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中国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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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养护技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副社长李强致欢迎辞

DSP602定位系统传感器新技术”
进行了
详细讲解。
与会期间，
上海海晏威固北京直营中

会场内座无虚席

心总经理秦东方作为嘉宾主持人，
就
“4S
正值北京春暖花开之际，2008 中国

本次技术研讨会。
《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

店如何开展非主营业务”
话题和与会嘉宾

国际汽车维修技术及设备、汽车零配件、

社副社长李强致欢迎辞，
感谢各位新、
老朋

了展开互动讨论，
与会嘉宾有中国汽车工

汽车用品展览会暨第49届全国汽车保修

友参加研讨会和对
《汽车维修与保养》
杂志

业协会汽车用品分会秘书长张文利、3M

检测诊断设备春季展览会如期举行。
利用

的一贯支持和厚爱，并希望继续得到广大

汽车售后市场产品部中国区销售经理牟海

展览汇集了众多行业领导、专家、学者和

行业人员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波、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六厂技术科长阚有

广大专业人士之优势，
由北京汽车维修行

随后，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

波、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美

业协会与《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共同

长张兴业作了“均质充量压燃HCCI及混

容部经理杨杰、
上海浩韧汽车用品有限公

主办的“2008 中国汽车维修与养护技术

合动力技术的最新进展”
的主题演讲，
3M

司总经理徐明浩、
深圳威尔菲精细化工有

研讨会”于 2008年 3 月 15日在北京中国

汽车售后市场产品部中国区销售经理牟海

限公司高级顾问高万盛、
捷汽新世纪汽车

国际展览中心胜利召开。
本次研讨会得到

波就其所在公司的“3M钣喷车间快速交

用品
（北京）
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胡文杰。

了 3M 中国、上海一成、庞贝捷漆油贸易、

车整体解决方案”
，上海一成汽车检测设

各位嘉宾就讨论主题与台下观众展开了形

丹纳赫工具、
立邦汽车修补漆、
史丹利工具

备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邝建生对
“HUNTER

式多样的交流与互动。
大家都从各自擅长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逢铃致辞

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谭文智致辞

等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研讨会期间，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王逢铃、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秘书长谭文智到会并致辞。王逢铃副秘书
长简要介绍了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情况，
并对促进行业发展的各级机构和组织、专
业人士、包括《汽车维修与保养》等行业媒
体表示衷心的感谢。谭文智秘书长就北京
市汽车维修行业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并热
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人员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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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汽车零售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
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008 年 12 月 10-12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Automechanika Shanghai——汇集全
球汽车零部件与保修设备之大成

汽车

零配件与保修设备的制造商和供应商们，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张兴

3M汽车售后市场产品部中国区销

上海一成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技

业做演讲

售经理牟海波做演讲

术总监邝建生做演讲

你们找到面向国内及海外市场、提升销售
业绩、彰显品牌形象的专业推广平台了

的领域、从不同角度为 4S 店开展汽车养

车用品等相关行业的人员参加。
与会人员

护装饰美容等业务献言献策，
并就行业的

纷纷表示，通过研讨会，掌握了汽车后市

健康有序的发展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讨论

场发展的最新信息，交流了思想，对行业

结束后，阚有波就“汽修行业在新的竞争

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大家希望以后

条件下如何发挥设备的效用”
、北京市修

多举办类似的研讨会和论坛，
祝贺研讨会

理公司总工程师魏俊强、
著名汽车维修专

取得圆满成功。

家王凯明老师分

吗？
Automechanika Shanghai - 上海国
际汽车零售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
务用品展览会，就是您的选择！来自中国
以及世界各地的买家将此展作为每年主要
采购平台之一，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并和新供应商
见面。

别就“现代汽车

去年的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

故障诊断”
、
“网

会共吸引展商 1250 家，观众来自 103个国

络的应用故障诊

家及地区，共 22000 名。业界领头羊悉数

断”等主题做了

登场，包括博世( B o s c h ) 、舍弗勒

精彩演讲，博得

(Schaeffler)、实耐宝(Snap-on)、阪东

了与会人员的热

(Bando)、元征(Launch)、德国力魔(Liqui

烈掌声。

Moly)、畅博电子（Transpo Electronics）
、

本届研讨会

伍尔特（W ü rth）
、伟巴斯特（Webasto）

共有来自全国各

和中大（Zonda）

地的 400多位汽
车4S店、汽车维
修、
汽车检测、
汽

2008 年，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上海海晏威固北京直营中心总经理秦东方主持讨论，
（左二起）
牟海波、
阚有波、
杨杰、
张文利、徐明浩、胡文杰、高万盛参加讨论

