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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均突

破 1360 万辆，成为全球汽车市

场中增速最快和最重要的新兴

市场。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市

场依旧保持强劲势头，持续领先

国际市场，成为挽救全球车市的

重要动力，提振了经济危机下全

球汽车行业的信心。中国正由世

界汽车产销大国向世界汽车强

国稳步迈进。

在上述背景下，本届北京车

展吸引了全球汽车制造商的高

度关注，参展热情空前高涨。全

球所有汽车跨国公司报名参加

本届车展，并都将其定位为A级

车 展 。零 部 件 部 分 ，博 世 、

DENSO、麦格纳、NSK、阿尔派、

普利斯通、邓禄普等国际著名零

部件厂商参加本届车展。国内零

部件参展企业超过1500家。

在国内外厂商的大力支持

下，本届车展将在展览规模、参

展品牌、展车质量、展台搭建等

方面全面超越历史。

展会规模创历史新高。本届

车展首次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老两个场地同时举行。将使

用新、老国展全部 19 个室内展

馆，加上在新国展的部分室外展

场，展出总面积 20万平方米，为

北京车展历届以来的最大规模。

以“畅想绿色未来”为主题。

本届北京车展大力倡导节能减

排，科技创新的理念，为我国绿

色自主创新品牌提供优质的展

示平台。据悉，将有 95台新能源

汽车亮相本届车展。

全球首发车数量创国内车

展新纪录。据统计，本届车展展

车共计 990 台。其中全球首发车

89台，亚洲首发车 41台，中国首

发车 35 台，概念车 65 台。此外，

将有 95 台新能源车现场展示。

意大利杜卡迪公司还将展示 2

辆亚洲首发摩托车。

国内外汽车巨头悉数到场。

各跨国汽车公司的CEO或董事

会重量级人物几乎全部到场，共

同参与这一世界级汽车盛会。

服务配套全面升级。展馆方

面，新国展经过 2年的磨合运营

和 30多个大中型展会的运行检

验，在现场运营、综合服务、道路

交通、安全保卫、餐饮等诸多方

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提升，改善

北京车展的服务水准。

媒体报道方面，来自全国

1500 多家媒体的近万名记者将

在现场参观、报道，近千名国外

媒体记者也将到场参观、采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网络电

视台将集中报道本届车展。北京

电视台将对本届车展进行为期

10 天，每天 6 小时的超大规模、

超长时间的现场直播。

配套活动方面，围绕“畅想

绿色未来”的主题，突出节能减

排、绿色环保的展示和宣传热

点，就如何走出经济谷底，如何

发展汽车产业等摆在各国汽车

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展

会组织了“2010全球汽车领袖峰

会”、“2010国际自动变速器及中

国汽车产业发展研讨会”等十多

场技术交流和研讨。 宋长颖/文

展会日程

开幕式

新闻媒体日

专业参观日

公众参观日

零部件展示

公益活动

时间安排

2010年4月25日

2010年4月23日-24日

2010年4月25日-26日

2010年4月27日-5月2日

2010年4月23日－27日

2010年4月24日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南登录厅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仅限持记者证媒体人员）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仅限专业观众）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专业观众登记后免费入场）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展会时间安排

2010北京车展创新纪录领风骚

4月15日，第107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

会”）在广州开幕，中汽国际再次

以良好的服务和专业的水准圆满

完成展区各项工作。

中汽国际一直承担广交会车

辆及工程机械（户外）展区的布

展、施工及现场服务工作，并坚持

服务创新，将这一展区发展壮大。

据初步统计，本届广交会车辆及

工程机械（户外）展区总面积 3.5

万平方米，接待参展企业 900 余

家，同比上届展会的 3万平方米、

450家有大幅增长。

整个展期内，中汽国际精心

组织，周密安排，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客户满意度达到 95%。尤其是

高效的撤展工作为后期展会的顺

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 时 ，中 汽 国 际 继 续 负 责

进口展区的组织工作，并得到

了展会主办方及参展企业的广

泛好评。

中汽国际承担车辆及工程

机械（户外）展区组展工作以来，

始终给予广交会高度重视，狠抓

队伍建设，积极完善各项管理工

作，强化服务意识，提升现场管

理和服务专业水平，将该展区从

成立伊始的仅有数十家参展企

业、300 平方米面积发展成为目

前近千家参展企业、3.5 万平方

米面积，并成为整个展馆面积最

大、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品牌专

业展区之一。

对于未来的组展工作，公司

将继续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使车辆及工程机械

（户 外）展 区 继 续 成 为 广 交 会

“综合展同专业展相结合”的一

扇 窗 口 ，为 广 交 会 实 现“ 专 业

化、市场化、法制化、产业化和

国际化”长远发展目标以及促进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作出切实有

益的贡献。

据悉，本届广交会仍保持三

期展览格局不变，每期 5 天，展

位总数为 56302 个。本届大会在

“巩固”的前提下，围绕“完善”

和“提高”两大方针，全面开展

品牌评审工作。品牌展位安排方

案体现了竞争性，又考虑到了品

牌建设的长期性和地区差异,并

按不同类别展区实施不同评审

标准。

本届广交会继续全力实行实

名制邀请，邀请总量达 86 万户，

比上届增长 2%；招商方面，本届

展会主要选择了新兴市场和重要

客源国（或地区）的二三线城市

等，重点开展精细化招商。

崔楠/文

中汽国际圆满完成展区各项工作
第10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

应日内瓦国际汽车展览会

（以下简称“日内瓦车展”）组委

会邀请，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

副总裁经永建会同一汽大众、东

风日产、上汽通用等国内优秀整

车制造企业高层共同赴瑞士日

内瓦考察该展会并同组委会高

层会晤，洽谈战略合作事宜，为

中汽国际展览集成化发展探索

新方向。

会谈中，刘敬桢总裁首先感

谢日内瓦车展组委会的邀请，并对

展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刘敬桢

总裁表示，日内瓦车展一直以中立

的态度引领全球汽车工业的前行

方向。作为北京车展的组织者之

一，中汽国际希望与日内瓦车展组

委会加强交流，并积极开展战略合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展示发展搭

建更加优质的平台。

日内瓦车展组委会主任、巴

拉斯堡国际展览中心总经理鲁道

夫对刘敬桢总裁一行的来访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日内瓦车展的发

展历史、组织工作以及本届展会

的基本情况。他表示，北京车展的

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展会的规模

和层次都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已

经成为当今国际车展的重要力

量。日内瓦车展组委会愿与中汽

国际开展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借

鉴，为今后车展的发展提供更多

的可能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最后，刘敬桢总裁邀请鲁道

夫出席即将开幕的第11届北京

车展。其他与会企业负责人也就

共同关心的话题与日内瓦车展

组委会负责人进行了友好交流。

第 80 届日内瓦车展展会面

积 7.8 万平方米，观展人数近 70

万人次，约 10000 家媒体进行现

场报道。日内瓦车展起源于1905

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众多首次

推出的概念车和新车型而闻名，

被业内人士看作是最佳的行业

聚会场所。 黄燕/文

公司领导应邀访问日内瓦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