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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面积 万平方米

日期　 整 车：

零部件：

媒体日 月 日

专业观众 月 日 日

普通观众 月 日 日

参展费用 区
标准展台 最少 方米 人民币 方米

	 光地展位 最少 方米 人民币 方米

区 未来出行展区

标准展台 最少 方米 	人民币 方米

光地展位 最少 方米 	人民币 方米

展会信息 

时 间 :  11 19日-28日 整车馆
           11 19日-22日 未来汽车科技

地 点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A B区

主办单位: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办单位: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联总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广州联合展贸 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分会
广州汽车服务业协会
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
广州展联展览服务 限公司

承办/执行:
广东寰球国际会展 限公司

关注展会公 号
随时把握动态

获取论坛信息
www.acvi.com.cn

获取更多信息
www.gie.net .cn

···

咨询：020-84985909
020-29826558

寰球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会



*数据来自2020 展会调研  ^ 其他境内展会比较

智能⚶成就未来

多展商的需求 期待

南 场的需求 期待

广州国际汽车展

非常期待第十九届广州国际车展
可以把更多优 秀的行业企业和创
新产品带到华南 地区，抢占市场
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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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品牌馆

专业观众对广州国际车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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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体验 参 方式创新 61.2%

50.0%

25.7%
买家
面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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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会

81.5%
展商非常期待

广州国际汽车展

展商品牌 展品范围齐全

更多国内外知 展商参与

全面聚焦未来汽车生态圈
共谋未来汽车行业发展

背景

设立未来汽车科 企业评选

参 体验 参 方式创

高质量的技术论坛 行业大咖

全面展示汽车领域先进的产品和技术

优质的商业互动平台:优质买家,成就商机

从整车组件系统应用到服务,

覆盖汽车全产业链，极具前瞻性的

同期活动:专注行业重点把握业界新潮

更多创新产品和前沿科技

以获悉市场趋势和方向

广东是全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产业链完整，集群

效应突出 广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辐射珠三角,经济

发达,消费力强，汽车产业是广州支柱产业 以广汽为代表

的东部，以东风日产为代表的北部，以广汽丰田广汽乘用

车为代表的南部，以文远知行、小马智行为代表的广州无

人驾驶测试企业，形成了广州产业集群 一汽大众、比亚

迪长安雪铁龙等汽车主机厂在广东都设有生产地 共 同组

成广东省汽车产业集群

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创办于2003年, 是中国三大汽车展览会之
一,被誉为汽车市场风向标.2020年虽然有疫情,但广州汽车展还
是使用广交会馆A区全部13个展厅及B区3个展厅 ,以及A区南
北广场室外展区,展会规模达22万平方米. 第十八届广州汽车展
共有全球首发车38台,跨国公司首发车9台; 概念车20台,其中国
际品牌9台,国内品牌展车11台;展车总达980台. 国内外参展车
企共展出新能源车142台,其中国外企业展车60台. 媒体日当天
共举行了71场新闻发布会 ,10146名记者参与报道展会盛况,其
中包括全球各大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 2021第十九届广州国
际汽车展将于11月19-28日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隆重举行

 

 

格局产业格局

未来汽车科技艺术节，引进美国sxsw西南偏南的科技艺术节做法，为广州车展量身定制一场未来汽车科技艺术
节，通过科技装置 路演 快闪活动 高峰论 的形式，表现汽车科技创新的活力 们将给大家带来顶级体
验服， 包括论 演讲 题场馆 动态体验等 时有机会与大咖面对面交谈，更多重量级神秘嘉宾 们将
陆续揭晓 5G AI 汽车的创新力量， 时 们希望联合更多的创新者，向世界讲述精彩纷呈的“ 创新故
事”

对于企业
1 企业能得到行业的肯定和认
2 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关注度
3 增加曝光率，提高知名度
4 让行业人士有机会聚集一起进行交流和学习，从中更好的了解行业发展的
动态和 势

