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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精彩，辉煌未来。第

十届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

会（沈阳汽博会）在展会的规

模、档次、影响力等各方面均

得到较大突破：展出面积突破

15万平方米，参展商近200
余家，参展车型1000余辆，

观众数超过45万人次，展会

交易金额突破30亿人民币；

展会参展汽车品牌近 100
个，其中上海通用和宝马的展

台面积分别达到1600余平方

米和1200平方米；展会共有

200多家媒体近1000名记

者参与报道。闪亮数字，实力

见证。沈阳汽博会不愧为东

北第一大车展。此外，部分参

展商开始投放国际A级展台

展具，标志着该展国际化程度

进入快速提升阶段。

7月 5日，为期 6天的沈阳汽博会在沈阳市

地标性建筑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本届沈阳汽博会由国机集团、沈阳市人民

政府、中汽国际主办，中汽国际、沈阳市服务业

委员会、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承办。

6月 30日展会开幕当天，国机集团董事长

任洪斌、国机集团副总裁王松林与沈阳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温贵纯、沈阳市副市长祁鸣等沈

阳市政府有关领导共同为展会开幕式剪彩，沈

阳市政协副主席韩晓言、国机集团汽车业务部

部长夏闻迪、中汽国际总裁林海临等领导出席

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会。

本届展会以“科技、环保、让绿色引领新生

活”为主题，展出面积突破15万平方米，为历届

之最。展会共吸引了整车及汽车用品参展商

近 200 余家，参展车型 1000 余辆；参观总人流

量超过 45万人次。据组委会不完全统计，6天

展期累计现场成交车辆5600台，意向订购车辆

超过 8000 台，交易金额突破 30 亿元。汽博会

期间共有 200 余家新闻媒体近 1000 名记者现

场采访报道。本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在展会的

规模、档次、影响力、媒体关注度、观众数量等

各方面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

本届汽博会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各

大生产厂商的高度重视，大多数厂家投入了B

级车展展具，有些厂商已从本届汽博会开始投

放国际A级展台展具。

本届汽博会也是历届中参展品牌最多的

一届。主要参展品牌有：劳斯莱斯、宾利、世

爵、兰博基尼、宝马、奔驰、Smart、奥迪、雷克萨

斯、英菲尼迪、凯迪拉克、讴歌、进口大众、沃尔

沃、路虎、捷豹、进口现代、进口三菱、斯巴鲁、

韩国起亚、雷诺、克莱斯勒、福建戴姆勒奔驰、

欧宝、一汽大众、上海大众、斯柯达、上海通用

别克、雪佛兰、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广汽本田、

广汽丰田、广汽传祺、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

亚、东风本田、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东风雪

铁龙、东风标致、一汽马自达、吉利、比亚迪、上

汽荣威名爵、郑州日产、江淮、长城、奇瑞、力

帆、海马、长安、华泰、吉姆西、星客特、林肯、中

欧汽车等近百个汽车品牌。

开幕第一天，全球首发世爵跑车、劳斯莱

斯、宾利以及售价 949万的迈巴赫就已预订售

出，多数豪车厂商积累了不少意向客户，并表

示下届汽博会一定再扩大规模，争取更好的佳

绩。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汽博会世爵、宾利、奔

驰 SMART、德国大众、讴歌、克莱斯勒、东风日

产、雪佛兰、广汽丰田、荣威、东风悦达起亚、比

亚迪、奇瑞、江淮、华晨、帝豪、英伦、全球鹰、黄

海、众泰、海马、中欧房车等厂商都在汽博会期

间举行了新车发布、新车上市仪式或活动，涉

及新车车型近30款，成为历届汽博会新车投放

最多的一届。

节能环保展区
引领汽车绿色风尚

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首次设置的绿色

新能源展区，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对新能源汽

车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本届汽博会

上，比亚迪、荣威、凯迪拉克等国内外品牌共

有几十台新能源汽车亮相，众多汽车厂商推

出新近研发的节能、环保车，突出展示近年来

新能源及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及推广、节能

减排技术的运用等最新成果，向世人展示面

向未来的环保技术和当代汽车工业与最新科

技的完美结合，引领广大观众走进未来汽车

的崭新境界。

东北第一行业盛会

媒体纷至沓来
本届沈阳汽博会首次设立媒体日和专业

观众日，汽博会组委会邀请了财经、汽车等行

业内前沿媒体多角度、全方位地加入第十届

沈阳国际汽博会的宣传报道。同时，组委会

不断采用新型媒体深度合作形式，现场联手

“新浪微博”进行即时互动，随时发布汽博会

信息。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凤凰网、

搜狐、腾讯、新浪、网易、上海汽车报、汽车与

运动、中国交通报、汽车网、国际商报、北京晚

报、北京青年报、汽车之友以及辽宁省经济区

八城市主流媒体等对展会进行了全方位报

道，进一步提高了车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朝闻天下》栏目中报道了

沈阳国际汽博会的盛况，评价其为东北第一

大车展。

十届盛宴

精彩活动完美呈现
今年是沈阳国际汽博会的十届大展，主承

办方在扩大展会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致力于提

升汽博会的品质和管理水平，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感受汽车文化魅力的机会。“辉煌十届，聚焦

汽车经济发展论坛”、“我的车世界儿童主题绘

画大赛”、“汽车模特大赛”、购门票抽汽车大奖

等丰富的活动完美诠释了沈阳国际汽博会的

文化内涵，让观众在购车、赏车的同时感受汽

车文化的魅力。

以人为本

优质服务
本届沈阳国际汽博会秉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实行整体化、人性化和个性化服务。采用

创新 VI 视觉导航系统，在开设参展商、媒体、

VIP通道的同时，动态的调节参观人流，使各展

区的人流更加合理、更加安全，为展商和观众

提供了舒适的观展环境，真正体

现了国际化、专业化的理念

和服务水平，得到了展商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

品质提升，跃级绽放，沈

阳国际汽博会正以其

独特的市场深度和魅

力，成为引领东北地

区汽车消费市场的风

向标。

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圆满落幕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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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为期 6天的沈阳汽博会在沈阳市

地标性建筑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本届沈阳汽博会由国机集团、沈阳市人民

政府、中汽国际主办，中汽国际、沈阳市服务业

委员会、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承办。

6月 30日展会开幕当天，国机集团董事长

任洪斌、国机集团副总裁王松林与沈阳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温贵纯、沈阳市副市长祁鸣等沈

