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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卡车物流展亮点解析

首届展会即成亚洲第一卡车专业展

经过主承办方的努力，在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卡车物流企业的大力支持下，首届卡车物流展在山西太原成功举办。

虽为首届，又适逢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形势，但卡车物流展会立足高远、逆势而上，凭借３万平米的展出面积，国内

外主流卡车企业的倾情加盟以及近万人的专业买家团，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全球前列的卡车物流专业展览会。

同样，作为我国首个卡车物流专业展览会，2009卡车物流展也绝不缺乏亮点，本文就择其中几点作简要解析，与大

家一起领略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展会的风采。

亮点之一
国家批准专业展

作为汽车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车

并没有得到展览行业的充分重视，在国内汽

车展览中，卡车与乘用车大都同台展出，往

往不被观众和媒体所关注，而专业卡车展更

是少之又少，且大多数为地方性展会，规模

都比较小，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卡车物流展在筹划之初就立意高远，

通过专业的运营操作打造优质展会，为国

内外卡车企业提供展示宣传的机会，为卡

车生产销售的专业人员、业内专家和专业

买家提供交流探讨的平台。同时，展会主

办方还将卡车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将两大

产业的发展需求和市场契机融合于卡车物

流展这个平台中。

更为重要的是，山西作为我国的煤炭

大省和最大的重卡市场，拥有巨大的市场

空间和发展潜力，太原作为重要的物流节

点，其地缘优势也无可比拟。

主办单位中，中汽国际是我国自主品

牌最多、综合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展览

企业，专业水准和行业资源方面具有极大

的优势，山西省商务厅和太原市人民政府

同样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市场号召力。

基于以上原因，卡车物流展很快便得

到了国家商务部的认同和大力支持，相关

领导更是亲自过问，很快批复并予以重点

指导。卡车物流展也因此成为我国首个由

商务部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的卡

车物流展览会。

亮点之二
首届展会成第一

受金融危机影响，卡车市场空前低迷，

会展行业同样遭受重创。据统计，在专业

性的卡车展览领域，世界上众多展会规模

大幅缩水，不少展会干脆取消。而首届卡

车物流展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把汽车和

物流列入十大振兴规划等利好政策的推动

下，主承办方发挥各自优势和资源，不计小

利，着眼大局，鲜明提出“卡车拉动内需、物

流盘活经济”的主题，本着为客户开拓市场

的宗旨，逆势而上。

而首届展会也不负众望，旗开得胜。

据统计，本届展会展出面积 3万平方米，包

括斯堪尼亚、曼等国际知名品牌和中国重

汽、一汽解放等国内行业巨头等在内的 20

多家卡车企业前来参展，参展车辆近百

款。三天展期内，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万名专业观众前来采购产品或洽谈合作，

近百家媒体对展会进行了重点报道。

无论从规模、层次还是宣传、影响上来

看，首届卡车物流展都是亚洲第一、全球前

列的专业卡车物流展。

亮点之三
卡车物流首携手

首届卡车物流展的一大特色就是将

“卡车”与“物流”相结合，提出了“卡车拉动

内需 物流盘活经济”的口号，实现展会的

良性互动。

卡车与物流行业，一个是制造工业，一

个是运输服务业，二者有着相互促进的密

切联系，在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严峻

形势下，卡车与物流行业选择携手发展，必

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倍数效应。

这种倍数效应在山西尤为明显。山西

作为我国的煤炭大省，每年有 70%的煤炭

外运量，运输量极大。同时，山西也是我国

的物流大省，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我国

的物流运输尤其是公路运输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繁忙的物流运输为卡车带来

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卡车物流展的出现，为卡车生产销售

与物流市场的对接提供了高效的平台。而

且，现在的物流行业已经从单纯的拼价格阶

段发展到了追求综合性价比阶段，运输量

大、品质好、使用成本低的卡车可以为物流

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也是此次展会受到

国内外卡车企业和物流业青睐的原因之一。

参加展会的两大行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

学者一致认为，这个展会将卡车与物流相结

合，不仅促进了两大行业市场的有效衔接，同

时也为两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亮点之四
领军企业逆风来

经济危机的影响，行业市场的低迷，并

没有影响到卡车和物流企业的参展热情，

恰恰相反，他们对这个展会青睐有加。大

家认为它为卡车企业和物流业抱团取暖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瑞典的斯堪尼亚是首次参加中国大陆