评审流程
持从“ 安全 创新 智能” 等角度进行评 ，采用“ 公平 公正 公开 高
效 专业” 的评选规则 结合线 票评选，线 专业评委意 ，共 评出

评审形式 网络 票
评选组委会收到报名资料 进行 实，初步筛选，入围名单进行网络 票评
选，通过网络和媒体力量把整体活动 票呈现给行业及大众， 票将于小程序
和官网通道进行 评选结果网 公布，展会现场颁奖仪式

未来汽车科 艺术节

奖项是对行业中 卓越表现得人 事进行的表彰项目，它 仅是所在领域对企
业的肯定，更是一种荣耀，甚至是终身成就 未来汽车科技评选是为了树立榜
样，提高知名度，让更多的行业相关人士关注了解



智慧工厂  氢能源 汽车制造

新能源零部件 人工智能 汽车电子 共享汽车 数字产业

汽车科技 关键零部件

智慧工厂
机器视觉 · 运动控制

工厂自动化 · 工业物联网 · 机器人

智慧工厂

氢能源 燃料电池

汽车新材料

汽车制造 轻量

预计

展出面积250,000+ 方米

到场观 100,0000+人次

新科 、新生活

智慧出行 新能源 汽车新材料

单独展 线 广活

品牌馆

动态 用场景方案
展示

技术演讲

专属会议 展示

公 活户体验及创新 域

创新参与方式

*规划是 据 届展馆规划参考，实际依现场规划 准

未来汽车科 馆 B区



未来汽车技术
探索汽车科技未来无 可能

自动驾驶动态展示、人车人机互动

企业和机构等

*汽车科技 技术展览馆是大会品牌展览馆

• 智能网联及自动驾驶

   智能汽车:概念车、智能汽车、智能电动汽车、互联网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无人驾驶汽车、飞行汽车等
• 智能网联产品和技术

 车载智能硬件 处理器、智能芯片、传感器、 控制器、执行器、连接器、汽车电器与线束等
• 车体电子控制产品和技术

发动机控制系统、底盘控制系统和车辆控制技术 车身电子ECU 、自动紧急制动 AEB 、自适应巡 航 ACC 等；
智能车载设备:O BD、360全景倒车、后视镜、行车记录仪、车载空气净化器、HUD等；
• 车载电子装置

汽车信息系统 行车电脑 、汽车导航系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车载音响系统、车载通信系统、车载家 电、汽车电子
狗、通信定位和地图技术、北斗、高精地图、车载蓝牙等
• 车联网相关产品

V 2X技术、G PS定位、汽车TSP、汽车APP；通信服务商、平台运营商、数据平台技术、内 容提供商、测试平台相关技 

术、新一代信息通讯、智能交通、互联网、微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联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和机构等
• 出行服务

 共享经济、共享汽车、网约专车、电动车等

参展范围

展会亮点

2021第十九届广州国际汽车展汇聚汽车整个产业链生态圈上/下游企业，推出更富体验性和互动性的融创新展示区，无人驾驶动态展示人
机互动，深度融合5G与汽车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完美呈现产业链中的创新技术及产品的有效合作体现数字新时代新生活鼓励企业携手
方案提供商一起将实际应用解决方案带到现场，以热门技术集合场景，为观众呈现不同应用解决方案，突出企业展示点，带动品牌提升，激发创
新灵感.

• 独享汽车展18 汽车厂资源和100万受众的品牌传播资源

• 中国3大A级车展之一的广州车展，媒体日和专业日各大汽 车厂的高层领导到达现场，全场 摩考察，这是未来汽车科 技馆

最佳的展示和对接时间
• 广州车展组委会新开未来汽车科技馆，是展会重点宣传和 打造的业态，全渠道/全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直达 机厂高层 领

