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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坦途多踏歌前行路更广

岁末年初，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频繁出席各

种颁奖典礼和访谈，虽然主办方各有不同，但公司

的展览业务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他们看来，中汽国际及其展览业务总是

在超常规发展，总在创造“奇迹”。

数字分析见奇迹

这些人所说的“奇迹”，应该主要来自于对

中汽国际展览业务发展数据的统计。

以 2010 年初步统计数据来看，中汽国际的

年展览面积已经达到 150万平方米，再度超过百

万大关，这已是四年前成立初期 18万平方米的

8.3倍之多。

公司全年举办自主品牌展会 35 个，是成立

初期5个的7倍；5万平方米以上展会超过10个；

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级展会5个。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内从事展览业

的公司超过 6000家，2008年全国举办规模以上

（面积 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 256个，中汽国际所

占份额高达12%。

无论按照年展览总面积、规模以上展览数

量、10万平方米以上展览数量、自主品牌数量，还

是从展览的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展览区域地域

布局、展览行业布局、经济规模效益等来看，中汽

国际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自主品牌最多、综合

实力最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展览公司”。

四年时间，几乎是从零起步，这样的成绩称

为“奇迹”也并不为过。

创新发展战危机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不会轻而易举。

不管是改革初期，还是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的今天，“创新”始终是中汽国际展览人的坚持。

我们还是先以“深圳车展”为例。

2008年 6月，“深圳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

这个经历多年纷争的展会在中汽国际的艰苦努

力下，终于“三展合一”，从 2007年的 2万多平方

米跨越至8万平方米，成为国内五大车展之一。

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对中汽国际的创

新举措表示赞赏和钦佩的时候，中汽国际对新

深圳车展的更大改革正在紧密筹备。

车展举办后，为实现更大的发展，主办方提

出了“深港澳车展”的概念，即联合港澳共同举

办车展，充分发挥深圳的区位优势，将车展推向

国际化市场。

同年 12月初，刘敬桢总裁、深圳市联合车展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斌一行分别访问澳门贸

易投资促进局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就车展合

作事宜进行具体讨论，并达成合作共识。

2009 年 6 月 10 日，“2009 年（第十三届）深

圳-香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

盛大开幕。本届展会以“国际车展，中立态度”为

导向，以“环保，引领未来”为主题，以超过10万平

方米的恢弘气势，宣告这个车展的跃级新生。

而它也是中国首个跨区域车展，集合了深圳、

香港、澳门这三个中国东南地区独具特色和号召

力的城市，沿承三地领先的汽车文化，新车展已然

成为区域乃至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风向标。

“深港澳车展”带有鲜明的“思变”印记，“中

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则展现了中

汽国际新生展会的精准定位和蓬勃生机。

山西作为我国的煤炭和物流大省，繁重的

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卡车消费市场，山西省委省

政府也多次提出促进卡车物流发展的战略举

措。中汽国际抓住专业卡车展会缺失的市场机

遇，决定在山西打造一个以卡车和物流为核心

的专业展会。

2009 年初，中汽国际决策的精准性和专业

性得到了权威证明。1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汽车和物流双双入选“十大振兴产业”，卡

车物流展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但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让这个“春天”寒意

逼人。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对这个完全新生的

专业展会充满疑虑。

短短半年时间，中汽国际、山西省商务厅和

太原市人民政府多次召开筹备会议，积极推进

各项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和专业公司强强联

合的成效颇为显著。

2009年6月，首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

流展览会亮相山西省展览馆，商务部批准举办、

卡车物流首度携手等成为亮点。三万多平方米

的展出面积云集了德国曼、瑞典斯堪尼亚、中国

重汽、一汽解放等国内外领军企业，近万名专业

观众前来采购洽谈，首届展会即成为亚洲第一

大专业卡车展。

山西省省长王君在亲临展会时就指出，卡

车与物流两者优势互补，起到双赢的效果，并将

有力推动物流及物流装备业的发展。

专业专注葆生机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林

在中汽国际 2009 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曾提到过，

“我参加过很多中汽国际举办的展会，中汽国际

员工在现场专业和敬业的表现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你们的敬业奉献和开拓创新得到了各