阳市政府有关领导共同为展会开幕式剪彩，沈

阳市政协副主席韩晓言、国机集团汽车业务部

部长夏闻迪、中汽国际总裁林海临等领导出席

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会。

本届展会以“科技、环保、让绿色引领新生

活”为主题，展出面积突破15万平方米，为历届

之最。展会共吸引了整车及汽车用品参展商

近 200 余家，参展车型 1000 余辆；参观总人流

量超过 45万人次。据组委会不完全统计，6天

展期累计现场成交车辆5600台，意向订购车辆

超过 8000 台，交易金额突破 30 亿元。汽博会

期间共有 200 余家新闻媒体近 1000 名记者现

场采访报道。本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在展会的

规模、档次、影响力、媒体关注度、观众数量等

各方面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

本届汽博会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各

大生产厂商的高度重视，大多数厂家投入了B

级车展展具，有些厂商已从本届汽博会开始投

放国际A级展台展具。

本届汽博会也是历届中参展品牌最多的

一届。主要参展品牌有：劳斯莱斯、宾利、世

爵、兰博基尼、宝马、奔驰、Smart、奥迪、雷克萨

斯、英菲尼迪、凯迪拉克、讴歌、进口大众、沃尔

沃、路虎、捷豹、进口现代、进口三菱、斯巴鲁、

韩国起亚、雷诺、克莱斯勒、福建戴姆勒奔驰、

欧宝、一汽大众、上海大众、斯柯达、上海通用

别克、雪佛兰、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广汽本田、

广汽丰田、广汽传祺、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

亚、东风本田、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东风雪

铁龙、东风标致、一汽马自达、吉利、比亚迪、上

汽荣威名爵、郑州日产、江淮、长城、奇瑞、力

帆、海马、长安、华泰、吉姆西、星客特、林肯、中

欧汽车等近百个汽车品牌。

开幕第一天，全球首发世爵跑车、劳斯莱

斯、宾利以及售价 949万的迈巴赫就已预订售

出，多数豪车厂商积累了不少意向客户，并表

示下届汽博会一定再扩大规模，争取更好的佳

绩。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汽博会世爵、宾利、奔

驰 SMART、德国大众、讴歌、克莱斯勒、东风日

产、雪佛兰、广汽丰田、荣威、东风悦达起亚、比

亚迪、奇瑞、江淮、华晨、帝豪、英伦、全球鹰、黄

海、众泰、海马、中欧房车等厂商都在汽博会期

间举行了新车发布、新车上市仪式或活动，涉

及新车车型近30款，成为历届汽博会新车投放

最多的一届。

节能环保展区
引领汽车绿色风尚

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首次设置的绿色

新能源展区，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对新能源汽

车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本届汽博会

上，比亚迪、荣威、凯迪拉克等国内外品牌共

有几十台新能源汽车亮相，众多汽车厂商推

出新近研发的节能、环保车，突出展示近年来

新能源及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及推广、节能

减排技术的运用等最新成果，向世人展示面

向未来的环保技术和当代汽车工业与最新科

技的完美结合，引领广大观众走进未来汽车

的崭新境界。

东北第一行业盛会

媒体纷至沓来
本届沈阳汽博会首次设立媒体日和专业

观众日，汽博会组委会邀请了财经、汽车等行

业内前沿媒体多角度、全方位地加入第十届

沈阳国际汽博会的宣传报道。同时，组委会

不断采用新型媒体深度合作形式，现场联手

“新浪微博”进行即时互动，随时发布汽博会

信息。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凤凰网、

搜狐、腾讯、新浪、网易、上海汽车报、汽车与

运动、中国交通报、汽车网、国际商报、北京晚

报、北京青年报、汽车之友以及辽宁省经济区

八城市主流媒体等对展会进行了全方位报

道，进一步提高了车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朝闻天下》栏目中报道了

沈阳国际汽博会的盛况，评价其为东北第一

大车展。

十届盛宴

精彩活动完美呈现
今年是沈阳国际汽博会的十届大展，主承

