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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十四届）深圳－香
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

深圳 2010年 中汽国际与港澳政府部门合作主办，深港澳地
区唯一的国际性车展，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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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沈阳汽车工业博览会 沈阳 2010年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展览会，展出规
模9万平方米。

2010年呼和浩特国际汽车
展览会

呼和浩特 2010年 中汽国际与呼和浩特市政府联合主办，依托
“金三角”区位优势，打造“塞北第一车展”。

21 第四届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 呼和浩特 2010年 中汽国际与呼和浩特市政府联合主办，依托
“金三角”区位优势，打造民族商品交易盛会。

第九届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 东莞 2009年9月 珠三角地区最大的汽车展示交易会之一，以
交易为特色，2008年展出面积6.5万平方米。

2009合肥国际汽车展览会 合肥 2009年9月
合肥市政府携手中汽国际，政府推动、市场
化运作、专业会展服务，必将取得展会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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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杭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杭州 2009年10月 西湖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地区最大的
专业汽车展览会之一，展出面积8万平方米。

第四届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 南昌 2009年10月 国内新近崛起的热门汽车展会之一，展出
面积为3万平方米。

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商务车展区

南宁 2009年10月
商务车展区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汽车工
业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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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0年中国（苏州）国际绿色
环保汽车展览会

苏州 2010年 中国专业环保汽车展览会，是华东地区规
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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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郑州 2009年11月
由郑州市政府与中汽国际联合主办，实力
雄厚的专业运作团队直接操盘，中原城市
群规格最高、品质最好的汽车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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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东盟（南宁）国际汽
车展览会

南宁 2009年
该车展首开南宁大型专业车展之先河，是权威
性与专业性高度融合的车展盛典，展出面积
4万平方米。

2010中国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 宁波 2010年 华东地区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
展会，展出面积5万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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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十四届（福州）国际汽车展示
交易会

福州 2010年 中汽国际与福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福建省最有
影响力的专业汽车展会。

第10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车辆及工程机械展区、进口展区）

广州 2009年10月
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
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
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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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八届华中（武汉）国际汽车
展览会

武汉 2010年 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展览会，展出面
积4万平方米。

2010年义乌汽车展览会 义乌
展出面积 2万多平方米，观众 3万多人次，
成交额2.4亿元。

2010年

第五届中国国际葡萄酒、蒸馏
酒博览会

上海 2010年 葡萄酒、蒸馏酒展，展出面积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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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 南京
展出面积4万平方米，观众超过12万人次，
是南京地区最大的专业汽车展览会。

2010年18

2010年中国（芜湖）汽车博览
交易会 芜湖

由芜湖市人民政府主办，展出面积2万多平
方米。

2010年19

1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北京 2010年4月23日-5月2日
展出规模名列全球前五的汽车展之一，展
览面积 20万平方米，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展览展示平台。

境内国际展
电话：010-82606880-91 传真：010-82606883
电子邮箱：autochina@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2009年上海国际汽车零配
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
务用品展览会

上海 2009年12月
中汽国际与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共同举
办的全球性展会，面积为10万平方米，是亚
洲第一、全球第四的行业盛会。

2

中国（太原）国际卡车展览会
暨中国公路物流大会

太原 2010年
中汽国际与太原市政府、山西省商务厅共同举
办的行业盛会，面积为5万平方米，是中国卡
车行业最具专业水准和社会影响力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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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行业优势 推动贸易往来

中汽国际展览热招中

国际暖通、空调、泵阀展览会
（德国）

斯图加特 2009年 欧洲最大暖通展，两年一届，展出面积 7万
平米，参展商870家，专业观众3万人。

3 国际卫生洁具、暖通空调、泵
阀展（捷克）

布拉格 2009年 东欧专业卫浴展，展出面积 2万平米，参展
商450家，专业观众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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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暖通、空调、泵阀展
（乌克兰）

基铺 2009年 每年一届，是东欧地区最专业的暖通类展
览会。

暖通及卫浴设备展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jihaiyong@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1 中国名优建材产品展（乌兹别克） 塔什干 2009年 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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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建材展(菲律宾) 马尼拉 2009年 东南亚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1万平米，16
个国家的300家参展商，专业观众2.5万人。

国际建材展(英国) 伯明翰 2009年 欧洲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6万平米，参展
商1200家，专业观众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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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建材展（澳大利亚） 悉尼 2009年 澳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1.3万平方米，参展商500家，观众1.6万人。

国际建材展（阿根廷）
布宜诺斯
艾利斯

2009年 南美洲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2万平方米，
参展商350家，专业观众10万人。

国际建材展(加拿大) 多伦多 2009年 北美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4万平米，参展
商1017家，专业观众3万人。

国际建材展(沙特) 利雅得 2009年 中东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3.7万平米，参
展商892家，专业观众2万人。