地政府和合作伙伴的一致肯定，也使我们的展会

保持了旺盛的生机。”

王松林副总裁的这番话也是很多人对中汽

国际展览人的评价，专业在展会的规范运作，专

注于服务水平的提升。

展览行业的门槛较低，“专业化”就成为在

激烈甚至混乱的竞争中立足并发展的法宝之

一。首先是人才队伍的专业化。通过各类展会

提供全方位的锻炼机会，通过各类培训提升员

工的业务技能，通过互帮互学提高团队的协作

水平。其次是项目选择专业化。每一个展会的

诞生和变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全面的市场测

算，确保展会具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

间。第三是合作伙伴的专业化。无论是国内展

会还是海外展会，中汽国际的合作伙伴都是地

区或者行业的佼佼者，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往

往能够共赢发展。

记者多次参加中汽国际举办的展览，在采

访大家对展会的印象如何时，专业是被提及最

多的一个词。

对展会组织者来说，专注与专业同样重要，

尤其是对展会服务质量的追求。

刘敬桢总裁就多次强调，一定要将服务创新

作为展会的第一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参

展，才能保证展会持续发展。

这一点在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近两年，随着品牌形象和市场号召

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参与这一

展会，但中汽国际并没有完全放任展会规模的

增长，而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规模，

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买家邀请中。经永建副

总裁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不希望

展会成长过快，而是要办高质量的展会。参展

商要增加一倍相对容易，但来观展的专业观众

尤其是真正的买家，要增长一倍并非易事。我

们组织展会，邀请厂商来参展，就要对他们负

责，在适度扩大规模基础上保证买家质量，让参

展企业真正有所收获。”

展会期间，配对洽谈会、专业研讨会等一系

列配套活动的举办让与会者倍感贴心。从现场

的采访及后续调查情况来看，参展商对买家的

满意度非常高，一些“资深”展商对每届展会服

务细节的变化和提升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墙内墙外花满枝

创新思路、专业水平和专注态度，为中汽国

际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几个展会的发展，四年

来，公司的展览业务新者生，幼者壮，大者强，实

现了海内外市场的双重丰收。

从北京车展的复兴，以及杭州车展、沈阳车

展、深圳车展的强大开始，中汽国际在国内地方

车展市场的号召力与日俱增，前来寻求合作的

地方政府和办展机构越来越多。

这些市场需求与中汽国际拓展国内市场版

图的战略不谋而合，经过一系列前期的市场调

研和科学论证后，中汽国际体系下的汽车展会

不断增加。同时，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的大力

支持，为“政府主导、专业办展”思路的执行落实

增加了重要砝码。

在车展举办过程中，中汽国际始终坚持专

业运作，确保展会的品质和发展潜力。福州国

际汽车展示会在中汽国际加入主办之前，已有

十余年的办展历史，但其规模较小，影响始终局

限于福州地区。中汽国际充分发挥福州在整个

海西地区的影响力，利用自身资源和专业优势，

使接手后的第一届展会便达到 4万平方米，年展

览面积达到 8万多平方米，一跃成为国内颇具分

量的区域车展。

2009 年，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河南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山西省长王君，山西

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浙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福建省副省长兼福州

市市长苏增添等领导先后接见中汽国际总裁刘

敬桢、副总裁经永建，充分肯定中汽国际所展现

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并希望积极开展各

方面的合作。

与各地方政府领导的感受一样，呼和浩特

车展也让当地政府部门充分感受到了专业办展

的高效与不同。近年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

包头这个“金三角”快速崛起，汽车消费市场增

长迅速，但整个内蒙古地区却没有一个与之匹

配的专业车展。中汽国际与呼和浩特市政府密

切合作，依托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打造了“塞北

第一车展”——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览会。

一年内，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芜湖汽车展

示交易会等地方车展相继诞生。与此同时，中

汽国际的海外展览市场也是风生水起。

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经过第一

届的摸索后，对当地市场的把握更加全面精准。

不管是国内整车汽车的踊跃参展，还是中委文化

展的亮相，都让与会者感受到了它的成长和成

熟。更令大家惊喜的是交易成果：委工业部现场

购买设备，参展企业人未归订单已至，更有几家

企业现场决定在委投资办厂。这也就不难理解，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你好，总统》十周年节目