办方在扩大展会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致力于提

升汽博会的品质和管理水平，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感受汽车文化魅力的机会。“辉煌十届，聚焦

汽车经济发展论坛”、“我的车世界儿童主题绘

画大赛”、“汽车模特大赛”、购门票抽汽车大奖

等丰富的活动完美诠释了沈阳国际汽博会的

文化内涵，让观众在购车、赏车的同时感受汽

车文化的魅力。

以人为本

优质服务
本届沈阳国际汽博会秉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实行整体化、人性化和个性化服务。采用

创新 VI 视觉导航系统，在开设参展商、媒体、

VIP通道的同时，动态的调节参观人流，使各展

区的人流更加合理、更加安全，为展商和观众

提供了舒适的观展环境，真正体

现了国际化、专业化的理念

和服务水平，得到了展商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

品质提升，跃级绽放，沈

阳国际汽博会正以其

独特的市场深度和魅

力，成为引领东北地

区汽车消费市场的风

向标。

沈阳汽博会

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圆满落幕第十届沈阳国际汽博会圆满落幕

历
展
展
会
回
顾

第 届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

览会

1999 年 9 月 2 日 － 6

日，第一届中国沈阳国际

汽车工业博览会由沈阳市

人民政府和中国汽车工业

总公司共同承办，举办地

点在辽宁工业展览馆。

首届展会参展厂商达 130 余

家，展出面积 15000 平方米，成交

车辆2240辆，成交额4亿多元人民

币，共接待参观者10万人次，为辽

宁老工业注入了活力，推动了沈

阳市汽车工业的发展，为厂家搭

建了新技术交流与合资合作的平

台，为外界展示了沈阳市汽车产

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

也为沈阳汽车产业的起步和振兴

做出了贡献。

第 届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

业博览会于2001年8月15日在沈

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时值沈阳

国际会展中心的空调等关键设施

还未完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阻

力后，第二届沈阳车展较之上一届

展会上了一个新台阶,参展厂商高

达170家，仅从大连口岸参展的车

辆就多达 75 台。展出面积 30000

平方米，成交车辆3300辆，成交额7

亿多元，参观人数达15万人次。

第 届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非典”后国内第一个大型展会

第三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

业博览会于 2003 年 7 月 3 日在沈

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委书记

张行湘、市长陈政高以及人大、政

协的主要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非典”对展会筹备造成影

响，可谓困难重重。在各界的支

持与帮助下，组委会成功的邀请

到了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

家知名厂商前来参展，同时沈阳

市及国内其他各省市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厂商也鼎立相助。此届展

会参展厂商 240 多家，展出面积

60000 平方米，成交车辆 4500 辆，

成交额 10 亿多元，共接待参观者

20万人次。

从第二届开始，沈阳汽博会

逐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依托沈

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整合各

方可用资源，以品牌创造效益，以

口碑传承文化，成功的打造出了

沈阳汽博会的品牌展会效应。

第 届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第四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

