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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 (CAMAA)
四川省汽车摩托运动协会 (SCMA)

主办单位
亚东展览
YADO EXPO

协办单位 
四川省街舞协会 SSA
漩涡熊猫极限X-Game

战略支持
通用国际
展览公司

承办单位
跨采（上海）
广告有限公司



办展宗旨

把握潮流趋势，打造中国机车文化交流互动平台，
助力机车品牌拓展文化增量市场。

JCsuper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是由有着二十年国际、国内大型展会运作经验的专业会展公司⸺亚东展览（YADO EXPO）与

由商务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协会⸺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CAMAA）、四川省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SCMA）联合主办的涵盖并反映

整个摩托车产业链机车潮流文化的大型专业性博览会。

JCsuper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立足于我国摩托车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依托成熟完整的机车产业的制造基础，致力于健康向上

的机车文化在国内的推广和传播，是一场机车生活的跨界盛会，展会主题涵盖摩旅生活展区，复古生活展区，改装生活展区，机车

赛事文化区，潮流运动展区，精致露营展区，服务商展区等七大主题展示区。JCsuper 打破传统展会形式，在新市场环境与需求下，

通过打造兼具娱乐性与专业性的沉浸式机车生活方式展示空间为品牌商提供一个接触经销代理商，车行俱乐部，直播电商，网红

KOL 媒体，大众摩友，文潮爱好者等传统与新渠道买家的平台。展会现场集产品展示、销售、新品发布、产业论坛、专项评奖、互动比赛、

文化交流、机车表演、摩友聚会、驾乘体验等多板块活动于一体，她不仅是帮助品牌商开拓快速增长的中国与全球机车市场的有效平台，

还是广大机车爱好者感受国际机车潮流文化的嘉年华。

博览会希望通过各项活动，让机车爱好者展现机车的潮流与风尚以及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让更多对机车感兴趣的朋友参与其中，

体验机车给我们带来的速度与激情、梦想与自由。我们希冀在活动的组织和摩友的共同参与中，帮助机车生产企业扩大品牌影响，

提升市场渗透率，让品牌链接更多的年轻人，引领摩友共同构筑健康向上的机车生活方式，遵纪守法、安全骑行，普及推广中国特

色的机车潮流文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文化繁荣带动产业发展，拉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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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机车生活主题，全面覆盖产业品类 

参展范围

基本信息

展
会
日
程

展览：2023年3月24日-26日
（一年一届）

展
会
地
址

中国（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88号）

摩旅类摩托车整车，摩旅装备用品，摩旅服务商（租赁服务，摩旅驿站，驾驶培训，保险运输），摩旅商协会，摩旅俱乐部

摩旅生活展区

攀爬、林道越野类摩托车整车，雪地摩托，摩托艇，潮流电单车，

BMX 两轮车，滑板，文潮品牌（潮衣潮服，潮流配饰，电子烟等）

潮流运动展区

摩托车改装配件及用品，摩托车改装工作室，摩托车维护用品

及维修工具

改装生活展区

复古摩托车整车，复古装备，复古配饰，复古用品，复古服务商

复古生活展区
赛车及仿赛类摩托车，摩托车赛盔赛具，赛车场及赛车队

机车赛事文化区

露营营地，露营工具，露营服务机构等

精致露营展区

行业协会，行业媒体、行业电商、APP、驾校等

服务商展区

20,000m2 30,000m2 50,000人次 20,000人次 200+家 300个 2,000+辆



来成都参加机车潮流文化展的三大理由

成都是中国“潮酷文化力”的先驱城市

潮流消费人群规模增长迅速

Top 3 Reasons for you NOT to miss JCsuper in Chengdu

       近年来,伴随潮流文化的衍生发展,潮流消费市场不断成长。2020年,潮流消费人群规模较2019年增长超千万,并且人群消
费的人均单价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整体体现出更高的消费粘性和购买力,而在市场蓬勃向好的背后,Z世代更成为其中的主
要驱动力。从潮流文化消费贡献上看,Z世代已占据近30%的消费份额,且消费增速超过400%,几乎为整体市场的两倍,是品
牌不可错过的潮流消费新势力。

