼 兴悦酒家 

牡丹厅（3 楼 6 号馆）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

会厅 

雏菊厅（2 楼观众登记处） 

展馆会议室蔷薇厅 

展馆会议室百合厅 

 

展馆会议室香槟厅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负

一层地库改装区 

牡丹厅（3 楼 6 号馆）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负

一层地库改装区 

展馆会议室蔷薇厅 

雏菊厅（2楼观众登记处） 

紫荆厅（3 楼 5 号  馆）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3 号馆 ReMaTec 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