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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中汽国际所属北京国

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机联创”）与天津众合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承建天津空港

国际汽车展贸中心（以下简称“天津

汽贸中心”）展览展示工程的合同。

根据合同，国机联创负责天津

汽贸中心展区规划、形象设计、功能

完善、局部装修改建、展览展示设计

与施工等相关工作，工程面积达

20000平方米。

天津汽贸中心是天津地区第一家

以经营国产品牌、合资品牌为主的超

级汽车4S大卖场，首创了几十种品牌、

上百款畅销车型集中展卖的自营形

式，同时拥有专业的保养、维修、改装基

地及汽车用品超市。此次对其进行升

级改造将更好地发挥天津汽贸中心的

功能。该项目竣工后，天津汽贸中心将

成为集国际化、人性化、高科技、绿色环

保等理念于一体的高档汽车卖场。

国机联创历时近三个月筹备该项

目，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市场调研，

了解汽车大卖场的概念功能，并多次

与客户深入沟通探讨，最终拿出了一

套令客户十分满意的设计施工方案。

目前，该工程项目正在实施中，

将于五月一日前竣工。届时，天津空

港国际汽车展贸中心将以全新的形

象、完善合理的功能分布和高档舒

适的选购环境重装开业，为百姓汽

车生活提供全方位服务。

国机联创 李兴华/文

4 月 24 日，为期三天的第五届

杭州春季汽车展销会（以下简称“杭

州车展春季展”）在杭州和平国际会

展中心落下帷幕。

本届杭州车展春季展由中汽国

际和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主办、浙

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承办。中汽国

际总裁林海临、副总裁经永建参观

了展会。

作为今年第十二届杭州国际汽

车工业展览会在春季举办的一次热

身展，本次车展吸引了近 30 个品牌

参展，150 余款靓车现场促销，大幅

的购车优惠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前来

观展购车。

据 了 解，今 年 杭 州 车 展 春 季

展无论规模档次，还是成交车辆

较往年均有较大提升。区别于 10

月份的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杭州车展春季展创办之初以经销

商促销为主，而今年参展商参展规

格有了“质”的提升，更多参展商

开始注重展示品牌特色。一些品

牌带来了厂家展具亮相，如东风

雪铁龙、上海大众、雷克萨斯、长

安马自达、长安铃木等，不仅请来

车模现场走秀，有的甚至还在现

场发布新车，让观众大饱眼福。尤

其是上海大众，更是以 C 级国际

车展的参展规格亮相，足见厂家

对春季展的重视。

虽然杭州车展春季展只有短短

的三天，但很多参展商收获不少，尤

其是中高级车在这次车展上备受欢

迎，创下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浙江中汽 吕欣欣/文

杭州车展春季展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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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林海临总裁、经永建副总裁在沈阳车展
新闻发布会期间会见沈阳市副市长祁鸣，双方就长期
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交流。 辽宁中汽张秋颖/图

