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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澳门经济转型 助推中国汽车出口

首届澳门车展华美亮相

10 月 28-30 日，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集团）董事长任洪斌、
南

引了众多香港、内地游客及外国游客慕名观展。

国制造汽车馆也是中国汽车企业

览会（以下简称“澳门车展”
）在澳门威尼斯人度

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开程、
国机集团副总裁

进口汽车馆：全澳共享“购车嘉年华”

品牌最全、
规模最大的一次。除

假村酒店金光会展中心盛大举行。本届澳门车

兼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执行主席王松林、
南光（集

由澳门当地经销商组成的首届澳门车展进口汽

展展出面积达 51,000 平方米，共有来自 10 个国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大山、
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会

车馆汇集了奔驰、
宝马、
奥迪、
大众、
日产、
马自达、
本

众的青睐，
展会期间现场预订3台

牌推广外，
来自内地的房车品牌

家和地区的 360 余家厂商参展，50 多个品牌的

长李志忠等多位嘉宾出席展会开幕式。国机集团总

田、
丰田、
现代、
起亚等国际品牌。进口汽车馆各展

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第

300 余辆展车绚丽登场，近 300 家汽车零部件以

裁助理丁宏祥、
刘敬桢，
中汽国际总裁林海临，
副总

商自展会筹备起就一直与组委会保持密切联系，
在

东、
周恩来等的座驾、
元首迎宾车

及汽车用品厂商同台亮相。据展会组委会统计，

裁纪学成、
经永建及国机集团部分所属企业领导等

展台设计、
搭建布置以及展台活动方面积极配合组

首次与澳门市民近距离接触，
让

本届澳门车展现场观众达 14.5 万人次，100 余家

参加了开幕式并出席了有关活动。展会期间，
全国

委会。各自精致的展台设计赢得观众的广泛认同。

曾用过的专属座驾，
增强对国家

媒体的 400 多名中外记者到会采访。展会展品

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也亲临现场，
与广大观众一

此次香港代理商及澳门本地经销商集体亮相澳门车

发展成就的了解，
增强同胞爱国

涵盖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及零部件等，吸引

起感受充满激情和动感的汽车盛会。

展，
让全澳市民乐享看车、
购车嘉年华。据初步调

汽车零部件及饰品馆：首次以

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届澳门车展是澳门
会展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展会，参展知
名品牌之多、展出面积之大、展台规格之高、观众
人气之旺，均创澳门会展业历史之最。

式亮相澳门

中外汽车品牌云集澳门
本届澳门车展吸引了国内外汽车厂商、港澳

汽车零部件及饰品馆有约

经销商的高度关注，
众多汽车品牌集聚澳门，
共襄

件厂商参展，占据一个馆近一

本届澳门车展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盛举。展会共设超级豪车馆、
进口车馆、
中国制造

是国内汽车零部件厂家首次以

（国机集团）、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南光集团）、澳

汽车馆、
汽车零部件及饰品馆四大主题展馆，
各主

象在澳门亮相。展会组织了来

门会议展览业协会联合主办，并得到了澳门特别

题馆均汇集了各领域的主力品牌，
将最全、
最强的

语系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 100

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阵容呈现给中外观众,集中展示全球汽车工业的

会进行现场洽谈和采购。

络办公室、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务院

科技成就和中国汽车工业 62 年来的光辉历程。

爷爷对我说，
爷爷对我说
，这就是中国的“一汽
一汽”
”

国资委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大力支持，由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南光会议展览中心、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