的卡车展览会，他们期望通过参展了解市

场需求，为更好地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山

西市场提供有效的信息。德国的曼此次也

携带三款重量级车型隆重登场。

除了国际品牌倾情加盟外，国内主要

卡车生产企业更是全线参展。中国重汽、

一汽解放、东风汽车、陕汽集团、江淮汽车、

北汽福田、华菱汽车、上汽红岩、包头北奔、

南方重汽、南京依维柯等国内企业都纷纷

借机展示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此外，国

内诸多知名物流企业也都积极参展，了解

产品信息，寻找合作商机。

领军企业的逆势参展在提升展会层次

的同时，也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亮点之五
山西制造出重拳

近年来，山西非常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涌现出了以南方重汽、卓里集团等为代表

的一批“新生力量”。此次国家级、国际性、专

业化的展会在省城举办，使得山西的卡车企

业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形

象。山西制造抓住良机、重拳出击，上演了一

场山西省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高端“表演”。

太原南方重型汽车公司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马东凯表示，南方重汽已经赢得了很

多省内顾客，并且在河南、河北、四川、天

津、陕西等省建立了销售网络，此次，南方

重汽参加了在家门口举办的展会，无疑是

一个扩大影响和树立品牌的好时机。

长治清华机械厂带来的是叉车、专业

车和推土机油缸，他们还在现场大屏幕上滚

动播放录像，介绍新开发的9大立体停车系

统，为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出谋划策。“我们

以前参加过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的汽车展

览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山西早就

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厂家和客户走到一

起来。”长治清华机械厂专用车分公司环卫

设备销售部副经理李华东说，“我们公司的

目标是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改装车厂家，在

此次展会上，我们希望能与相关主机厂家沟

通交流，与终端客户直接洽谈业务。”

卓里集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生产的挂

车及小型专用车辆。工作人员介绍说：“我

们的拖拉机在农村很受欢迎。以前，人们

开着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去农村清运垃圾，

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工作效率不高。这辆勾

臂式变型拖拉机能自装自卸，极大地减轻

了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因为对垃圾实行

密闭装运，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是建设新农村的好帮手。此外，勾臂式变

型拖拉机车身小巧，能够解决大垃圾车开

不进城市老街区窄巷子的尴尬。”

亮点之六
新型卡车重环保

以一汽解放、东风公司、中国重汽为代

表的中国卡车制造业巨头带着最新车型亮

相展会，一些以节能环保为主题、以时尚设

计为理念的车型充分体现了中国卡车工业

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准。

山西作为煤炭能源大省，有着巨大的

运力需求，是卡车企业的“必争之地”。此

次展会上，中国重汽的新款车型全部亮相，

包括适合山西用的牵引车和自卸车。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销售分公司总

经理薛志坚告诉记者，天然气是替代柴油

的新型燃料，他们此次带来了可以匹配天

然气发动机的柴油机。

“我们这款车于今年 3 月试制成功整

车下线，以天然气作为主燃料，燃烧更充

分，而且污染小，重点面向长治和晋城销

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让更多的客户

了解这款车。”山西新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公司山西特约经销商）汽车部经理景

佳告诉记者。

陕西重汽在本届展会上带来具有全新

技术的天然气重卡，这是企业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充分挖掘和利用煤层气，是能源合