导，是最权威 最高效的宣传之一
• 选11.2馆作为未来汽车科技馆，处于整个展厅的黄金位 置，全场覆盖广告牌 指示牌 温馨提示牌，形成视觉覆盖 面引流

进入未来汽车科技馆 谈
• 开展日，通过现场的播音 统提示 邀请 机厂的高层领导 技术总工 采购 责人到达未来汽车科技 馆，了解最前沿的汽

车科技和参加未来汽车艺术节 未来汽车科技大会暨颁奖仪式等活动
• 指 现场的AI机器人，未来汽车科技馆手牌，全场穿梭，引流汽车厂家高层领导到达未来科技馆现场

• 未来汽车科技艺术节，引进美国sxsw西南偏南的科技艺术节做法，为广州车展量身定制一场未来汽车科 技 艺术节，通过科

技装置 路演 快闪活动 高峰论 的形式，表现汽车科技创新的活力
• 聚集10146+名记者，1000+家媒体，3万+篇原创新闻稿 及 音/快手/B站/微信 公众号/微博 等 500+家 自媒体平 360度

立体传播，是您品牌爆红 业 对接的最快捷的平 之一



 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
引领行业发展及最前沿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

展示范围
整车 • 底盘系统 • 电机电控• 关键零部件 • 车身附件 • 商用车配件 •智能座椅 •汽

车电子及车联 网 • 新材料 • 充电基 础设施 • 电池及储能 • 氢能设备及燃料电池 •

汽车制造 • 智慧工厂

展会亮点

参展单位

*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集中展示

乘用车、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氢能汽车、商用车制造厂、商家；互联网汽车企业；汽车零
部件制造厂、商家；人工智能、智慧工厂、汽车电子；汽车及相关产品设计、研发机构；汽车装饰品、消费品
商家；金融服务机构，汽车及相关产品商贸公司；汽车行业及相关媒体等

联
• 遍 全球的观 资源及宣传网络,共同探索

汽车科技未来无 可能观众覆盖整车、核心技术及零部件制造、科研院校、互联网及金融机构等,共谋未来发展蓝
图.更有国内外多家行业主流及大众媒体倾力参与,共同探索行业未来无 可能

利用展会庞大的数据资源及丰富的人脉网络，   梳理企业营销
推广、信息交流、业务合作等各 方面需求，通过新媒体、专
家沙龙、业务对接会及研讨会等活动,促进供需双方精准对
接

• 全 活 渗透线 及线 ，打造 间断交流 台

• 把握发展新机遇, 力整车及传统企业转型

• 质资源齐聚,合作共建智慧出行生态圈

合国内外政府、主流行业 商 协会、科研院所、商业机构及科技企业,通过产品互动展示、技术交流发
布、论坛会议等形式聚焦关键技术、产业政策、标准制定、信息 安全、商业模式等热点话题,构建明日出行
生态圈

汽车产业“ 新四化” 加速进行,整车及零部件供应商纷纷布局新能源领域.新能源汽车产业板块融合跨界思
维,助汽车行业构建新的产业 ,链及供应商体系,搭建企业之间合作共赢的平台



发挥未来汽车生态体系优势 共谋发展
动态方案*

*汽车相关产业链集中展示

专业观众精准对接
广州车展， 力于打造汽车全产业链规模化对接交流平台 组委会根据参展企业的类型 和需
求，组织专业对接团

人员邀请渠道
发函、直投、数据库邀请、电话、媒体广告、邮件、新闻宣传、短信平台、线上和线上 活动

邀请目标人群
中直机关、媒体代表、国际汽车行业代表、央企国企、社团代表、汽车上下游企业执行代
表、行业商协 会、联 盟、专家学者、世界500强、上市公司、部委领导、投融资机构、高
等院校、省市政府领导、科研机构等

媒体合作*

组织通讯社、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门户网站、新媒体等各平台主流媒体对广州国际车
展及智慧出行大会进行宣传报道，吸引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汽车智能、智慧出行，扩大车展
和智慧出行大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辐射力