将于12月10-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展出产品将涵盖：部件及组件、配件
及改装、维修及保养、IT 及管理、加油站
及汽车清洗等方方面面。
Automechanika Shanghai - 上海国
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
用品展览会由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
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共同主
办。
有关展会的详细信息，可登陆
www.automechanika.messefrankfurt.com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六厂技术科长阚
有波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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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修理公司总工程师魏俊强做
演讲

著名汽车维修专家王凯明做演讲

或电邮至
auto@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配备 LuK 干式双离合器的 7 挡 DSG变速

速器将装配在Golf、Golf Plus、Golf Variant

市场。
福特中国、
博世贸易和从众服务联盟

器的大众汽车进入量产

和 Jetta 的 1,4 TSI (122 PS/90 kW) 和 1.9

等各个领域的领先企业都将参与这次汽车

TDI (105 PS/ 77kW)的车型上。

售后业的盛会。

运动同时舒适的驾驶感受。总部位于德国

史丹利隆重亮相五金展会

天纳克公司取得福特汽车公司新的排气

的 LuK 公司是业界离合器和变速器系统的

25-27 日，美国史丹利公司(Stanley)——

系统业务

专家，
与大众汽车公司紧密合作，
开发了这

全球最大的工具产品制造商，在 “上海

日宣布，福特汽车公司将其2009年和2010

款最新的干式双离合器。它在燃油经济性

2008年春季全国五金商品交易会暨第九届

年将要上市车型的新热端排气系统项目给

中国国际五金商品博览会 " 隆重登场！

予了天纳克公司。

大众公司最新

的 7挡 DSG变速器对未来汽车双离合器系
统的发展有指导性的意义，它带来了灵便、

2008 年 3 月

史丹利公司从1843年成立以来，每年

天纳克公司将为福特 F-150 轻型卡

都有新品推出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以其独

车、福特 Expedition、林肯 Navigator 以及

特的设计理念、卓越的产品品质拔得头筹。

福特 Econoline 提供组成其排气控制系统

上海春季五金商品交易会是目前国内

在为这些车型提供排气控制系统的“冷端”

会。
在本次展会上，
史丹利公司的展台设计

(消声器和尾管)，
因此现在成为了这些车型

匠心独到，现场的活动结合运动主题，篮

平台的全排气系统供应商。

球、乒乓球等比赛将展会现场气氛掀至高

国大众公司得到首次批量生产。

潮，并且在展台现场推出了支持奥运的万

方面与配备湿式双离合器的变速器相比更

人签名活动。

胜一筹，能节省超过 10% 的燃料。和传统

史丹利的参展产品涵盖了 Stanley 手

的手动变速器相比，节省油耗可达 6% 左

动工具、Bostitch专业紧固工具、CST专业

右。

激光镭射工具、Facom 以及 Proto 顶级手
LuK干式双离合器就是DSG变速器的

动工具等近千余种产品，同时推出了特为

心脏，它的诞生使换挡时动力中断、乘客

中国市场度身定制的全新 VIRAX 系列管道

“点头”的现象成为了历史。湿式双离合器

工具产品，全面满足工业领域高中档市场
的多元化需求。

捷培森将举办汽车售后市场峰会

相关液力系统以及干式离合器本身所具有

年 9 月 18-19 日，捷培森中国将在上海举

的传递扭矩的高效性，干式系统大大提高

办第三届汽车售后市场峰会。

剖开后能清晰地看到两
个离合器位于不同的传动轴
上，
分别操控奇数挡和偶数挡。
换挡瞬间将不产生动力中断。

天纳克的消声器

于排气系统工程和先进技术的全球技术研

动盘上的摩擦片来传递扭矩。由于节省了

该款配备LuK双离合器的7挡DSG变

天纳克公司的全球排气系统业务经营

包括 48个排气系统制造工厂以及 4个致力

摩擦片来实现，而干式的则通过离合器从

了燃油经济性。

“热端”的主要部件。天纳克公司目前已经

乃至全亚洲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业内盛

干燥的工作环境，
却如同被润滑一般顺畅运行。
在德

的扭矩传递通过浸没在油中的湿式离合器

天纳克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1

2008

汽车后市场素来有“黄金产业”之称，

发中心。

奥迪再次携手舍弗勒参加2008德国公路
汽车大赛 DTM

据悉，舍弗勒集团将再

其占据着整个汽车价值链上60%左右的利

次与 奥迪 合作 参与 德国 公路 汽车 大赛 。

润。为此，整车厂商、零配件供应商及售后

2 0 0 8 赛季将于 4 月 1 3 日在德国

市场服务供应方都希望能在全球第三大汽

Hockenheim 的赛道开战，DTM 冠军——

车市场——中国取得先机。捷培森中国在

著名车手 Mattias Ekstroem 将首次驾驶带

这样的契机下将组织第三届中国汽车售后

有LuK商标的新红牛奥迪A4来捍卫他的冠

市场峰会，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各方交流的

军头衔。上赛季排名第 1 2 的车手 M i k e

高端平台。峰会将邀请汽车生产企业售后

Rockenfeller 将继续沿用带有 INA 方钻商

服务总监、销售及服务总监和总经理等高

标的赛车并对取得更好的成绩信心十足。

端人士参与。

舍弗勒集团和其三大品牌LuK、
INA和

捷培森第三届汽车售后市场峰会将分

FAG 自 2006 年以来就一直支持着 DTM 的

别通过整车厂商、零配件厂商和售后服务

奥迪车队。德国公路汽车大赛是全球仅次

供应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目前的汽车售后

于一级方程式赛车最受关注的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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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润滑油开始二级市场布局 2008年，