中盛赞该展是“中委经贸往来的优质平台”。

印度孟买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业务为中汽国

际打开了拉美、中亚这些传统市场外的新领域。

2009 年，中汽国际新开发海内外展会近 10

个，公司自主品牌展的总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35

个，墙内墙外，繁花满枝。就在记者截稿时获悉，

在中国商务部于日前召开的招标会上，中汽国际

成功中标尼日利亚展览项目，并将于今年在阿布

贾推出中国工业产品（尼日利亚）展览会。

掌声赞歌四方起

2009年12月27日，“第七届中国会展高峰论

坛年会暨2009年度中国会展业大奖颁奖盛典”在

上海隆重举行。中汽国际荣获“2009年度中国会

展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殊荣，与杜塞尔多夫展览

（中国）有限公司、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国

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等世界知名展览巨头，

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集团）、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等国内展览巨头共同分享这

一荣誉。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副总裁经永建也

凭借在会展领域的卓越贡献，分获“建国 60周年

中国会展风云人物”大奖（共10名）和“2009年度

中国会展经济产业贡献奖”（共10名）。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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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敬桢总裁也分别作为特邀嘉宾在这两个

颁奖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与业界同仁共同探

讨中国会展业的发展。

给予官方肯定的还有各级政府。中国商务

部加入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的主

办，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亲自连线展会现场；各

地方政府纷纷联系中汽国际，或慕名寻求合作，

或希望加深合作层次。“政府主导，专业办展”的

思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升。

还有众多的合作伙伴，在协同配合的过程

中，大家的认识和了解逐渐深入。德国法兰克

福展览公司，这家打造了诸多世界顶级展会的

百年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遴选极为苛刻。在共同

主办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短短五年时间内，

德方对中汽国际的认可度随着展会的发展快速

提升。2009 年第五届展会期间，德方负责人在

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中汽国际团队的赞赏和

对展会未来的信心。展会结束后，他们便明确

表示了开展更深层次合作的意愿。

与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合作伙伴的肯定支

持相比，中汽国际的海内外客户——参展商和

采购商的态度与表达方式则更为统一，那就是

参展。这是企业对一个展会最高的评价，也是

最好的评价。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上，我们

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许多企业在开展首日

便来到主办方办公室，要求预定下届展会的展

位，并纷纷扩大参展面积。

据初步统计，2010年 12月才举办的第六届

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的展位已经被抢订一空，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2万平方米的巨大场地已

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主办方正在积极协调，

以满足更多企业的要求。

踏歌前行春意浓

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的火爆只是中汽国

际展览业务2010年发展的序曲。

2010（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又将

拉开大幕，今年的展会又将全面创造新的纪录；

第二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再战

龙城，规模、层次、配套活动全面升级；唐山车

展、兰州车展、太原车展已经确定，中汽国际地

方车展的版图继续扩张；海外展会延续自主办

展思路，中国工业产品（尼日利亚）展览会竞标

成功，海外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

……

2010年，北京的冬天似乎迟迟不肯退去，到

处是春寒料峭，但中汽国际的展览业务早已是

春意盎然，一派生机。 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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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

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

中国东盟（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

中国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

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

苏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

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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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国际5-10万平方米展览会

四年来，展览业务作为中汽国际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从业务种类到运作模式都在进行着大刀阔斧的变革。“打造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以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的顶级国际品牌，完善地方车展的网络布局，开拓海外自主品牌展的市

场，扩展机电类综合展览的覆盖领域，创新办展思路，提升服务水平，努力延伸展览服务上下游链条”成为展览业务发展的主要经营思路。

四年来，在这一系列创新思路的指导下，中汽国际的展览业务迅猛发展，其速度和规模超常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更为重要

的是，几乎所有展会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形象都迈上新的台阶，以无可辩驳的实力和荣誉完美收官，使中汽国际的品牌价值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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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产品
（委内瑞拉）展览会