中东国际建材五大行业展
（阿联酋）

迪拜 2009年 中东规模最大建材展，展出面积 3.7万平
米，参展商2892家，专业观众4万人。

国际建材展(法国) 巴黎 2009年 欧洲最大建材展之一，展出面积13万平米，
参展商2700家，专业观众44万人。

国际建材展(苏丹) 喀土穆 2009年 非洲专业建材展，展出面积 1.7万平米，参
展商179家，专业观众6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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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展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jihaiyong@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wanghaiying@cnaico.com.cn商务车、摩托车展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1

欧洲客车展（英国） 2009年 欧洲唯一专业客车展，两年一届，展出面积
3万平米，312家厂商，专业观众1.2万人。

伯明翰2

第十届巴西两轮车展
（中国区独家代理）

2009年10月7-12日 中南美洲地区最大、最专业的两轮车展，两
年一届。

圣保罗

（展会信息可能会有变动，具体事宜请与相关部门联系。）

2 中国工业产品展（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2010年 两国政府支持，中汽国际承办，展会包括机械设
备、汽车及零部件、建材卫浴及家电电子等。

1 印度 (孟买)国际机械工业
展览会 孟买 2010年 两国政府支持，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

司和中汽国际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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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农业展（巴西） 圣保罗 2009年 南美最大农业展，展出面积 20万平方米，
600家参展商，专业观众13.5万人。

国际农牧机械展（白俄罗斯） 明斯克 2009年 东欧地区专业农机展，展出面积 3万平方
米，460家参展商，专业观众2.5万人。

6 国际园艺机械(美国) 路易斯
维尔 2009年 美国专业园艺机械展，展出面积 7万平米，

450家参展商，专业观众38万人。

5 国际园艺展(巴西) 圣保罗 2009年 南美专业园艺展，展出面积 3万平米，320
家参展商，专业观众2.8万人。

7 国际农业机械展(意大利) 博罗尼亚 2009年 欧洲最大农机展，展出面积 9万平米，1700
家参展商，专业观众13.3万人。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linan@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机械设备和农业、园艺机械展

2009年韩国汽车零配件展览会 2009年11月高阳 每年一届，东亚地区专业的零部件展会。

2009年拉斯维加斯国际汽车
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

2009年11月拉斯维
加斯

每年一届，美国当地最大最专业的汽车零部
件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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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美洲(墨西哥)国际汽
车零部件、原料加工及售后服
务贸易展览会

2009年墨西哥城

2009年莫斯科国际汽车及配
件展览会

2009年莫斯科

中美洲最大的专业汽车零部件展会，每年七
月在墨西哥城展出。

由东欧市场最知名的展览公司英国 ITE展
览集团独家主办，每年举办一届。

2009年巴黎国际汽车零部件
及工艺装备展览会

2009年10月13-18日巴黎
两年一届，逢单年举办，今年是第十七届，是
汽车技术及服务的盛会。

2009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国际汽车工业及配件展览会

2009年10月30日-11月2日伊斯坦
布尔

土耳其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汽车配件
展，每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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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9年拉斯维加斯改装车零
配件展览会

2009年11月 每年一届，专业的改装车零部件展会。
拉斯维
加斯

汽车及零配件展 电话：010-82606880-91 传真：010-82606883
电子邮箱：autochina@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五金工具及木工机械展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tianlijun@cnaico.com.cn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中东国际五金工具展（阿联酋） 2009年 中东专业五金展，两年一届，展出面积 1万
平方米，400家厂商，专业观众1.2万人。迪拜

3

1 国际家具展（波兰） 2009年 展出面积 3万平方米，600家参展商，专业
观众3万人。

波兹南

2

4

国际铸件展（德国） 2009年 世界上最大的铸造展，两年一届，展出面积
4万平方米，1700多家参展商。

杜塞尔
多夫

俄罗斯五金展(俄罗斯) 2009年 每年一届，展出面积 16300平方米，500多
家参展商。

莫斯科

7

莫斯科国际家具展(俄罗斯) 2009年 每年一届，展出面积5万平米，1200家参展
商，专业观众7万人

莫斯科

日本国际家具展(日本) 2009年 每年一届，展出面积 2万平米，560家参展
商，专业观众3万人。

东京5

6

海湾国际家具及室内装饰展
(阿联酋) 2009年 每年一届，展出面积4万平米，1575家参展

商，专业观众4万人。
迪拜

电话：010-88496681 传真：010-88496578
电子邮箱：wangwenjuan@cnaico.com.cn电子、灯具展

序 展会名称 展出地点 展出时间 备 注

1

5

国际灯饰展（美国） 2009年 美国最大灯展，展出面积 3万平方米，550
家厂商，专业观众1.7万人。

拉斯维加斯

国际灯饰展（俄罗斯） 2009年 俄罗斯专业灯展, 2006年展出面积 1.6万
平米，406家厂商，专业观众1.8万人。

莫斯科

4

2

3

中东国际家电及灯具展
（阿联酋） 2009年

一年一届，已成为中东地区最著名的家电
行业的展会之一。

迪拜

国际电子及光电设备展（巴西） 2009年 两年一届，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子展，是著
名的德国慕尼黑电子展全球系列展会之一。

圣保罗

国际灯具照明展（沙特） 2009年 沙特地区最大的灯具照明展。利雅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