理化利用的率先举措。《2009 年陕汽重卡

绿色宣言》，拉开了打造世界绿色新能源自

主品牌重卡的帷幕。“绿色新能源”将成为

陕汽发展的新动力。陕汽天然气重卡面世

后，首先进入了山西市场，目前在山西保有

量已经超过了900台。

亮点之七
专业观众阵容大

专业观众的到场数量一直是检验一个

展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参展企业

最为关心的问题。在首届卡车物流展的筹

备阶段，组委会就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

精力。从 2009 年 3 月份以来，展会组委会

通过信函、电邮、电话、短信、政府组织、协

会组织、企业组团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了

大量的专业观众信息并做了专门邀请。

本届展会，国内各地的物流企业以及

相关生产销售企业纷纷派出专业人员前来

参展，三天展期就有近万名专业观众到现

场进行采购、洽谈。

以山西省大型煤炭企业、物流企业和

卡车业主为代表的本地客商可谓收获颇

丰。一位山西太原物流企业的买家在现场

一次性购买了 15台重型卡车，他对卡车物

流展在家门口举办表示出极大的欢迎。而

另外一位来自山西运城的企业负责人则在

现场发现了自己中意的天然气重卡，他表

示自己对这种新能源车很感兴趣，这次参

展收获很大。

亮点之八
高峰论坛话热点

除了精彩的卡车展示外，本届展会还

同期举办了以“中国卡车发展战略与技术

创新”、“中国中西部物流发展与创新”为主

题的高峰论坛以及圆桌会议。

组委会邀请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国

务院信息中心及行业内多名专家型领导，

行业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

者等紧密结合我国汽车、物流两大行业振

兴规划，现场解读政策、解析市场，为企业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进行转型发展、科

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高峰论坛受到了众多企业代表的热烈

追捧，论坛现场座无虚席。据统计，共有来

自各界的嘉宾代表约 500人参加了高峰论

坛与圆桌会议。

此外，首届卡车物流展还携手山西人

才市场，现场推出大型汽车物流人才交流

会，受到了招聘企业和应聘者的一致欢

迎。这是山西省人才交流活动首次介入展

会，昭示了展会主办方重视社会效益的高

度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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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角色，繁忙的物流运输为卡车带来

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卡车物流展的出现，为卡车生产销售

与物流市场的对接提供了高效的平台。而

且，现在的物流行业已经从单纯的拼价格阶

段发展到了追求综合性价比阶段，运输量

大、品质好、使用成本低的卡车可以为物流

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也是此次展会受到

国内外卡车企业和物流业青睐的原因之一。

参加展会的两大行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

学者一致认为，这个展会将卡车与物流相结

合，不仅促进了两大行业市场的有效衔接，同

时也为两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亮点之四
领军企业逆风来

经济危机的影响，行业市场的低迷，并

没有影响到卡车和物流企业的参展热情，

恰恰相反，他们对这个展会青睐有加。大

家认为它为卡车企业和物流业抱团取暖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瑞典的斯堪尼亚是首次参加中国大陆

的卡车展览会，他们期望通过参展了解市

场需求，为更好地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山

西市场提供有效的信息。德国的曼此次也

携带三款重量级车型隆重登场。

除了国际品牌倾情加盟外，国内主要

卡车生产企业更是全线参展。中国重汽、

一汽解放、东风汽车、陕汽集团、江淮汽车、

北汽福田、华菱汽车、上汽红岩、包头北奔、

南方重汽、南京依维柯等国内企业都纷纷

借机展示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此外，国

内诸多知名物流企业也都积极参展，了解

产品信息，寻找合作商机。

领军企业的逆势参展在提升展会层次

的同时，也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亮点之五
山西制造出重拳

近年来，山西非常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涌现出了以南方重汽、卓里集团等为代表

的一批“新生力量”。此次国家级、国际性、专

业化的展会在省城举办，使得山西的卡车企

业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形

象。山西制造抓住良机、重拳出击，上演了一

场山西省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高端“表演”。

太原南方重型汽车公司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马东凯表示，南方重汽已经赢得了很

多省内顾客，并且在河南、河北、四川、天

津、陕西等省建立了销售网络，此次，南方

重汽参加了在家门口举办的展会，无疑是

一个扩大影响和树立品牌的好时机。

长治清华机械厂带来的是叉车、专业

车和推土机油缸，他们还在现场大屏幕上滚

动播放录像，介绍新开发的9大立体停车系

统，为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出谋划策。“我们

以前参加过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的汽车展

览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山西早就

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厂家和客户走到一

起来。”长治清华机械厂专用车分公司环卫

设备销售部副经理李华东说，“我们公司的

目标是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改装车厂家，在

此次展会上，我们希望能与相关主机厂家沟

通交流，与终端客户直接洽谈业务。”

