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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3日，山西省委常委、太

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太原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兵生，市委常委、副

市长荣彤等太原市主要领导分

别会见了中汽国际总裁刘敬桢

一行。双方一致肯定了在卡车

物流展及其他各方面的合作成

绩，并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

了友好交流。中汽国际副总裁

林海临、总裁助理兼国机环球

（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韩

晓虹、总裁助理兼展览事业部

总监郭庆、综合管理部总经理

彭明京等参加了会见。

刘敬桢总裁指出，太原市

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卡

车物流展及太原汽车展高度关

注和大力支持，为展会的筹备

进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新生展会而言，这一点尤

为重要，中汽国际对此表示衷

心感谢。

刘敬桢总裁表示，经过上届

展会的历练与磨合，中汽国际及

展会各组织单位的配合更加默

契，运作能力及服务水平也都有

了显著提升，公司有信心进一步

扩大展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

太原、山西乃至全国重卡行业的

展示交流提供优质平台。

申维辰书记对中汽国际在

展会组织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大

量工作表示感谢。申维辰书记

指出，卡车物流展和太原汽车

展的举办，填补了太原乃至山

西在专业汽车会展领域的空

白，为山西发挥资源优势和市

场优势提供了一个优质、高效、

专业的平台。

申维辰书记表示，太原市委

市政府将继续支持卡车物流展

及太原汽车展的发展，为展会提

供全方位的保障。同时，太原也

愿与中汽国际进一步加强交流，

深化合作，探索更多的展会合作

项目，拓展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和专

业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太原市主要领导会见刘敬桢总裁一行
双方一致表示将深化合作 打造更多更好的品牌展会

日前，中汽国际总裁兼党委

书记刘敬桢会见了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李富生，

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

刘敬桢总裁与李富生总裁

介绍了各自企业近期的发展情

况，并就有关交流合作事宜交换

了意见。刘敬桢总裁表示，近年

来中汽国际与许继集团积极开

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

作，成果显著，这为双方今后的

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双方一致表示，将积极探索

在电力市场中的合作项目，充分

发挥各自企业的优势，实现互利

共赢。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是以电

力系统自动化、保护及控制设备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主的国有

控股大型企业。

公司领导会见许继集团总裁李富生

日前，中汽国际总裁兼党委

书记刘敬桢会见了中船重工物

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书记杨乾坤，双方进

行了友好交流。

刘敬桢总裁介绍了中汽国

际的发展现状以及船舶建造出

口业务的开展情况，并希望与中

船重工加强交流，积极开展业务

合作。刘敬桢总裁指出，中汽国

际自开展船舶建造出口业务以

来，成功开拓了韩国、新加坡等

市场，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

才资源。目前，公司在该业务领

域已经培育了相对稳定的市场

和客户资源，形成了稳健发展的

良好态势。

杨乾坤董事长也介绍了中

船贸易在船舶工业领域的实力

和资质，并表示将积极开展与中

汽国际的深层次交流合作。

中船贸易是我国船舶工业

领域最大、最重要的物资供应主

渠道。

公司领导会见中船贸易董事长杨乾坤

日前，中汽国际总裁兼党

委书记刘敬桢会见了阿城继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晓

东、副总经理卞宏文一行，双方

进行了深入交流。

刘敬桢总裁表示，中汽国际

与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均保持着良好

的交流往来，双方在多个海外电

站项目中也有密切的合作。刘敬

桢总裁表示，中汽国际愿与阿城

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加深交

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丁晓东总经理也表示，将

进一步密切与中汽国际的友好

往来，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隶属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我

国生产继电器品种最多、配套最

全的企业。

公司领导会见阿继股份总经理丁晓东

中汽国际斩获会展行业三项大奖
第 8 届中国会展节事财富

论坛于日前在上海举办，中国汽

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一举斩

获三项重量级大奖。这是公司继

荣获“中国会展业十大影响力企

业”、“新世纪十年中国十大创新

展览会”等奖项后，再次赢得行

业权威认可。

本届论坛上，中汽国际凭借

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市场号召力，

荣获“中国会展业十大影响力会

展公司”称号，公司举办的北京国

际汽车展览会荣获“中国会展业

十大影响力展览会”殊荣。公司总

裁、党委书记刘敬桢也因其在会

展领域的卓越贡献被评为“中国

会展业十大杰出企业家”。

论坛指出，中汽国际拥有北

京国际汽车展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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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原）国