    “后浪”一辈的“潮酷文化力”在各个城市已经有所萌芽和发展,但是活跃度参差不齐。在经济实力较强,年轻人聚集的成都,
青年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活跃度高;为了更好理解各城市在“潮酷文化力”方面的发展进程,我们进一步对八个典型潮酷文化
细分领域⸺“嘻哈,说唱”、“潮衣潮服”、“电竞电音”、“潮玩”、“二次元”等相关文化的指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成都是潮酷
文化领导力方面综合表现最好的城市,该城市多元且包容的文化内涵,是潮流机车文化孕育的基础。成都除了本身已经形成
的多元、层次丰富、完整的青年“潮酷文化”外,它的影响力已经“出圈”,具有引导和辐射全国其他地区及城市的影响力和对外
输出能力。

      一个城市的时尚消费能力是判断其未来时尚市场潜力的基石,
它与整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我国消费升级背后所聚焦
的时尚需求密切相关。



消费升级摩托车从代步工具向娱乐消费型转变

       阿里妈妈数据显示,三至六线城市的潮流消费增速大幅领先于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拥有着巨大的追潮消费潜质,且潮
流跨界已大势所趋。近两年不论从联乘品的消费体量或是跨界类目的多样性上均有极高的增幅,跨界联名酷潮文化的商业
模式也有机会为品牌带来更高的联动价值,实现1+1大于2的营销效果,不失为品牌销量大幅上升的市场新手段。

      近年来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的交通属性逐渐淡化,伴随着新一代消费者消费属性的变化,摩托车娱乐属性逐渐开始凸显,
“时尚,新潮,刺激,颜值,骑士精神,骑行趣味”等渐渐成为新一代机车消费者的用户标签,潮流文化型消费力成为国内摩托车销

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依靠Z时代消费力助推,我国大排量摩托车市场容量有望
达100万辆,考虑国内外文化差异和政策引导的影响,我们估
算未来销售口径国内摩托车渗透率在7辆每万人左右,对应年
产量约100万辆;国内大排量摩托车受潮流文化型消费力推
动,2011年-2021年复合增长率57.4%,且预估未来6年内行
业复合增长率将维持在该水平。以此计算至2026年,250CC+
排量摩托车市场容量将有望达110万辆。相比2020年12.6万
辆,我国大排量摩托车约有10倍成长空间,增量空间的巨大。

2014-2026年中国250CC以上摩托车销量趋势



与全球百佳行业品牌同台展示，
彰显品牌实力

Show on the same stage with global top 100 industry 
brands to demonstrate brand strength



改装生活展区品牌商（拟邀）
MODIFIED LIFE EXHIBITION AREA BRAND

复古生活展区品牌商（拟邀）
RETRO LIFE EXHIBITION AREA AREA BRAND

潮流运动展区品牌商（拟邀）
TREND SPORTS EXHIBITION AREA AREA BRAND

精致露营展区品牌商（拟邀）
EXQUISITE CAMPING EXHIBITION AREA AREA BRAND



盛邀300家行业媒体
集中报道参展商主推品牌

Invite 300 industry media to report on the main 
brands promoted by exhibitors



线上线下全渠道，多触点宣传
推广辐射全国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将加大
C端观众的招募，在当今最受大
众喜爱的抖音平台、微信朋友圈
进行10万人次落地页的投放，精
准触达专业观众，还将加强线下
多家高净值商圈的广告投放，预
计曝光量超2000万，达成线上
线下全方位曝光。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开展前后，组委会还将邀请各主流流媒体平台机车类UP主机车小风、机车学妹、说摩托的大熊、极
致摩托、痞幼、摩托威榜、犀牛聊摩托、爱摩托的小叔、摩托进化百科、机车村长、麦K~以及主流流媒体平台汽车类UP主溜溜
哥、工匠派冯晓彤、We车纪实痞子东、玩车研习社、保安老婶儿、史萌、嘴炮老陶、AMCC肌肉车俱乐部、王厂长、JK车映画、
HG杰爷、爱卡汽车等超过50位粉丝过10万的行业UP主亲临现场，并邀请UP主们在展会开展前集中助力宣传，确保展会在
全国范围内的宣传面和影响力。

Radiating to Whole China Through Omni-channel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筹备前期，组委会将帮助展商企业制作客户邀请函H5
页面，并与展商企业同步观众电子邀请函，共同扩大展会活动前期宣传影响力，
通过广大展商的共同宣传助力，将获得10万以上的专业观众群体曝光，发放1
万以上的专业观众门票。

