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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保西南行
聚焦第60届全国汽车保修检测诊断设备(秋季)展览会

◆文/本刊记者 彭蓉霞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汽车维修设备、工具
及美容养护用品等汽车后市场产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
“第60届全国汽车保修检测诊断
设备(秋季)展览会”于2013年11月13~15日
在四川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该展会由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北京通联

中一汽保集团展台

久良诺汽车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Federico Maselli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道路交通管理局协办。展会为期三天，规模

于北京，全省汽车维修企业共计23000家(一

四川省汽保市场的概况并得到了相关行业机

为10000m ，300多家企业携带最新汽保

类500家，二类4500家，三类18000家)。庞

构和业内人士的大力支持。行业主管机构和

产品参展，观众数量达2万人次，创历届秋季

大的数字背后孕育着巨大的汽保商机。

行业协会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和参与本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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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保展新高。展会展品种类繁多，包括汽车
维修设备、汽车检测设备、汽车喷涂产品、

会，做好观众邀请和组织工作，保证各级维修

组委会部署周密

厂和4S店等终端客户的到会率。

汽车美容养护设备及汽车维修工具、汽车环

本届秋季汽保展以“聚焦成都，赢在终

保及节能用品等，让参加展会的观众享受了

端，辐射全国，决胜营销”为宗旨，致力于打

一场汽车用品的饕殄盛宴。展会现场人头攒

造全国汽保生产厂家与各地经销商及四川和

全国各地生产企业对本届汽保展充满

动，观众络绎不绝。

周边省份终端用户贸易洽谈和技术交流的一

信心并给予高度 重视。国内汽 车后市场产

流平台。展会组委会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和

业集群新龙头，中一汽保集团看好潜力巨大

西南市场商机无限

参展企业高度重视

安排。组委会将广邀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莅临

的西部市场，目前正大规模参加展会，以促

四川汽保市场举足轻重，商机无限。作

成都秋季汽保展参观采购，并向有明确采购

进西南市场销售增长。同样，作为国内工具

为四川省会，成都是西南重镇，辐射重庆、

意向的经销商提供免费酒店住宿服务。与此

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亚洲最大的手工具制

云南、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贵州

同时，为确保成都及周边地区的汽保经销商

造销售企业 之一的巨星钢盾有限公司市场

等地，是未来中西部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组

及终端用户的参与度，主承办单位已于今年

部总经理表示：
“对于中国市场的开发和拓

成部分。2012年各大城市经济数据显示，成

4月起多次深入四川、重庆等地进行展会的宣

展，西部市场所占的份 额和起 到的作用是

都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八，对于四川省乃至

传推广及观众组织工作，深入当地汽配城、

不容忽视的。本届成都秋展，机会难得，不

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汽修厂、4S店、轮胎店等邀请客户到成都观

容错过！”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成都市的汽车总量大、增长快。截止2012年

展采购。通过拜访当地协会、生产企业、经销

世界上第一家做高精度汽车示波器的英国

底，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580万辆，仅次

商以及终端用户，组委会了解了成都、重庆及

Pico Technology公司的中国合作伙伴，对

杭州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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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陈国飞

北京轩宇车鼎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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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门诊

此次成都汽保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这是
行业提供给虹科公司的机会，我们将会借助
展览会平台，展示良好的企业形象、产品品
牌。”北京轩宇车鼎科技有限公司也对本届
展会“走进成都，繁荣西部”表示出极高的
兴趣：
“我们将全面展出公司的品牌产品，提
高公司在西部市场的影响力，也欢迎广大汽
保同仁前来参观。”
此外，本届成都秋季汽保展还出现了许
多海外参展商，他们已经开始纷纷抢占中国

2011~2012年度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表彰大会现场

市场，以拓宽销路。本届秋季汽保展会上的

保经销商”、
“2012年度云贵川渝省级优秀

和汽修的专业角度做了名为《汽车售后企业

久良诺(GIULIANO)汽车设备有限公司的展

汽保经销商”评选揭晓暨颁奖典礼、专家解

在“汽车三包”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

位上人气颇旺，备受关注。作为全球汽车设

读“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汽车三包”对汽车维修业的影响及应对

备制造的领导品牌，久良诺凭借其轮胎拆装

定”、
“绿色汽修、节能减排”专题会、全国

策略》的演讲。

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优势，迅速在国际市场取

千家汽保经销商采购大会。

得了惊人的市场份额。本届秋季汽保展海外
展商的进驻充分说明了我国汽保行业的繁
荣发展，同时也是对秋季汽保展的巨大潜力
和影响力的充分肯定。

展会同期活动精彩纷呈

邱宝昌律师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顾
问团团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

