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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19 日，2010（第十

一 届）北 京 国 际 汽 车 展 览 会

（Auto China 2010）（以下简称

“北京车展”）组委会秘书处在

新老国展分别召开展前筹备

会，各主承办单位负责人及展

会相关服务单位代表就车展筹

备及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讨

论，以期全方位为参展商、观

众提供最佳的展示和观展氛

围。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副

总 裁 经 永 建 、总 裁 助 理 温 忆

梅、国际展览三部总经理程永

顺、副总经理郭晋伟、国际展

览四部总经理宋长颖及相关人

员出席会议。

据车展秘书处介绍，截至

目前，招展工作已经结束，各项

工作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展会各相关单位分别就展会时

间安排、场馆搭建、证件管理、

门票销售和门禁管理、餐饮管

理、展会期间交通路线制定和

运输等工作向组委会做了详细

汇报。与会人员就一些节点问

题现场展开讨论并落实到相关

单位制定解决方案。

据悉，本届北京车展规模

将突破 20 万平方米，继续领跑

亚洲车展，同时其在国际车展

中的领先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

巩固。

第十一届北京车展将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 —5 月 2 日

（ 其 中 零 部 件 展 期 为 4 月

23-27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新老展馆隆重举行。届

时，全球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

造商将齐聚北京，共同“畅想

绿色未来”。

本届北京车展由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主办；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汽车

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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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奇迹式发展再获各方充分肯定

中汽国际再获中国会展业两项大奖
1月 30日，“中国会展业新世

纪十年创新发展论坛暨新世纪十

年会展中国颁奖盛典”在山西太

原隆重举行。

中汽国际主办的上海国际汽

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

服务用品展览会（上海国际汽车

零部件展）被评为“新世纪十年中

国十大创新展览会”，中汽国际总

裁刘敬桢荣获“新世纪十年中国

十大创新会展人物”殊荣。中汽

国际也因此成为本届颁奖典礼上

唯一获得两项大奖的单位。

评委会在致辞中说，上海国

际汽车零部件展作为中汽国际展

览发展的典型代表，用不到五年

的时间走过了一般展览会十五年

的历程，在确保国际展会品牌质

量的同时，由第一届的 6000平方

米跃升到第五届的 103500 平方

米，创造了海内外展会奇迹。

对于刘敬桢总裁，评委会指

出，四年来，在刘敬桢总裁的带领

下，中汽国际在展览面积、展览品

牌数量、展会影响力等方面突飞

猛进，取得了业界罕见的骄人业

绩，进入国内展会第一集团军。

其在海内外布点成网、层次多元、

共聚合力的展览格局具有完全创

新的模式。

鉴于中汽国际近年来在中

国会展业的迅速崛起，及其所拥

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

主办方特邀请中汽国际总裁刘敬

桢，与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

记申维辰，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

团）总经理、广交会秘书长陈八

荣，中国贸促会原会长、中国市场

学会会长俞晓松在大会上发表主

题演讲。

此次活动由太原市委、市政

府和中国会展杂志社联合主办，

以“10年创新、10年辉煌、10年成

绩、10年经典”为主题，旨在总结

新世纪十年中国会展业取得的突

出成绩，阐述企业创新经营之道，

预测和展望中国会展业未来十年

的发展，是中国会展行业近年来

规模最大的行业活动之一。

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领导、

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国内各主要

会展城市会展管理部门及会展

行业协会负责人、政府主导型展

会负责人等近三百人出席了论

坛和颁奖典礼。来自全国 20 多

个城市的会展业精英和商界人

士，以及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对

外贸易中心、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太原新晋商联盟的专家，分

别就“新世纪十年中国会展业回

顾”、“会展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未来十年的挑战”等主题进行

了研讨。

其他获奖个人还有原中国外

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中国贸促会

原会长俞晓松等。其他获奖的项

目还有中国－东盟博览会、北京

高新技术博览会、中国西湖博览

会、中国西部博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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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北京车展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
北京车展召开筹备会，确保最佳展示效果与观展氛围