中国工业产品

（乌兹别克）展览会

中国工业品
（尼日利亚）展览会

印度（孟买）国际机械
工业展览会

备注

两国政府支持

两国政府支持，中国在乌
举办的首个展会

中国商务部支持

两国政府支持

中汽国际海外自主品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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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坦途多踏歌前行路更广

岁末年初，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频繁出席各

种颁奖典礼和访谈，虽然主办方各有不同，但公司

的展览业务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他们看来，中汽国际及其展览业务总是

在超常规发展，总在创造“奇迹”。

数字分析见奇迹

这些人所说的“奇迹”，应该主要来自于对

中汽国际展览业务发展数据的统计。

以 2010 年初步统计数据来看，中汽国际的

年展览面积已经达到 150万平方米，再度超过百

万大关，这已是四年前成立初期 18万平方米的

8.3倍之多。

公司全年举办自主品牌展会 35 个，是成立

初期5个的7倍；5万平方米以上展会超过10个；

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级展会5个。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内从事展览业

的公司超过 6000家，2008年全国举办规模以上

（面积 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 256个，中汽国际所

占份额高达12%。

无论按照年展览总面积、规模以上展览数

量、10万平方米以上展览数量、自主品牌数量，还

是从展览的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展览区域地域

布局、展览行业布局、经济规模效益等来看，中汽

国际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自主品牌最多、综合

实力最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展览公司”。

四年时间，几乎是从零起步，这样的成绩称

为“奇迹”也并不为过。

创新发展战危机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不会轻而易举。

不管是改革初期，还是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的今天，“创新”始终是中汽国际展览人的坚持。

我们还是先以“深圳车展”为例。

2008年 6月，“深圳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

这个经历多年纷争的展会在中汽国际的艰苦努

力下，终于“三展合一”，从 2007年的 2万多平方

米跨越至8万平方米，成为国内五大车展之一。

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对中汽国际的创

新举措表示赞赏和钦佩的时候，中汽国际对新

深圳车展的更大改革正在紧密筹备。

车展举办后，为实现更大的发展，主办方提

出了“深港澳车展”的概念，即联合港澳共同举

办车展，充分发挥深圳的区位优势，将车展推向

国际化市场。

同年 12月初，刘敬桢总裁、深圳市联合车展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斌一行分别访问澳门贸

易投资促进局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就车展合

作事宜进行具体讨论，并达成合作共识。

2009 年 6 月 10 日，“2009 年（第十三届）深

圳-香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

盛大开幕。本届展会以“国际车展，中立态度”为

导向，以“环保，引领未来”为主题，以超过10万平

方米的恢弘气势，宣告这个车展的跃级新生。

而它也是中国首个跨区域车展，集合了深圳、

香港、澳门这三个中国东南地区独具特色和号召

力的城市，沿承三地领先的汽车文化，新车展已然

成为区域乃至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风向标。

“深港澳车展”带有鲜明的“思变”印记，“中

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则展现了中

汽国际新生展会的精准定位和蓬勃生机。

山西作为我国的煤炭和物流大省，繁重的

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卡车消费市场，山西省委省

政府也多次提出促进卡车物流发展的战略举

措。中汽国际抓住专业卡车展会缺失的市场机

遇，决定在山西打造一个以卡车和物流为核心

的专业展会。

2009 年初，中汽国际决策的精准性和专业

性得到了权威证明。1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汽车和物流双双入选“十大振兴产业”，卡

车物流展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但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让这个“春天”寒意

逼人。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对这个完全新生的

专业展会充满疑虑。

短短半年时间，中汽国际、山西省商务厅和

太原市人民政府多次召开筹备会议，积极推进

各项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和专业公司强强联

合的成效颇为显著。

2009年6月，首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

流展览会亮相山西省展览馆，商务部批准举办、

卡车物流首度携手等成为亮点。三万多平方米

的展出面积云集了德国曼、瑞典斯堪尼亚、中国

重汽、一汽解放等国内外领军企业，近万名专业

观众前来采购洽谈，首届展会即成为亚洲第一

大专业卡车展。

山西省省长王君在亲临展会时就指出，卡

车与物流两者优势互补，起到双赢的效果，并将

有力推动物流及物流装备业的发展。

专业专注葆生机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林

在中汽国际 2009 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曾提到过，

“我参加过很多中汽国际举办的展会，中汽国际

员工在现场专业和敬业的表现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你们的敬业奉献和开拓创新得到了各