际卡车暨物流展览会等多个国际

顶级专业展会，并且在国内地方

车展市场占有重要席位。其海外

自主品牌展运作模式极具创新

性，是国际会展市场开拓的典范。

目前，公司年展览面积超过 150

万平方米，业务覆盖汽车、机械等

多个领域，是中国会展行业的领

军企业。

作为中汽国际展览业务的

代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已经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见证

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展会规模、

展品层次还是国际影响，北京国

际汽车展览会都已经跻身全球

顶级行列。论坛还对中汽国际总

裁刘敬桢在推动展会创新发展

方面所作的贡献及显著成绩给

予了高度评价。

本届论坛共设企业、展馆、展

览会、人物、城市以及会议等六大

类奖项，经过组委会近半年的严

格审议，最终评选出获奖者。

据悉，该论坛由亚洲财富论

坛、新华网、国际商报以及 21 世

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是我国会

展行业极具权威性的专业论坛，

已成为行业标志性峰会。来自南

京、杭州、宁波、大连、长沙、合肥

等 30 多个城市的代表团，以及

海内外知名会展主办机构、城市

主管机构、会议展览中心、展馆

经营方及展览服务企业的代表

共计 6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论坛对中国展览、会议、节庆

产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有时效

性、前瞻性、话题性、独创性的探

讨交流，引导行业发展新议题、传

递新趋势，同时也为会展节事产

业链上的不同从业主体，搭建了

一个优质高效的沟通和交流平

台，共同见证在 2010年上海世博

会利好背景下中国会展业新一轮

的机遇与蜕变。

中国商务部首个中国会展

业年度报告《中国会展业年度

发展报告（2009）》也在论坛同

时发布。

刘超/文

近日，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云公和会见了中汽国际总裁

刘敬桢、副总裁林海临，双方

就展会项目合作进行了友好

交流。

刘敬桢总裁首先向云公和

副市长介绍了第四届中国民族

商品交易会及第二届呼和浩特

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组织筹备情

况。他说，在呼和浩特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中汽国际项目团

队继续发挥专业和资源优势，

吸引国内外汽车厂商加盟展

会，预计本届车展面积将突破 4

万平方米，观众流量超过 20 万

人次。

刘 敬 桢 总 裁 表 示 ，呼 和

浩 特 市 场 发 展 迅 速 ，潜 力 巨

大 ，加 上 地 方 政 府 的 高 度 关

注 和 大 力 支 持 ，中 汽 国 际 有

信心将呼和浩特车展打造成

具 有 浓 郁 草 原 特 色 的 知 名

展会。

刘敬桢总裁还说，呼和浩

特、包头、鄂尔多斯所形成的草

原金三角区域汽车消费持续升

温，中汽国际将进一步开拓草

原市场，打造更多的专业展会，

形成规模效应。

云公和副市长高度评价了

中汽国际参与中国民族商品

交易会主办以来所做的工作。

他说，呼和浩特车展的举办不

仅填补了呼和浩特乃至整个

内蒙古专业车展的市场空白，

同时也为推动地方会展经济

的发展成熟以及汽车市场的

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云公和副市长指出，内蒙

古是资源大省，煤炭、钢铁、羊

绒等优势行业的迅猛发展，造

就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对于汽

车厂商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商

机的市场，可挖掘的市场空间

也很大。他表示呼和浩特市政

府将继续支持中汽国际有关项

目的发展，充分发挥地区资源

优势和企业的专业优势，实现

互利共赢。

双方还就展会举办的有关

具体事宜进行了讨论交流。

呼和浩特市副市长云公和会见公司领导
抓住市场发展契机 打造草原特色品牌车展

第8届中国会展节事财富论坛在沪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