2009 年中国汽车市场产销

均突破 1360 万辆，一系列的数

字表明，中国正向世界汽车产

销第一大国快速迈进，成为跨

国汽车巨头汽车销售业绩的主

要增长点，也是全球汽车市场

中增速最快和最重要的新兴市

场。2010 年中国车市能否延续

2009年的辉煌？

展览规模

从展览面积来看，北京车

展可能仅次于法兰克福的车

展。无论从产业制造还是从市

场消费来说，中国都将在全球

车业中扮演重要角色。欧美日

汽车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

拖累而不同程度减缓了发展

速度，因此，中国的北京车展

有望把握住时机，取而代之其

中一员，扩大规模、外延内涵，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一流

车展。

自主品牌

各大车展都是由本土的

“自主品牌”搭台，唱主角，那么

在北京国际车展上，自主品牌

当然会是重头戏。像长安、奇

瑞、比亚迪、吉利等自主品牌主

流肯定会拿出自己最先进、最

新的车型技术，量产或概念车

型，在自家门口倾囊而出，撑起

车展自主品牌的天空。

绿色低碳

发展新能源汽车和高品

质小排量汽车被认为是中国

乃至全球汽车产业振兴，践行

低碳模式的两大途径。目前，

世界汽车产业已经进入全面

交通能源转型期，国内外车企

在各自国家有利政策的引导

下 ，对 电 动 车 的 投 入 空 前 高

涨，预计这次车展会迎来一次

国际纯电动车的推介高潮，这

肯定不再是营销噱头，而是战

略导向，届时可能有幸将各大

车企的电动汽车同台 PK 尽收

眼底。

汽车质量

丰田的“召回门”给汽车制

造敲响惊世警钟，拖累行业困

顿前行。面临这个可以扭转行

业困局的北京车展，各汽车生

产商肯定会进行淋漓尽致的

“汽车质量”诠释，可能会为汽

车产品责任险列入投保的险种

范围提供佐证和创造舆论氛

围，抑或助力整个汽车消费市

场的健康运行。

新车上市

每届车展，新车发布会都

会载满观众，一些运动型、时尚

型的车型可能会成为今年的流

行主元素，在自主品牌车型方

面会有较为值得关注的点。此

外，因为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

筹建充电站，相信混合动力将

继续成为热点。

（作者系腾讯汽车特约评论员）

日内瓦车展

日内瓦车展创始于1924年，

多在每年的 3 月举行，以展示豪

华车及高性能改装车为主，展品

比较个性化，素有“国际汽车潮流

风向标”之称。2010 年日内瓦车

展会场面积达到78000平方米。

北美车展

北美国际汽车展的前身是

原美国底特律车展，始于 1900

年。1989 年更名为北美国际汽车

展，每年 1 月举办。经历了 2009

年的大幅缩水后，北美车展元气

大伤，2010 年正在缓慢恢复，逐

渐复兴。

巴黎车展

巴黎车展起源于 1898 年的

国际汽车沙龙，至1976年后每两

年一届。巴黎车展始终围绕着

“新”字作文章。2008 巴黎世界汽

车展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召

开，来自 23 个国家的 300 个品牌

报名参展，面积达80000平方米。

法兰克福车展

法兰克福车展前身为柏林车

展，创办于 1897 年，1951 年移到

法兰克福举办，是世界规模最大

的车展。2009 法兰克福车展吸引

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62个厂

家的 781 款车型参展，展出面积

达到19万平方米。

东京车展

东京车展创办于1954年，逢

单数年秋季举办。日本本土车商

的小型汽车以及各种各样的汽车

电子设备和技术也是展会的一大

亮点。2009 年东京车展参展的企

业共计 122 家，欧美主要车商均

缺席2009年车展。由于参展企业

减少，本届车展的展期减少4天，

展厅面积也缩减到 22594 平方

米，相当于上届的一半。

解读2010年北京国际车展的五大关键词

世界其他知名车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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