地政府和合作伙伴的一致肯定，也使我们的展会

保持了旺盛的生机。”

王松林副总裁的这番话也是很多人对中汽

国际展览人的评价，专业在展会的规范运作，专

注于服务水平的提升。

展览行业的门槛较低，“专业化”就成为在

激烈甚至混乱的竞争中立足并发展的法宝之

一。首先是人才队伍的专业化。通过各类展会

提供全方位的锻炼机会，通过各类培训提升员

工的业务技能，通过互帮互学提高团队的协作

水平。其次是项目选择专业化。每一个展会的

诞生和变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全面的市场测

算，确保展会具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

间。第三是合作伙伴的专业化。无论是国内展

会还是海外展会，中汽国际的合作伙伴都是地

区或者行业的佼佼者，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往

往能够共赢发展。

记者多次参加中汽国际举办的展览，在采

访大家对展会的印象如何时，专业是被提及最

多的一个词。

对展会组织者来说，专注与专业同样重要，

尤其是对展会服务质量的追求。

刘敬桢总裁就多次强调，一定要将服务创新

作为展会的第一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参

展，才能保证展会持续发展。

这一点在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近两年，随着品牌形象和市场号召

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参与这一

展会，但中汽国际并没有完全放任展会规模的

增长，而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规模，

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买家邀请中。经永建副

总裁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不希望

展会成长过快，而是要办高质量的展会。参展

商要增加一倍相对容易，但来观展的专业观众

尤其是真正的买家，要增长一倍并非易事。我

们组织展会，邀请厂商来参展，就要对他们负

责，在适度扩大规模基础上保证买家质量，让参

展企业真正有所收获。”

展会期间，配对洽谈会、专业研讨会等一系

列配套活动的举办让与会者倍感贴心。从现场

的采访及后续调查情况来看，参展商对买家的

满意度非常高，一些“资深”展商对每届展会服

务细节的变化和提升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墙内墙外花满枝

创新思路、专业水平和专注态度，为中汽国

际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几个展会的发展，四年

来，公司的展览业务新者生，幼者壮，大者强，实

现了海内外市场的双重丰收。

从北京车展的复兴，以及杭州车展、沈阳车

展、深圳车展的强大开始，中汽国际在国内地方

车展市场的号召力与日俱增，前来寻求合作的

地方政府和办展机构越来越多。

这些市场需求与中汽国际拓展国内市场版

图的战略不谋而合，经过一系列前期的市场调

研和科学论证后，中汽国际体系下的汽车展会

不断增加。同时，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的大力

支持，为“政府主导、专业办展”思路的执行落实

增加了重要砝码。

在车展举办过程中，中汽国际始终坚持专

业运作，确保展会的品质和发展潜力。福州国

际汽车展示会在中汽国际加入主办之前，已有

十余年的办展历史，但其规模较小，影响始终局

限于福州地区。中汽国际充分发挥福州在整个

海西地区的影响力，利用自身资源和专业优势，

使接手后的第一届展会便达到 4万平方米，年展

览面积达到 8万多平方米，一跃成为国内颇具分

量的区域车展。

2009 年，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河南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山西省长王君，山西

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浙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福建省副省长兼福州

市市长苏增添等领导先后接见中汽国际总裁刘

敬桢、副总裁经永建，充分肯定中汽国际所展现

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并希望积极开展各

方面的合作。

与各地方政府领导的感受一样，呼和浩特

车展也让当地政府部门充分感受到了专业办展

的高效与不同。近年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

包头这个“金三角”快速崛起，汽车消费市场增

长迅速，但整个内蒙古地区却没有一个与之匹

配的专业车展。中汽国际与呼和浩特市政府密

切合作，依托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打造了“塞北

第一车展”——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览会。

一年内，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芜湖汽车展

示交易会等地方车展相继诞生。与此同时，中

汽国际的海外展览市场也是风生水起。

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经过第一

届的摸索后，对当地市场的把握更加全面精准。

不管是国内整车汽车的踊跃参展，还是中委文化

展的亮相，都让与会者感受到了它的成长和成

熟。更令大家惊喜的是交易成果：委工业部现场

购买设备，参展企业人未归订单已至，更有几家

企业现场决定在委投资办厂。这也就不难理解，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你好，总统》十周年节目