卓里集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生产的挂

车及小型专用车辆。工作人员介绍说：“我

们的拖拉机在农村很受欢迎。以前，人们

开着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去农村清运垃圾，

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工作效率不高。这辆勾

臂式变型拖拉机能自装自卸，极大地减轻

了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因为对垃圾实行

密闭装运，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是建设新农村的好帮手。此外，勾臂式变

型拖拉机车身小巧，能够解决大垃圾车开

不进城市老街区窄巷子的尴尬。”

亮点之六
新型卡车重环保

以一汽解放、东风公司、中国重汽为代

表的中国卡车制造业巨头带着最新车型亮

相展会，一些以节能环保为主题、以时尚设

计为理念的车型充分体现了中国卡车工业

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准。

山西作为煤炭能源大省，有着巨大的

运力需求，是卡车企业的“必争之地”。此

次展会上，中国重汽的新款车型全部亮相，

包括适合山西用的牵引车和自卸车。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销售分公司总

经理薛志坚告诉记者，天然气是替代柴油

的新型燃料，他们此次带来了可以匹配天

然气发动机的柴油机。

“我们这款车于今年 3 月试制成功整

车下线，以天然气作为主燃料，燃烧更充

分，而且污染小，重点面向长治和晋城销

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让更多的客户

了解这款车。”山西新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公司山西特约经销商）汽车部经理景

佳告诉记者。

陕西重汽在本届展会上带来具有全新

技术的天然气重卡，这是企业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充分挖掘和利用煤层气，是能源合

理化利用的率先举措。《2009 年陕汽重卡

绿色宣言》，拉开了打造世界绿色新能源自

主品牌重卡的帷幕。“绿色新能源”将成为

陕汽发展的新动力。陕汽天然气重卡面世

后，首先进入了山西市场，目前在山西保有

量已经超过了900台。

亮点之七
专业观众阵容大

专业观众的到场数量一直是检验一个

展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参展企业

最为关心的问题。在首届卡车物流展的筹

备阶段，组委会就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

精力。从 2009 年 3 月份以来，展会组委会

通过信函、电邮、电话、短信、政府组织、协

会组织、企业组团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了

大量的专业观众信息并做了专门邀请。

本届展会，国内各地的物流企业以及

相关生产销售企业纷纷派出专业人员前来

参展，三天展期就有近万名专业观众到现

场进行采购、洽谈。

以山西省大型煤炭企业、物流企业和

卡车业主为代表的本地客商可谓收获颇

丰。一位山西太原物流企业的买家在现场

一次性购买了 15台重型卡车，他对卡车物

流展在家门口举办表示出极大的欢迎。而

另外一位来自山西运城的企业负责人则在

现场发现了自己中意的天然气重卡，他表

示自己对这种新能源车很感兴趣，这次参

展收获很大。

亮点之八
高峰论坛话热点

除了精彩的卡车展示外，本届展会还

同期举办了以“中国卡车发展战略与技术

创新”、“中国中西部物流发展与创新”为主

题的高峰论坛以及圆桌会议。

组委会邀请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国

务院信息中心及行业内多名专家型领导，

行业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

者等紧密结合我国汽车、物流两大行业振

兴规划，现场解读政策、解析市场，为企业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进行转型发展、科

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高峰论坛受到了众多企业代表的热烈

追捧，论坛现场座无虚席。据统计，共有来

自各界的嘉宾代表约 500人参加了高峰论

坛与圆桌会议。

此外，首届卡车物流展还携手山西人

才市场，现场推出大型汽车物流人才交流

会，受到了招聘企业和应聘者的一致欢

迎。这是山西省人才交流活动首次介入展

会，昭示了展会主办方重视社会效益的高

度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