       展会期间，到场红人、大咖多以短视频、直播等当下主流的传播形式进行报
道。他们在抖音、西瓜、快手、虎牙、斗鱼等短视频及直播平台对展会进行多频
次、全方位的传播。无论你的意向客户是否到场，都能直观、真切地感受到现场
火热的氛围，认识你的品牌。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开展前1-3月，组委会将联合500+全国车友俱乐
部，200+品牌商企业，50+行业KA流媒体主，以及10000+车友，以朋友圈刷
屏传播的方式，垂直渗透机车行业用户，精准触达专业观众群体，扩大展会宣
传影响力。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现场将采用图片直播的传播方式，打破线下传播的流
量局限，拍摄同期精彩活动、精彩表演，以及酷车美女，提升车友自发传播的积
极性，扩大线上传播力度；无论车友能否亲临现场，都可以通过图片直播来一睹
展会盛况，感受机车潮流文化。展会3天时间线上图片直播平台浏览预计超过
10万人次。

         其次，自JCsuper2023展会开幕前，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战略合作媒体，特
别开设《机车名人堂》栏目，通过对机车行业名人的采访，以及深度的沟通与交
流，帮助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运营团队更深层次的理解行业需求，更好的服务
于参展商及观众。



先导活动布局全国，
提前点燃市场

Pilot activities are deployed nationwide, Igniting the 
market in advance

北京市

“摩潮圈”北京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车友交流派对”

上海

“摩潮圈”上海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成都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重庆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长沙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成都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成都市

成都市

05月
2021

北京
09月
2021

峨边

12月
2021

成都
12月
2021

上海

01月
2022

重庆
07月
2022

成都

08月
2022

长沙
09月
2022

北京 北京市

长沙

长沙市



更多精彩活动敬请期待

“摩潮圈”昆明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重庆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西安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摩潮圈”广州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11月
2022

青岛

12月
2022

广州
01月
2023

昆明

02月
2023

西安
03月
2023

重庆

“摩潮圈”青岛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10月
2022

杭州

“摩潮圈”杭州站
⸺JCsuper机车潮流文化沙龙

04月
2023

成都

杭州市

青岛市

广州市

昆明市

西安市

成都市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
⸺中国（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活动以实际举办为准



10万+摩友共赴展会现场，
与品牌互动

19.8%

27.6%
52.6%

51.95%

18.52%

6.10%
5.92%

3.25%

More Than 100,000 Locomotive Fans Interacting 
With Your Loved Brands

B2B端经销买家

经销商门店经销商 黄牛店二级经销商 摩托车维修门店 装备店

文创周边厂

摩托车驾校安驾培训

电商平台

物流

政府及行业组织

厂商

安驾培训学院 摩托旅行社

一类电商 APP 微信公众号

专业摩托车物流公司

商会 协会

B2C端买家

俱乐部车友会俱乐部 车行

经销商旗下车友群体车友会

KOL

普通摩友

普通大众

自发组织车友群体

赛车手 特技车手 机车博主 网红大V

复古爱好者 改装爱好者 摩旅爱好者

极限运动爱好者 文潮爱好者 露营爱好者

赛事爱好者

媒体

大众媒体

垂直媒体

泛娱乐媒体

本地生活号

流媒体 APP

行业网络媒体 行业杂志 行业论坛 行业自媒体

电视台 广播电视台 纸媒 网络媒体

本地宝 大众点评

整车厂 装备用品厂 改装配件厂

21%

17%

17%
14%

5.5%

1.5% 1.3%

6.1%
7.6%

9%



与10,000+位摩托车门店投资者
建立业务联系，助推拓展下沉市场

Establishing Business Connection with More Than 10,000 Motorcycle
Store Investors; Boosting and Expanding the Sinking Market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组委会组织“机车千店行”活动，全年365天走访全国40+地级市，拜访1,000+经
销门店，上门邀请10,000+地级市门店投资者到场参观JCsuper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



与全国超500家车友俱乐部欢聚，
提升品牌影响力

Converging More Than 500 Motorcycle Club 
and Enhancing Your Brand Value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山西、湖北、广东、湖南、河南、江苏、北京、上海、辽宁、山东、内蒙古、安徽等地摩托车爱
好者热力支持，将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00余家各地俱乐部，10万余名摩托车爱好者驾车莅临活动现场。