中盛赞该展是“中委经贸往来的优质平台”。

印度孟买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业务为中汽国

际打开了拉美、中亚这些传统市场外的新领域。

2009 年，中汽国际新开发海内外展会近 10

个，公司自主品牌展的总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35

个，墙内墙外，繁花满枝。就在记者截稿时获悉，

在中国商务部于日前召开的招标会上，中汽国际

成功中标尼日利亚展览项目，并将于今年在阿布

贾推出中国工业产品（尼日利亚）展览会。

掌声赞歌四方起

2009年12月27日，“第七届中国会展高峰论

坛年会暨2009年度中国会展业大奖颁奖盛典”在

上海隆重举行。中汽国际荣获“2009年度中国会

展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殊荣，与杜塞尔多夫展览

（中国）有限公司、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国

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等世界知名展览巨头，

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集团）、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等国内展览巨头共同分享这

一荣誉。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副总裁经永建也

凭借在会展领域的卓越贡献，分获“建国 60周年

中国会展风云人物”大奖（共10名）和“2009年度

中国会展经济产业贡献奖”（共10名）。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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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敬桢总裁也分别作为特邀嘉宾在这两个

颁奖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与业界同仁共同探

讨中国会展业的发展。

给予官方肯定的还有各级政府。中国商务

部加入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的主

办，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亲自连线展会现场；各

地方政府纷纷联系中汽国际，或慕名寻求合作，

或希望加深合作层次。“政府主导，专业办展”的

思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升。

还有众多的合作伙伴，在协同配合的过程

中，大家的认识和了解逐渐深入。德国法兰克

福展览公司，这家打造了诸多世界顶级展会的

百年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遴选极为苛刻。在共同

主办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短短五年时间内，

德方对中汽国际的认可度随着展会的发展快速

提升。2009 年第五届展会期间，德方负责人在

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中汽国际团队的赞赏和

对展会未来的信心。展会结束后，他们便明确

表示了开展更深层次合作的意愿。

与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合作伙伴的肯定支

持相比，中汽国际的海内外客户——参展商和

采购商的态度与表达方式则更为统一，那就是

参展。这是企业对一个展会最高的评价，也是

最好的评价。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上，我们

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许多企业在开展首日

便来到主办方办公室，要求预定下届展会的展

位，并纷纷扩大参展面积。

据初步统计，2010年 12月才举办的第六届

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的展位已经被抢订一空，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2万平方米的巨大场地已

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主办方正在积极协调，

以满足更多企业的要求。

踏歌前行春意浓

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的火爆只是中汽国

际展览业务2010年发展的序曲。

2010（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又将

拉开大幕，今年的展会又将全面创造新的纪录；

第二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再战

龙城，规模、层次、配套活动全面升级；唐山车

展、兰州车展、太原车展已经确定，中汽国际地

方车展的版图继续扩张；海外展会延续自主办

展思路，中国工业产品（尼日利亚）展览会竞标

成功，海外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

……

2010年，北京的冬天似乎迟迟不肯退去，到

处是春寒料峭，但中汽国际的展览业务早已是

春意盎然，一派生机。 刘超/文

四年来，展览业务作为中汽国际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从业务种类到运作模式都在进行着大刀阔斧的变革。“打造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上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以及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的顶级国际品牌，完善地方车展的网络布局，开拓海外自主品牌展的市

场，扩展机电类综合展览的覆盖领域，创新办展思路，提升服务水平，努力延伸展览服务上下游链条”成为展览业务发展的主要经营思路。

四年来，在这一系列创新思路的指导下，中汽国际的展览业务迅猛发展，其速度和规模超常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更为重要

的是，几乎所有展会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形象都迈上新的台阶，以无可辩驳的实力和荣誉完美收官，使中汽国际的品牌价值快速提升。

中汽国际自主品牌展市场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