博览会于2005年6月30日在沈阳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参展厂商达

260 多家，展出面积达 60000 平方

米。成交车辆 5380 辆，成交额达

15 亿元，参观人数达 20 万人次。

为了扩大参展企业的影响力，本

届展会搭设了三个舞台，安排了

大量的文艺演出活动，并开辟了

晚场展会，场地内还创造性的导

入了一定数量的老爷车和特种

车，受到广大汽车爱好者的热烈

欢迎。

从本届开始，中国沈阳国际

汽车工业博览会每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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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沈阳汽车工业博

览会于 2006 年 7 月 12 日—7 月 17

日在沈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

中汽集团和沈阳市人民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展览面积扩大至 70000

平方米。这届展会主要以汽车工

业制成品为主，同时举办了招商

洽谈、学术研讨和丰富多彩的汽

车文化活动。

本届汽博会共分为五大展

区：一是整车展区即各类轿车、豪

华车、商务车、房车、改装车及概

念车等；二是汽车后市场展区即

各种汽车总成及零配件、汽车用

品及装饰、汽车养护及检测设备、

汽车新电子技术等；三是辽宁汽

车零配件生产能力展区即辽宁省

范围内具备自主创新及生产能力

的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风范；四

是营口汽保协会展区即营口市汽

车保养及检测设备生产企业的实

力；五是特殊大型工程用车展区

即货车、卡车、特种车、客车、重型

机械用车等等。

2006 年 第 五 届 展 会 是 第 一

次双数年举办的汽博会，它秉承

“大沈阳·大汽博”的理念，为沈

阳的会展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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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沈阳汽车工业博

览会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7 月 2

日在沈阳会展中心举行，展览面

积 9 万平米，本届展会特色是提

升服务，为参展商及来宾提供了

更为周到、人性化的服务。全新

的 VI 视觉导航系统，明确了各馆

功能划分，同时增设了观众同道

及参展商、媒体、VIP 通道等多处

入口，令展会更为专业化、有序

化。沈阳车展也一跃成为东北

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汽车博

览会。为促进中国汽车工业发

展，繁荣沈阳汽车市场，作出了

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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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

业博览会于 2008 年 7 月 8 日-7 月

13日在沈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

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唯一

指定的“中国北方汽车展”（Auto

North China）。

从 2006 年开始，沈阳汽博会

以挖掘和培养区域经济为己任，

伴随着我国高速发展的汽车工

业，适时的调整展会资源规模，吸

纳了大量国际名车前来参展。此

届展会创造了历届沈阳汽博会启

用了沈阳国际会展中心的全部展

馆，参展面积在第六届的基础上

增加了50%左右，创造了历届展会

展览面积之最的神话，并且参展

车辆几乎囊括了所有主流车型，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全

国第三大车展。成为沈城的老百

姓自己的“汽车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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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积淀，沈阳汽博会

于 2009 年 7 月 7 日－13 日在沈阳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第八届盛

会。在秉承“依托市场，发挥优

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理念

下，展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展会功能也由过去单

纯的产品展示发展为资源整合、

经贸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平台。它

既是全球最前沿技术创新信息交

流的平台，又是最高效的品牌推

广宣传舞台。

第八届汽博会突破历史规

模，展出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共

吸引了 200 余家国内外整车厂商

和零部件企业前来参展，共参展

百余款车型，参展车辆近 600 台，

参观人数高达35万人次。而看汽

博会，品汽车文化，通过观、感、

乘、驾、秀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

车友们通过活动走进汽车精彩纷

呈的世界，是本次汽博会一个新

的亮点。

成为全球最前沿技术创新信

息交流的平台和最高效的品牌推

广宣传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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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汽

车工业博览会在沈阳市人民政府

及各参展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圆满结束，本届

展会历时 8 天，展出面积达 8 万平

方米，参观总人数达20万人次，累

计现场成交 4857 辆，意向预定车

辆 8000 余台，成交金额突破 15 亿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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