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汽车配件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伊朗德黑兰汽车零配件展览
会IAPEX 【推荐】

伊朗-德黑兰
伊朗国际展览中心

2019-11-09 ~ 11-12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汽车零配件展
俄罗斯-莫斯科
览会Interauto 【推荐】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19-09-02 ~ 09-05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汽车零部件及售后
日本-东京
市场展览会IAAE 【推荐】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11 ~ 03-13
一年一届

墨西哥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
务展览会AutomechanikaMexic
oCity 【推荐】

2020-07-22 ~ 07-24
一年一届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汽车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配件展览会Automechanika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展览中
【推荐】
心

马来西亚吉隆坡汽车配件及
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
a 【推荐】

马来西亚-吉隆坡
吉隆坡会议中心

2020-11-04 ~ 11-07
两年一届

2021-03-18 ~ 03-20
两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汽车工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及汽配展览会AutomechanikaI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心
stanbul 【推荐】

2020-04-02 ~ 04-05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汽车零配件售
后服务展览会MIMS 【推荐】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中央展览中心

2019-08-26 ~ 08-29
一年一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汽车配件及
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
a SouthAfrica 【推荐】

南非-约翰内斯堡
纳斯雷克博览中心

2019-09-18 ~ 09-21
两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汽车配件及摩托
车配件展览会Auto Expo
【推荐】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20-02-06 ~ 02-09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国际汽车生产制造
展览会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推荐】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6-24 ~ 06-27
一年一届

德国法兰克福汽车配件展览
会Automechanika Frankfurt
【推荐】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2020-09-08 ~ 09-12
两年一届

法国巴黎汽车配件及售后服
务展览会EQUIP AUTO
【推荐】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2019-10-15 ~ 10-19
两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汽车配件及售
后服务展览会Philauto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9-07-24 ~ 07-26
一年一届

德国斯图加特洗车养护展览
会UNITI expo

德国-斯图加特

2020-05-26 ~ 05-28
两年一届

突尼斯汽车及配件展览会Tun
isia Automotive

突尼斯-突尼斯
突尼斯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13 ~ 11-17
一年一届

西班牙马德里汽车配件及售
后服务展览会Motortec
Automechanika

西班牙-马德里
马德里会展中心

2019-03-13 ~ 03-16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汽车配件展览会TAP
A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4-02 ~ 04-05
两年一届

德国斯图加特无人驾驶技术
车辆展览会Autonomous
Vehicle TECHNOLOGY

德国-斯图加特
新斯图加特展览中心

2020-06-16 ~ 06-18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汽车配件及
澳大利亚-墨尔本
售后服务展览会AAAE
澳大利亚墨尔本会议会展中
心

2019-04-04 ~ 04-06
两年一届

韩国仁川汽车配件展览会KO
AA Show

2019-10-16 ~ 10-18
一年一届

韩国-仁川
仁川国际会展中心

捷克汽车配件及摩托车配件
展览会MOTOSALON

捷克-布尔诺
布尔诺会展中心

2020-03-05 ~ 03-08
一年一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汽车配件及
售后展览会AAPEX

美国-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

2019-11-05 ~ 11-07
一年一届

沙特利雅得汽车零配件及售
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a
Riyadh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利雅得国际会展中心

2020-02-24 ~ 02-26
两年一届

台湾汽车零配件电动机车展
览会Taipei Ampa

中国港台-台湾
台北贸易中心南港会展馆

2020-04-15 ~ 04-18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汽车技术展览会AU
日本-东京
TOMOTIVE WORLD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20-01-15 ~ 01-17
一年一届

埃及开罗汽车配件展览会Aut
omech

埃及-开罗
埃及国际展览中心

2019-09-18 ~ 09-22
一年一届

意大利博洛尼亚汽车配件展
览会AUTOPROMOTEC

意大利-博洛尼亚
博洛尼亚会展中心

2021-05-26 ~ 05-30
两年一届

巴拿马汽车配件展览会LATI
N AUTO PARTS EXPO

巴拿马-巴拿马
阿特拉巴会议中心

2019-07-17 ~ 07-19
一年一届

孟加拉达卡汽车配件展览会D
haka Motor Show

孟加拉-达卡
达卡会议中心

2020-03-19 ~ 03-21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汽车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aDu
bai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020-06-07 ~ 06-09
一年一届