特、金德仪器 3 个 logo 组成的小旗子也是

友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为了英雄润滑油沧

此次展会的焦点，标志着博世公司收购威

州地区车用润滑油经销商，
标志着英雄润滑

宁达公司业务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油在这一区域进入了二级市场布局阶段。

相信通过此次并购，金德仪器凭借博世广

据悉，目前英雄在北方一级市场的布

阔的平台和强有力的投入，将进一步巩固

局工作已基本完成。
在二级市场，
英雄派遣

其在汽车检测行业的领军地位。

专职资深销售人员协助当地经销商开拓市

珠海信嘉高调亮相汽保设备展

场，针对二级市场的不同情况和实际需求，
制定最具针对性的市场策略和促销政策，
并充分利用一级市场的辐射效应，双管齐
下做强二级市场。
英雄润滑油此次携手友鹏汽配，首先

全系列汽车零配件和专业的诊断服务。

嘉企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汽车设备工

博世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来自全国的

具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营企

客户、供应商代表以及员工等近五百人参

业，产品包括：车身钣金点焊碰焊机系列、

加了这次周年庆活动。博世集团董事会成

车身钣金气体保护焊机系列、车身钣金外

完成运河区、新华区2区布局，进而向4市、

员、亚太区负责人孔陆德博士向博世贸易

10 县等三级市场快速扩展销售网络，坚持

（上海）有限公司发来了贺信。博世全球汽

“进一家培训一家，协助一家短时间实现销

车售后市场总裁 Robert Hanser、博世（中

售”的合作原则，通过全称跟踪式协销，做

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彭德园、博世贸易

强了沧州区域市场，为二级市场的开拓树

（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大智等在此次周

立了典范。

珠海信

年庆典上致辞。
博世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及服务供
应商。在汽车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和建

Mattias Ekstroem的新车首次亮相于日内瓦车展。
捍卫冠军头衔当然是他的目标。

永辉昌公司推出 FCAR-07 解码器

筑智能化技术领域，博世集团约 272,000

形修复机系列、车身钣金逆变术等离子切

名员工在2007财政年度创造了高达461亿

割机系列、
车身钣金铝焊机系列、
汽车蓄电

欧元的销售业绩。1998 年，博世贸易（上

池启动充电机系列等，
已成为一汽丰田、
一

海）
有限公司成立，
开始全面负责博世集团

汽红旗、东风本田、上汽荣威、上海名爵等

在中国汽车售后市场的业务。

十余家汽车制造厂 4S 店的指定配套产品。

金德仪器在全国汽保展上大放异彩

在

3M机修产品市场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8

3 月 14-17 日举办的中国国际汽车维修技

年 3 月 28 日，3M 中国有限公司汽车售后

永

术及设备展览会上，金德仪器展示了最新

市场部在3M北方技术中心举行了“机修养

辉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汽车解

的彩屏综合诊断仪 KT600 和 KT300。其以

护产品市场研讨会”
，北京地区上百名 4S

码器的高新企业。FCAR-07是该公司的第

全新的硬件及软件构架方式，使仪器的响

店及维

一款解码器，
它以简单、
直观的方式去解析

应速度更敏捷、
系统稳定性更可靠、
诊断结

修场服

各种故障码。操作简便、快速是FCAR-07

果更准确、
人机交互更便捷，
其优异的性能

务经理

的一大亮点，其拥有8〃的真彩屏，配合高

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

参加了

端的硬件配置使用户在使用该机的时候免

展厅前台放置的由博世公司、百斯巴

此次会

除了观看、长时间等待的各种烦恼。

议。

博世集团将进一步拓展其在中国的汽车

场的现况和趋势，并对3M机修养护产品整

售后市场业务

在近日举办的博世贸易

体解决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总结。随后

（上海）有限公司十周年庆典上，博世宣布

与会代表也畅所欲言，共同讨论了4S店及

了到2013年将在中国新建800余家博世维

维修企业养护业务的开展之道，并由优秀

修站的计划。目前，通过全国 650 家维修

4S 店对其成功经验进行了分享。

会上，
3M公司分析了国内机修养护市

站，博世为中国客户和车主提供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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