“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专题研讨会

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兼北京汇佳律师事务

2013年11月13日上午，由北京《汽车维

所主任，在律师界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演讲

修与保养》杂志社和北京通联国际展览有限

中，邱宝昌律师认为无论是制造商还是经销

公司主办、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中国汽

商，都应站在提升整个汽车行业的核心竞争

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四川省汽车维修行业

力的角度面对三包、理解三包。

第60届全国汽车保修检测诊断设备(秋

协会、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和成都市交

魏俊强老师是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

季)展览会同期活动丰富多彩：2011-2012

通局汽车维修管理处作为支持单位，实耐宝

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曾是全国劳模和五一劳

年度中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表彰授

作为合作企业的“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

动奖章获得者，是汽修界的知名人士。此次他

牌典礼、
“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专题研

专题研讨会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召开。

的演讲《“汽车三包”对汽车维修业的影响及

讨会、汽 车维修技术发展 趋势暨 维修企业

专题会邀请了法律专业人士邱宝昌律师和

应对策略》从汽修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分析

发展模式讲座、
“2012年度全国二十佳汽

汽修界业内知名人士魏俊强老师分别从法律

“汽车三包”政策的落实会对汽车维修业产
生怎样的影响。
在本次研讨会进行过程中，现场观众对
赞助本次活动的实耐宝公司的产品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实耐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观众详
细介绍了公司的红盒子诊断仪和蓝点工具。

2011~2012 年度 全国汽 车维 修行业
邱宝昌在“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专题研讨会上做演讲

实耐宝工作人员介绍红盒子诊断仪

诚信企业表彰大会
2013年11月13日上午，2011~2012年
度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表彰大会在成
都市召开，约800人参会。此次表彰大会由中
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主办，中国汽车维修行
业协会秘书长张京伟主持了会议，交通运输
部道路运输司副处长孟秋、中国汽车维修行
业协会会长孙守仁、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

魏俊强在“汽车三包”与汽车售后业专题研讨会上做演讲

实耐宝工作人员介绍蓝点工具

运输管理局局长邱小发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2013/12· 汽车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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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
局局长邱小发发表了致辞，中国汽车维修行
业协会会长孙守仁作了《创诚信企业 促转
型发展》的讲话，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副
处长孟秋以《把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做 好 做
实》为主题，就继续搞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
企业创建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她强调，诚
信企业创建应与规范服务、节能减排、品牌
建设、转型发展相结合，要真正把诚信企业
创建活动做好做实。

“节能减排与绿色汽修座谈会”现场

孙守仁还代表协会明确了2014年的主

节能减排与绿色汽修座谈会

大会还向获得“2011~2012年度全国

要工作计划：要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2013年11月14日，作为第60届全国汽

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称号的740家汽车

神，积极配合全局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会

车保修检 测诊断 设备(秋季)展览会同期活

维修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状，其中46家

员、服务社会；完善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规划

动之一的“节能减排与绿色汽修座谈会”在

已连续三届获此称号，同时还颁发了“优秀

实施体系的工作；推动汽车维修行业加快转

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召开。本次研讨会由

组织奖”和“最佳组织奖”。另外，湖南、南

变发展方式，切实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持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中国汽车保修设备

京、广州、湖北的获奖企业及组织代表上台

续加强协会组织建设，继续巩固会员队伍，保

行业协会支持，由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发表了演讲。

持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继续组织好在全

《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北京通联国际

此次表彰大会旨在号召全国汽车维修

国开展的“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办好

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来自汽车保修设备

企业向获奖企业学习，弘扬行业正能量，肩

2014年全国中职院校汽车运用与维修大赛，

行业、汽车维修行业、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

负社会责任，做道德楷模，为把汽车维修行

加强赛前指导教师培训、更新赛项；加强协

的相关领导和有关汽保设备 生产 商、经销

业办成社会公认的诚信行业而奋斗。

会、杂志社及网站建设;不断拓宽国内外相关

商、维修厂技术总监，汽车后市场及相关行

单位的联系渠道，不断有所突破。

业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针对目前汽车后

中国汽修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张京伟紧接着做了财务报告。此外，会

2013年11月13日下午，中国汽车维修行

议为2013年度优秀会员等5个奖项代表颁

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成都市召

奖。随后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协会

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副会长田

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协会理

工作报告、协会财务报告，以及关于增补、

国华，中国汽 车保 修 设 备行业协会秘书长

事120人参加了会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调整部分理事、常务理事和选举副会长的

刘建农，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顾问渠

会长孙守仁代表协会做了工作报告，他首先对

议案。

桦，来自麦特股份奔腾事业部的李跃强、孔

市场上有关节能减排、绿色汽修技术等热点
话题，与会嘉宾展开了广泛探讨。

自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以来秘书处的工

最后孙守仁发表讲话，他号召全体会员

祥国，来自中一汽保集团的蔡俊，来自亚太

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今后社团工作提出新的

要乘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新的历史

汽保的蔡云华等多位汽保设备企业专业人

要求。报告提出2013年是中国汽车维修行业

进程中，紧跟形势发展，积极探索协会工作

士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参与话题讨论。

协会稳步发展、成果丰硕的一年，协会能力不

的新特点，坚持“双向服务”的宗旨，以助力

断增强，较好地担负起了应有的职能作用。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的发展。

研 讨会上，中国汽 车保 修 设 备行业协
会副会长田国华针对传统汽车维修企业生
产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详细讲解了节能减
排、绿色汽修的概念，阐述了汽车维修环境
改造的必要性，对延长汽车环保寿命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
此外，参与座谈会的多家企业也针对绿
色汽修和节能减排的观念，提出了建设性的
建议。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节能减排与绿色
汽修座谈会”引发了企业对于节能减排、绿
色维修的深度思考，为汽修企业如何转变增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为优秀企业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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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