JCsuper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期间，组委会联合四川
汽车摩托运动协会于南广场活动区举办“四川省越野摩托
车城市障碍赛”，以省级赛事的搭建和标准组建赛场，编制
赛程，邀请国内外优秀的专业车队、专业车手共同参赛，届
时必将会吸引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参加比赛，成为大咖云
集的行业盛会。

        作为西南地区刺激好玩，且颇具竞技交流氛围的机车骑行
嘉年华是本届机车潮流文化展组委会与四川省汽车摩托运动
协会联合举办。展会期间专设一条从兴隆湖⸺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的机车骑行路线,活动邀请上千名摩友共同沿线驰骋，
把平等、自由和热爱生活的机车文化融入摩友的现实生活中。

现场打造九大重磅活动，
引10万+机车潮流文化爱好者欢聚成都，点燃市场

Create 9 major events on the spot, attract 100,000+ locomotive trend 
culture lovers to gather in Chengdu and ignite the market

四川省越野摩托车城市障碍挑战赛

四川省摩托车金卡纳锦标赛

JCsuper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期间，组委会联合四川汽车摩
托运动协会于南广场活动区举办“四川省越摩托车金卡纳锦标
赛”，以省级赛事的搭建和标准组建赛场，编制赛程，邀请国内外
优秀的专业车队、专业车手共同参赛，届时必将会吸引全国各地
的顶尖高手参加比赛，成为大咖云集的行业盛会。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同期，千辆豪车万名美女，将吸引西南地
区众多机车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共赴盛会。组委会将联合四川省
摄影家协会，于展会现场同期举办“成都机车潮流摄影大赛·成都
站”，用镜头记录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现场每一个精彩瞬间。摄影
大赛的举办，将吸引更多摩友特别是女骑手的深度参与，帮助参
展商的品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随着街头运动逐渐走入大众视野，曾经的小众运动已成为当下年轻
人最热衷的生活方式之一，街头运动作为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JCsuper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同期，组委
会通过联合漩涡熊猫极限（中国特色的极限赛事主办方），于展会现场
举办“中国机车潮流滑板城市挑战赛”、“BMX小轮车大师赛”活动。活动
的举办将吸引5,000+极限运动爱好者共赴现场，极限运动与机车生活
的骨骼和血色非常相近，该活动将为中国的潮流文化增添新的色彩。

       展会同期，组委会通过联合四川省街舞协会，于展会现场举办
“街舞积分排位赛”，比赛将吸引来自四川省35个地级市的超300

名舞者角逐桂冠；比赛的举办，还将吸引西南地区超3,000名街舞
爱好者赴现场观赛，促进年轻、多元的舞蹈文化与自由、热爱的机
车文化碰撞、交流，并衍生出新的本土机车潮流文化。

        随着街头运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曾经的小众运动已成为
当下年轻人最热衷的生活方式之一，街头运动作为青年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成都机车潮流
文化展同期，组委会通过联合漩涡熊猫极限（中国特色的极限
赛事主办方），于展会现场举办“中国机车潮流滑板城市挑战
赛”、“BMX小轮车大师赛”活动。活动的举办将吸引5,000+极
限运动爱好者共赴现场，极限运动与机车生活的骨骼和血色非
常相近，该活动将为中国的潮流文化增加新的色彩。

“腾森杯”壁虎骑士国际特技大赛

JCsuper 机车试驾体验区

漩涡熊猫极限 2023 中国杯（成都站）
⸺街舞积分排位赛

漩涡熊猫极限 2023 中国杯（成都站）
⸺滑板城市挑战赛

漩涡熊猫极限 2023 中国杯（成都站）
⸺BMX 小轮车大师赛

众所周知，在这个个性化的时代，传统的骑车出行已经不能满足
广大摩友的精神追求，相反充满挑战，个性鲜明的机车正愈发的成为
时代的宠儿，机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已成为能让年轻人迸发荷尔蒙的
动感旋律，特技在身的专业选手更是大家崇拜追逐的对象。 JCsuper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期间，组委会邀请腾森轮胎于展馆南广场活动区
举办“腾森杯”壁虎骑士国际特技大赛，满足广大骑士对激情和梦想的
追求。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组委会将设置
机车赛事文化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赛车及仿赛类摩托车，
摩托车赛头赛具，赛车场及赛车队将集中展示，展区将集中展示
国内历史节点上出现的各大赛事，名人和历史事件，以及获奖的
各种经典赛车影像与资料，并邀请部分国内知名车手亲临现场与
大家互动交流，该区域将成为赛事文化爱好者沟通交流的绝佳场
所，摩友们将在这里相互结识共同热爱赛事文化的车友。