马来西亚吉隆坡汽车及配件
展览会Motonation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吉隆坡展览中心

2019-10-25 ~ 10-27
一年一届

英国伯明翰汽车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aBim
ingham

英国-伯明翰
伯明翰国际会展中心

2021-06-08 ~ 06-10
一年一届

尼日利亚拉各斯汽车配件展
览会Lagos Motor Fair

尼日利亚-拉各斯
拉各斯国际会展中心

2020-05-28 ~ 05-30
一年一届

波兰华沙汽车配件展览会AU
TOMOTIVE PARTS EXPO

波兰-华沙
华沙国际展览中心

2019-10-25 ~ 10-27
一年一届

柬埔寨金边汽车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Camauto

柬埔寨-金边
柬埔寨金边展馆

2018-11-01 ~ 11-03
一年一届

日本横滨汽车工程技术展览
会AEEY

日本-横滨
横滨会展中心

2020-05-20 ~ 05-22
一年一届

新加坡汽车后市场展览会Gar
agexpo ASIA

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博览中心

2019-03-19 ~ 03-21
两年一届

肯尼亚内罗毕汽摩配展览会A
肯尼亚-内罗毕
utoExpokenya
内罗毕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

2020-05-28 ~ 05-30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汽配及摩配展览
会Saigon Autotech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20-05-21 ~ 05-24
一年一届

日本名古屋汽车技术展览会A
UTOMOTIVE WORLD
NAGOYA

日本-名古屋
名古屋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18 ~ 09-20
一年一届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汽车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配件及摩托车配件展览会AU 达累斯萨拉姆钻石朱迪亚会
TOEXPO
展中心

2019-11-07 ~ 11-09
一年一届

印度金奈汽车后市场展览会A
utomotive AfterMarket

印度-金奈
印度金奈会展中心

2019-09-26 ~ 09-28
一年一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汽车及配件
展览会EXPOPARTES

哥伦比亚-波哥大

2019-06-05 ~ 06-07
两年一届

缅甸仰光汽配展览会AMPA
Myanmar

缅甸-仰光
緬甸仰光展覽館

2019-09-26 ~ 09-29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汽车配件及摩托
车配件展览会INAPA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20-03-18 ~ 03-20
一年一届

英国伯明翰汽车及配件展览
会Auto Sport

英国-伯明翰
伯明翰国际会展中心

2020-01-09 ~ 01-12
一年一届

秘鲁利马汽车零配件展览会E
xpoMechanical Autoparts

秘鲁-利马
秘鲁利马

2020-05-22 ~ 05-24
一年一届

印度孟买汽车及零部件展览
会India Auto Show

印度-孟买
孟买会展中心

2019-10-03 ~ 10-05
一年一届

德国斯图加特汽车零部件及
工业展览会Global Automotive
Components And Suppliers
Expo

德国-斯图加特
新斯图加特会展中心

2020-06-16 ~ 06-18
一年一届

美国亚特兰大汽车零配件及
美国-亚特兰大
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anik 亚特兰大乔治亚世界会议中
a Atlanta
心

2018-08-08 ~ 08-10
一年一届

巴基斯坦拉合尔汽车配件及
摩托车配件展览会PAPS

巴基斯坦-拉合尔
巴基斯坦拉合尔世博中心

2020-02-21 ~ 02-23
一年一届

波兰波兹南汽车工业及配件
展览会TTM

波兰-波兹南
波兹南会展中心

2020-03-26 ~ 03-29
两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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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展览会S
AE

美国-底特律
底特律科博会展中心

2020-04-21 ~ 04-23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汽车配件展览会A
CMA Automechanika New
Delhi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21-02-25 ~ 02-28
两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汽车零部件设备
及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
C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会展中心

2019-04-23 ~ 04-27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市汽车零部件及
售后服务展览会AUTOMECH
ANIKA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20-03-05 ~ 03-07
一年一届

厄瓜多尔基多汽车配件展览
会Etpomec

厄瓜多尔-基多
基多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05 ~ 09-08
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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