走向海外，汽车零部件占国内机

超级豪车馆：众“星”云集，奢华亮相

查，
各汽车经销商均表示展会达到预期目的，
取得不

不小的比例，随着国内汽车零部

俗销售业绩，
对参展表示满意。

步升级，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走

中国制造汽车馆：
谱写62年壮丽史诗

力将进一步增强。

派意市场推广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办。澳

超级豪车馆是首届澳门车展筹展之初着力

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

打造的展会亮点之一。全球超豪华汽车品牌布

何厚铧、
中央驻澳联络办主任白志健、
国家工业和

加迪、劳斯莱斯、宾利、世爵、兰博基尼、法拉利、

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

玛莎拉蒂成为超级豪车馆的主打明星，让心谙奢

搭建中国汽车品牌沟通世界的桥梁，
这是澳门车展

和、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胡正跃、
澳门

华的车迷朋友切身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波。

举办之根本。本届展会上，
中国自主品牌集体亮相，

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国有大型企

其中大众旗下的顶级豪车品牌布加迪带来了一

中国一汽、
东风、
广汽、
吉利、
北汽福田、
江淮、
MG、
奇

关公司先后推出了中国（澳门）—

业监事会主席丹笑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款内地售价高达 3900 万人民币的全球最强、最

瑞、
长城、
陕汽、
宇通、
安凯、
青年汽车、
五洲龙、
中欧

会暨中国制造国际化论坛、201

王瑞祥、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名誉

快、最贵的跑车，一亮相即成为超级豪车馆乃至

房车、
珠海银通、
中国普天等中国知名品牌组成中国

金融论坛暨中国汽车企业社会声

会长乌兰木伦、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

整个展会的“人气王”，展台观众络绎不绝。超级

自主品牌阵容亮相濠江之畔，
向来自五湖四海的观

仪式、
回眸辉煌 创新未来——中

徐秉金、国务院港澳办交流司司长钱力军、中国机

豪车馆不但吸引众多澳门市民前来参观，同时吸

众集中展示中国汽车工业 62 年来的发展成就。中

年成果展、
广汽传祺杯·澳门国际

打造汽车产业平台，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多彩同期活动绽放濠江

展会期间，
组委会联合国内

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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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六十二载春秋绘就
“中国汽车

梦”

澳门车展举办同期，以“回眸辉煌、创新未
来”为主题的“中国汽车工业 62 周年成果展”
恢宏亮相。展览以主题展板方式回顾中国汽
车工业 62 周年的历程：一是历史篇，将中国汽
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6 个时间段，再现中
国汽车工业 62 年的发展历程；二是企业篇，通
过介绍中国汽车工业中历史悠久、极具影响力
的企业，回顾 62 年来中国汽车业的大事要闻；
三是产品篇，细数 62 年来拥有重大意义、影响
和改变人们生活的汽车产品，纪念中国汽车工
业一路走来带给我们的有历史意义的汽车产
品；四是人物篇，讲述在汽车工业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人物，以纪念、表彰他们对中国汽车工
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201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同
时，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了 62 个春秋，在党的
鼓励和关怀下，中国汽车工业呈现出勃勃生
机。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生
产卡车到生产高级轿车，从单一的自主品牌到
合资品牌，再到自主品牌的全面崛起和升级，
如今，中国超越日、美成为全球最大新车消费
夫球联谊赛、幸运汽车大抽奖、摄影大赛、儿童绘

赛，
通过孩子的视角展现新一代的
“汽车梦”
，
经过

市场。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门槛回望：62 年

画大赛、
汽车模特彩绘、
香港明星超模游车展等汽

严格评选，
30位儿童分获绘画比赛的冠军、
亚军、
季

来，中国汽车工业真正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车文化主题活动，
丰富媒体和观众看展内容，
着力

军及优异奖，
并赢取丰厚的奖金。

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社会，中国正以超越想象
力的速度成为“车轮上的国家”。

打造一场充满激情的视觉盛宴。

媒体高度关注影响广泛
高峰论坛：凸显国际水准
澳门车展开幕当天，
“中国（澳门）-亚太汽车首脑

高端的品质、丰富的内涵使本届展会不仅得
到了澳门日报、大公报、明报、华侨报、澳门会展杂

峰会暨中国制造国际化论坛”
也隆重举行。来自一汽、

志、香港东周刊、香港车世界、头条日报等港澳新

车企业境外集体登台亮相

东风、
长安、
北汽、
广汽等大型汽车集团的主要负责人等

闻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获得了众多内地主流媒

次。除进行形象展示和品

各方嘉宾围绕
“中国汽车行业的国际化之路”
这一主题

体的认可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

车品牌中欧房车也得到观

展开讨论，
紧密结合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形势，
着力解决

报、中国汽车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

预订3台，
取得良好的参展

汽车行业在国际化道路上遇到的焦点问题。

报、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太平洋汽车网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