七大机车生活展区，汇聚七种机车潮流文化，
引爆文化增量市场

7 major locomotive life exhibition areas, bringing together 7 kinds of  
locomotive trend culture, detonating the cultural incremental market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
组委会将设置改装生活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
摩托车改装配件及用品，摩托车改装工作室，摩托
车维护用品及维修工具将集中展示，更有众多别具
一格的高定改装车陆续亮相，另外还将邀请国内机
车改装知名大咖到场分享改装经验；不同类型的机
车改装爱好者，可以向摩友展示改装成果，讲解改
装过程，分享改装经验，结交来自全国各地的改装
同伴。

JCsuper2023 成 都 机 车 潮 流 文 化 展 展 会 现 场，
组委会将设置摩旅生活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摩
旅类摩托车整车，摩旅装备用品，摩旅服务商（租赁
服务，摩旅驿站，驾驶培训，保险运输），摩旅商协会，
摩旅俱乐部等与摩旅相关品牌商将集中展示，骑士可
以在该区域中发现更多摩旅相关产品，参加品牌商现
场组织的摩旅主题活动，并在这个区域中结识更多热
爱摩旅的摩友，交流心得，结交旅伴！

摩旅生活展区

机车赛事文化展区

改装生活展区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组委会将
设置复古生活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复古摩托车，复古
装备，复古配饰，复古用品，复古服务商等复古相关品牌商
将集中展示，现场将聚集全国各地有号召力的复古生活大咖，
在成都掀起一场机车复古生活方式的风潮，聚合全国热爱复
古生活的生活家，在最炽热的志趣热爱中找寻自我，用最具
质感的经典作品，共同为复古精神发声。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组
委会将设置潮流运动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攀爬、
林道越野类摩托车整车，雪地摩托，摩托艇，潮流电
单车，BMX 两轮车，滑板，文潮品牌（潮衣潮服，潮
流配饰，电子烟等）多种潮流产业的品牌将汇聚一堂，
通过“潮玩集市”的方式集中呈现，这里不仅会展示
超 过 百 家 潮 流 商 家 的 产 品，还 将 融 入 机 车 跳 蚤 市 场，
大牌创意市集，美味小吃，创意手作，cosplay 等多
种潮流相关元素，这里是潮流文化与机车融合的体现，
是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的核心文化展区。

复古生活展区 潮流运动展区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组
委会将设置其他服务机构展区，在这个区域里，行业
协会，行业媒体、行业电商、APP、驾校等企业将集
中展示，摩友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更全的生活服务，
驾校驾培，骑行安全理念，线上产品买卖，全国摩托
车禁限趋势判断，全球热门摩托车咨询等信息，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相关服务。

精致露营展区 服务商展区

JCsuper2023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展会现场，组委会
将设置精致露营主题展区，在这个区域里，露营营地，露
营工具，露营服务机构等露营生活品类产品将集中呈现，
摩友和露营爱好者将在这里找到所有关于舒适生活，和露
营仪式感的定义；无论是篝火晚会，自助烧烤，还是精致
菜品，无论是手冲咖啡壶，散发昏黄灯光的复古煤油灯，
还是精致的折叠躺椅，实木的蛋卷桌，夜晚降临时闪闪烁
烁的灯光和露天电影院，在这里都能找到呈现的方式，想
象下在月光下与爱人朋友对饮谈心，一次完美的骑行露营
体验，便为生活制造了一场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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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潮流展美食街

成都机车潮流文化展

空地特装展位（36㎡起订） 标准展位（9㎡）

RMB ￥580/M²

72m2及以上：RMB ￥551/M²（95折）

RMB ￥7,600/个

早鸟价：RMB ￥7,220/个(95折)

*2023年1月15日之前可申请早鸟价格

THE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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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机车潮流文化展 百度一下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539号7101室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中路光耀东方广场S座1202室
成都办公室:
成都市双流区华府大道一段蓝润ISC-T2-1301

官方电话：021-80379538
活动合作：18030685793 李先生
媒体合作：18510008015 王先生
参展咨询：18030685793 李先生
官方邮箱：info@jcsuper.net
官方网址：www.jcsu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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