全媒体曝光
参展单位亮点分批在全媒体平台集中海量曝光

高品质专访
邀请参展单位代表现场专访/群访

线下流量宣传
利用短视频、直播、客户端等大流量平台宣传参展单位及其举办的活动

线下集中发布
配合参展单位在展会现场组织的路演、发布会等活动的宣传需求

多元化推广
将大会公共媒体、自媒体、现场广告、IP周边等产品资源为展商提供多元 化品牌塑造和推广

随着汽车科技技术突破，各地 府的扶持，全 多地开

了Robotaxi测试区域，站点会经过闹事和商业区，总长度达

到几百至上千公里，像一些文人驾驶车 以在公众 上预约

体验，“ 百度地 ” APP“ 一键叫车” 高 德地  的APP来

呼叫车辆即 ，免费体验Robotaxi自 驾驶 智 能出行

2021广州 际车展 外设置 态体验接驳，一方面企业能

让车企相关技术人员更能直观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另一方

面是让 通的市民能够亲身验证“ 无人时代” 近在咫

尺，零距离感受未来科技，体验智能驾驶技术的魅力

以在展会现场展示他们最新技术，让更多的人了解 关

注 参与到他们公 对于观众很多人因为好奇，想体验未

来科技而关注

无人驾驶 态开 日期：11月19-22日    开发时间：10:00-16:00   车辆：待定 现场或预约体验，每10分钟为1班，每班2人 共4天
场地科目：4 门自 驾驶体验区起点站，需增加行人避让，车辆避让等等候等场 装置，车速待定
从4 门自 驾驶体验区起点站-5 门-1 门掉头-5 门-4 门

车上人员：1名 机安全员

1、自 驾驶企业参展方案确定   2 内静态展示区的安排 传  3 配合参展企业车辆 态演示的调试和演练

4 配合参展企业在 态现场的路测协   5 配合演示车辆的平 接入 6  参展企业 态体验现场的安全

动态体验



欢迎加入寰球未来汽车大会 您可作为
嘉宾、合作伙伴、赞助商、参展商、参观商、观众等多种身份参与

核心尊享权益

与全球行业专家交流行业技术和发展，阐述观点、寻找新的突破和发展

 * 先安排合作洽谈机会

 优先安排重要领导对接，其他分论坛及产品对接会，包括企业考察等

* 定制主题论坛

* 媒体曝 ， 质媒体合作

安排领导专访、电视台宣传、直播产品优势

合作 伴 赞 商 演讲嘉宾 参展商 观

好的展位彰显尊享地位，优先安排主通道特优展位

晚宴现场最大化品牌展示，与政府直管部门、行业领袖、管理者，领军企业高层交流

期活动
绘行业未来

作为汽车生态圈的大舞台,除了展位
上的互动和商业交流,业内人士也能
透过我们的平台参与各类型同期活
动,包括高端会议和研讨会等,了解
汽车未来多方面的发展趋势及最新
法规政策等

2021重点活动议题包括:
•  未来汽车科技大会
•  智能汽车技术高峰论坛
•  汽车科技与技术投资大会
•  氢燃料电池车发展论坛
•  5G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  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技术

* 定制智慧出行大会晚宴

* 主论坛尊 致辞/演讲席位

开发举办分论坛、发布会、推介会等主题活动权 ，根据合作方的特点和需求给予协
助活动支持

* 核心区展位及品牌 先曝

* 品牌曝光，树立企业形象， 升知 度

广州车展售票处，参展指南、门票、参展证和参观证、防疫设备及进出设备及动态展
示区赞助



内资企业

Domestic

>>> 您可以乘坐地铁8号线到广交会展馆 从地铁新港东站A出入口可到广交会展馆A区，从地铁琶洲
站A B出入口 可到 广交会展馆B区，从地铁琶洲站C出入口向西步行300米可到广交会展馆C区

路线：机场 站/南站- - -新港东/琶洲站
3号线 北延长线 机场北站 2号航站楼 /机场南站 1号航站楼 -体育西路站 转乘3号线 -客村站 转乘8号线 -

新港东站 广交会展馆A区 /琶洲站 广交会展馆B区和C区

路线：火车站到广交会展馆
从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2号线 广州南站方向 至昌岗站，换8号线 万胜围站方向 ，在新港东站出 口 A区 或琶 洲
站 B区或C
从广州火车东站：乘坐地铁3号线 番禺广场站方向 到客村站，换8号线 万胜围站方向 ，在新港东站出口 A区 或
琶洲站 B或C区
从广州南站：乘坐地铁2号线 嘉禾望岗站方向 至昌岗站，换8号线 万胜围站方向 ，并在新港东路站 可到展
馆A区 或琶洲站 可到展馆B区和C区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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