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

迎宾车此次也莅临澳门，

室提供学术支持的
“突破挑战——2011中国（澳门）

触，
让澳门市民了解伟人

汽车金融论坛暨中国汽车企业社会声誉调研指数

对国家汽车工业以及经济

发布仪式”
于 10 月 28 日举行，此论坛把备受企业、

胞爱国情怀。

媒体与消费者关注的指数发布仪式与澳门车展相

等新闻媒体均派出记者亲临展会报道，并有多家
新闻媒体在展会现场搭建新闻采访间进行报道。

本届展会除主办方倾力投入，
澳门业界也广泛

的现状与转型。这一活动标志着澳门车展积极引

酒店旅业商会等众多会员单位均参与了展会的搭

导消费者和车企关注企业社会形象，
将
“中国汽车

建、
宣传策划、
接待服务等工作。展会期间，
展会现

馆有约 300 家汽车零部

企业社会声誉调研”打造为澳门车展持续型调研

场人潮汹涌、
万头攒动，
不少酒店住房均出现爆满

近一万平方米面积，这

项目，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声誉评价机制，
为中国

现象，
同时拉动了零售、餐饮、娱乐消费以及电讯、

汽车企业提升社会声誉提供重要参考。

保险等各项业务，
会展经济的拉动作用充分显现。

首次以一个整体产业形

的 1000 余名专业买家到

在政府、主（承）办单位、汽车界、会展界、新

精彩活动：培育汽车文化

闻界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经过半年

“回眸辉煌 创新未来——中国汽车工业 62 周

的紧张筹备，2011 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终

的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

年成果展”
集中展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
引

于华美绽放。展会开幕式的大气唯美，车展现场

国内机电产品出口总额

起众多观众驻足观看。看车抽奖中汽车，是最吸

氛围的火爆热烈，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回

车零部件产业技术进一

引观众参与的现场活动，每天下午 7 点，是最激动

忆。澳门车展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澳门会展业将

企业走向海外市场的能

人心的抽奖时刻，在众多媒体及展会组委会的见

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

放濠江

私人汽车拥有量

1955—2010 年产量走势 （单位：辆）

参与，
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展贸协会、广告商会、

织了来自内地、香港、葡

民用汽车拥有量

业界共同参与带动力强劲

结合，
多位知名专家现场论剑，
共商车企社会声誉

首次以整体产业集群形

汽车拥有量 （单位：万辆）

吉斯１１５防弹车
防弹车，
，毛泽东主席当年座驾

证下，一位来自浙江的观众和两位澳门当地居民
获得大奖，
成为十多万观众中的幸运儿，
同时也分
别成为一汽奔腾、
广汽传祺、
吉利帝豪新车主。来

合国内汽车专业媒体、
公

自香港的 9 位明星超模领衔近百名内地及港澳模

澳门）—亚太汽车首脑峰

特一起成为车展上的美丽风景，俘获众多闪光灯

坛、2011 中国（澳门）汽车

和
“摄”
友人士。来自中国内地的专业彩绘师与三

社会声誉调研指数发布

位汽车超模在车展现场呈现精彩的人体彩绘艺术

——中国汽车工业 62 周

让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彩绘艺术的魅力。展会主办

门国际汽车博览会高尔

方还与澳门日报、澳门美协共同举办儿童绘画比

车展同期举办的国际游艇展现场

红旗 ＣＡ-７７０，周恩来总理当年座驾
红旗Ｃ
周恩来总理当年座驾，
，１９７２年美
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安排给尼克松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