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特

刊

责编：
谢胡萍
美编：
张 静

中汽国际

戮力同心 打造国际汽车会展品牌
与会领导在首届澳门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摘编
摘编）
）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苏波

值此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汽车工业超高速发展

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

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届

的黄金时期，
汽车产量由 2000 年的 207 万辆迅

“走出去”
，发展壮大一批优势骨干企业，全面

博览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

速上升到 2010 年的 1826 万辆，汽车产销已连

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汽车产业在促进经

澳门背靠大陆、
面向大海，
具有沟通欧亚

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

济社会发展、
增加就业、
拉动内需、
带动技术进

和东南亚经济联系的独特区位优势，
作为一座

重要支柱产业。
“十二五”
时期是我国汽车产业

步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东西文化融合共存的现代化城市，
澳门更具有

实现由大变强的重要时期，
汽车工业必须创新

最后，预祝本次博览会圆满成功，希望

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完

发展，积极地推动转型升级。作为中国汽车产

与会各方充分利用会展平台，共享汽车产业

善的会展服务设施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本届博

业的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强汽车行

进步的机遇和成果，加深交流与合作，共同

览会的举办既是澳门会展业的一次盛会，
也是

业规划、
政策、
标准的制订和行业管理工作，
以

推进汽车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借此机会我也

展示世界汽车工业前沿科技成果和中国汽车

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衷心地祝愿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最新发展成就的活跃舞台。

力，加快培育自主品牌和零部件行业，积极发

更加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

重视并给予了全力支持，也得到一汽集团、

门会展经济的发展、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隆重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国务院国有资

东风汽车集团、中国普天集团等中央企业和

澳门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这次博览会的成功举

广汽集团、吉利集团等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以

促进作用。

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为这次博览会成功

及澳门有关商会、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

举办而给予大力支持的澳门特区政府、中央

合。可以说，这次博览会是一次由企业组织、

央企业，以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

政府驻澳联络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政府支持、协会参与、内地与澳门精诚合作

认真总结合作经验，积极探索合作途径，不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的成功尝试。

断提升合作水平，联合带动内地企业并与澳

会以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黄淑和

相信此次博览会一定能够积极宣传祖

门各界一道，共同努力，把澳门汽车博览会

此次博览会由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南

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中国汽车

培育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会展品

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工业所取得的成果，塑造和提升中国汽车

牌、宣传中国汽车发展成就的窗口、塑造和

公司共同举办，是迄今为止港澳地区规模最

自主品牌的形象，进一步推动中国汽车走

提升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平台、促进澳门经

大的一次汽车专业展会。国务院国资委高度

向世界。同时相信，此次博览会也能够为澳

济适度多元化的助推器。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势头良好。

在这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我们迎来了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盛大开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谭伯源

希望南光集团、国机集团以及参展的中

当前，我们正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

本次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的举办，将有

幕，在此我谨代表澳门特区政府致以最衷心

展，加大力度培植和发展会展商务等产业，

利于提升澳门会展业的整体水平，以及在区

的祝贺，并向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和朋友表

努力将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

域会展领域的影响力，澳门特区政府将积极

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致意。同时，对澳门

区域商贸服务平台。特区政府陆续推出了发

支持办好展会，并以此为平台，丰富澳门的

会议展览业协会、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展会展业的政策和举措，并设立了会展业发

旅游文化元素，展示中国汽车产品和零部件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展会的筹办所

展协会和支持会展业的政府部门，以加强对

的品牌形象，推动与东盟、葡语系国家的交

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展业发展的推动、扶持和引导。近年来，经

流合作。相信经过主办单位和有关方面的共

澳门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内

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澳门会展业发展有了初

同努力，本次国际汽车博览会将成为一届高

地省市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全体市民的共同

步进展，会展业基础切实逐步完善，会展活

水准的专业的汽车盛会，相信参展各方一定

努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经济稳定和谐，

动有所增加，会展业发展步伐已经在加快，

会收获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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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题词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白志健
澳门是一个奇迹，在这不足 30 平方公里

重要产业领域。多年来，本着“为造车人服

的土地上，浓缩了无数的传奇。在这里举办

在此，我谨代表展会主办方之一——中国机

务、为用车人服务”的宗旨，国机集团已经成

展览拥有辐射东南亚、连接国际市场的独特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前来参加本次展会

为中国国内最大的汽车贸易与服务商，举办

区位优势。本次汽车展览的成功举办将为中

的各界嘉宾和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了包括北京国际汽车展在内的众多汽车展

国汽车出口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同时，我

向为本次展会的成功举办给予大力支持的

览。同时，我们一直期望能有机会把自主品

们也希望，本次车展能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澳门特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

牌汽车延伸到祖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展览，以

化和会展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室、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商务部、港澳

打造中国汽车走出国门的窗口。今天，这个

澳门汽车展是一个多方精诚合作的创

办等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本次

愿望得以实现，我们将在金光会展中心逾五

新之举，我相信，本次合作一定能结出共享

展会的参展商、服务商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

万平方米的展场上，全面展示世界汽车工业

共赢的理想之花。我们将在办好本届展会的

感谢！借此机会，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

前沿科技成果，和澳门社会各界一起分享中

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为参展企业搭

作伙伴——南光集团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

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最新成就。这是中国

建更好平台、提供更好服务，为推动中国汽

参与和奉献，耐心和效率，使得本次展会盛

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盛事，也是内地和澳门

车工业走出国门，为澳门经济的发展做出不

况空前，流光溢彩。

经贸合作的重要成果。

懈努力。

收藏座驾以及接待外国元首的礼宾车都首

中国汽车企业社会声誉调研指数发布仪

次亮相本届展会。

式、中国汽车工业 62 周年成果展，还将举办

在 这 充 满 和 谐 发 展 氛 围 的 美 好 时 刻，
我们共同迎来了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

南光集团董事长
许开程

为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题词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 谭伯源

为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题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邹家华

汽车展览是国机集团汽车服务贸易的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的帷幕。

今 天 ，我 们 相 聚 莲 城 澳 门 ，共 同 开 启

国机集团董事长
任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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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题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厚铧

为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题词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

泼墨题词，
殷切厚望寓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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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的开幕。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

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起点

儿童绘画比赛、高尔夫球联谊赛、现场抽奖

博 览 会 展 期 三 天 ，展 览 总 面 积 51000 平 方

高、规模大，经过主办方和澳门各界的共同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激情盛宴，邀您

米，参展企业 360 多家，其中零部件厂商 250

努力，呈现给专业观众和市民的一个绚丽多

共享。

家，参展品牌近 200 个，一汽、东风汽车、广

彩的汽车嘉年华，也必将载入澳门会展经济

汽、吉利汽车等内地大型汽车企业集体亮

发展的史册。

最后，再次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
媒体朋友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南光集团

相。共计 18 家汽车厂商首次携中国制造的

大会同期还将举办中国（澳门）亚太汽

自主品牌整车在境外参展，多款超级豪车

车首脑峰会暨中国制造国际化论坛、突破

为澳门会展经济的腾飞，为中国汽车工业的

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

挑战——2011 中国（澳门）汽车金融论坛暨

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好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