中国三磨展主办阵容扩大
近日，中国（郑州）国

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

（中国三磨展）主办阵容

再次扩大，各项筹备工作

有序推进。

为延伸中国三磨展

展品产业链条，扩大展会

规模，增加展会内涵，提

高展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加快展会品牌成长速度，

中汽国际与郑州磨料磨

具磨削研究所（郑州三磨

所）邀请中国海洋航空集

团公司（中国海航）、中国

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中

磨公司）和机械工业第六

设计研究院（中机六院）

等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国机集团）所属

企业与白鸽磨料磨具有

限公司（白鸽公司）共同

主办首届中国三磨展。至

此，中国三磨展的主办阵

容扩大至七家。

2010年底，中汽国际

与郑州三磨所签署协议，

共同主、承办首届中国三

磨展。今年2月，中汽国际

与郑州三磨所邀请郑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首届中

国三磨展，三方就相关工

作达成共识。此次中国海

航、中磨公司、中机六院、

白鸽公司加入中国三磨展

主办阵容，将进一步增强

展会的行业影响力。

在展会筹备过程中，

中汽国际作为全国最大

的展会系统运营商，将充

分发挥展会策划和资源

整合优势，全面负责整个

展会运作及专业观众邀

请工作。郑州三磨所、中

磨公司、中机六院、白鸽

公司四家单位极具行业

优势：郑州三磨所是国家

唯一磨料磨具磨削研究

所；中磨公司是国家唯一

磨料磨具进出口专业公

司；中机六院是国家级综

合设计研究院和磨料磨

具专业设计院；白鸽公司

是涂附磨具分会理事长

单位。四家单位将充分利

用其在磨料磨具和磨削

技术等方面的行业优势，

在展会招展、会议策划及

国外行业组织邀请方面

发挥作用。郑州市人民政

府将为展会创造良好外

部环境，在宣传推广等方

面为展会提供支持。国机

集团作为展会支持单位

将在展会宣传推广、国外

专业观众邀请等方面提

供大力支持。主、承办方

将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努

力把中国三磨展打造成

国际品牌专业展会。

据悉，即将于 10 月

12 -14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的中国（郑州）国

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以

“高效切磨，环保制造”为

主题，主要展品分为三类：

一是磨料磨具，包括普通

磨料磨具、超硬材料和涂

附磨具的原辅材料、生产

设备及检测仪器、产成品；

二是磨削设备及检测仪

器，包括各种磨床、抛光

机、砂轮机等；三是五金工

具，主要包括工业刀具、电

动工具、气动工具等。展会

同期，将举办中国国际磨

料磨具磨削技术发展论

坛，分设超硬材料技术发

展论坛、刚玉和碳化硅技

术发展论坛、涂附磨具技

术发展论坛、新产品发布

和技术交流会等。

展览五部 潘小玉/文

七方联手 打造国际专业盛会

国机联创承建
天津汽贸中心展示工程项目

近日，公司海外展览业务又有

新突破。经过前期调研，中汽国际将

于 2011年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办

“中国-喀麦隆贸易投资展览会”。该

展览会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湖

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中汽国际所

属国机环球（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际展览中心共同承办。

喀麦隆地处西非，矿产资源丰

富，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对

中国的工业产品需求十分旺盛，这

都为中国的生产商和贸易商“走进

喀麦隆”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

喀麦隆贸易投资展览会”的举办对

于中国企业扩大在喀麦隆及西非的

业务将大有裨益。

首届中国-喀麦隆贸易投资展

览会展出面积 2000平方米，预计搭

建 100个标准展位，展品涉及机械设

备、农用机械、汽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电子产品等。主办方将为参展企

业申请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补贴。

据悉，展会主承办单位于 4 月

中旬组织前期考察团前往喀麦隆

首都雅温得，落实展会场地、展品

清关、媒体宣传及食住行等展会相

关事宜。

国机环球 王海英/文

中喀贸易投资展览会将在喀麦隆举办

4 月 8 日，由烟台市人民政府和

中汽国际主办、烟台市芝罘区人民

政府和烟台市工商业联合会、烟台

市汽车商会共同承办的 2011烟台春

季汽车展示交易会（以下简称“烟台

春季车展”）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

大开幕。中汽国际副总裁茅俊民出

席了展会开幕式并参观了展会。

本届展会以“绿色、科技、创新”

为主题，近百家汽车生产厂家和汽

车经销商携 69个汽车品牌近 700款

车型以及 38 款新车型齐聚盛会，室

内 外 展 出 面 积 达 6 万 多 平 方 米 。

本次车展的最大亮点是 30余款

新车的集中亮相。北京现代第 8代索

纳塔、比亚迪 F3R 在展会期间全国

同步上市，东风日产新天籁、新阳

光，长安福特 2011款蒙迪欧致胜、锐

界，广汽本田新雅阁、新飞度，别克

新君越、GL8，长安铃木天语 SX4、尚

悦，广汽传祺，广汽菲亚特博悦，东

风雪铁龙 2011 款爱丽舍，沃尔沃

S80、S60……新车的集中亮相，不仅

让观众一饱眼福，更为爱车者提供

了购车的广阔天地。

近年来，烟台车展在规模、档

次、影响力方面都在实现跨越式发

展。2008 年第四届烟台国际汽车展

示交易会面积为 1.7万平方米、参展

品牌 47 个、观展人数 7.1 万人次。

2009 年第五届车展展会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参展品牌 62个、观展人数

13 万人次，展会销售额达到 1.7 亿

元。2010 年 4 月春季汽车展展会面

积 4万平方米、参展品牌 69个、观展

人数 18.6 万人次，销售额达到 3.04

亿元。2011 烟台春季车展展会面积

超过 6万平方米，是历届烟台车展展

会面积之最。 展览一部 何萌/文

30余款新车集中亮相烟台春季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