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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杭州车展全新启幕
10月16日，
一年一届的杭州西
博会注册展览项目、
浙江年度最大

动车型。公司经永建、温忆梅副总

列。首次开设的二手车展区，也为

经理一同参加上述活动。

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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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第十五届中国杭州国际

作为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杭州的汽车产业背景以及城

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杭州车展）在

车展之一，也是杭州目前唯一一

市背景与日内瓦有着相似之处，

杭州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经历十

个厂家直接参展的车展，杭州车

从 2013 年 开 始 ，杭 州 车 展 提 出

五年精心运作，
杭州车展今年迎来

展采取两季办展模式，其中第一

要”打造东方日内瓦车展”的宏伟

了第十五个盛典，
以
“新征程·再出

季为 10 月 16 日至 20 日，以主流

目标，全面向素有”国际汽车潮流

发”为主题，展会共吸引国内外近

热销精品展示为主，上海通用、上

风向标”之称的日内瓦车展看齐，

70个品牌参展，
展出规模达16万平

海大众、北京现代等主流品牌悉

致力于与厂商共同探索、谋求限

方米，
再创历年展会规模之最。

数登场；第二季为 10 月 29 日至

牌后的车市发展之路，肩负资源

10 与 9 日，国机集团资本运营部王博部长、周曙阳副部

国机集团原副总裁王松林、
杭

11 月 2 日，以保时捷、玛莎拉蒂、 整合、行业交流、文化传播等方向

长、柯长松处长等到公司进行调研。纪学成总经理就公司展

州市人民政府顾问高乙梁、
中共拱

奔驰等高端豪车精品展示为主， 的重任，成为新品新技术新能源

览板块业务发展情况和今后设想作汇报。张福生董事长和分

墅区委书记许明、
中国汽车工业咨

另外红旗、吉奥、纳智捷等优秀民

管展览业务的经永建、温忆梅、程永顺副总经理以及公司相关

询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光祖等领导

族品牌也将在第二季共同展出。

出席开幕仪式，
中汽国际纪学成总

为了满足厂商的参展需求以及市

团有限公司、杭州市人民政府、浙

经理致开幕辞。
国务院国资委大型

民购车需求，本届车展针对第一

江省汽车行业协会主办，浙江中

企业监事会原主席贾成炳宣布展

季和第二季分别开设夜场专区。 汽会展有限公司、中汽国际、海外

会开幕。随后，与会领导前往展馆

此举不仅开创了杭州车展历史先

海集团、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参观指导，
重点关注了自主品牌电

河，也走在了国内车展创新的前

员会联合承办。

的重要展示平台之一。
杭州车展由中国机械工业集

部门负责人参加汇报会，
并与王博部长等进行了现场交流。
邹霞/文

刘文思/文

9 月 19 日，在第四届中国—东盟（柳州）汽车、工程机械
及零部件博览会上，中汽国际与泰国 DAD 公司举行了合作
签约仪式，双方就 2015 年出口泰国轻型卡车的项目达成协
议，预计出口量为 1500 台。

贸易一部 宗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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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RA 改博会迎来十周年庆典
10 月 11 日至 13 日，
被业界誉

领中国汽车改装行业发展的高端

为“中国汽车改装产业趋势坐标” 平台。
的 RA 上海国际汽车改装博览会

据了解，第十届 RA 改博会

入了真正的发展元年。

10 月 16 日，第十五届杭州

杭 州 车展
示车展已经不太受市场青睐。

车展盛大开幕。
作为公司从事展

杭州车展在文化活动 show 上

览行业的展览人，我部门一行 4

发挥到极致。展会增设夜场，除

人来到杭州展现场参观学习。

了参展商的活动轮番上阵外，

我们眼中的杭州车展，与

组委会推出一系列精彩的主题

由中汽国际参与主办的

媒体的视角不尽相同。杭州车

派对、巡游狂欢以及维多利亚
表演秀等活动，大受欢迎。

2014 第十届中国汽车改装行业

展是目前杭州西博会唯一注册

（以下简称
“RA改博会”
）在上海世

首次迁至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高端峰会与展会同期进行，作为

项目，同时成为杭州唯一一个

如购车优惠，对于车展观

博展览馆举行。
作为我国汽车改装

展出面积比上一届增加了 50%， RA 上海改博会的官方活动，会

厂家直接参展的大型车展。展

众而言，购车巨幅让利才是吸

行业最早创办、
当前水准最高的专

展车数量超过 300 台，吸引了包

议对我国房车以及汽车改装市

会的规模、档次发展至此，与组

引他们到场的最大因素。所以

业改装品牌展会，
RA 改博会今年

括国机集团、中进汽贸、永达集团

场的年度发展进行总结、预测与

委会一直秉承的“以创新办展、 杭州车展创新推出各店总经理

迎来了十周年庆典。走过十年，几

在内的近 300 家销售集团及 4S 店

评价，从而最终为行业企业的投

以服务立展”的理念息息相关。 现场签售活动，观众可以得到

乎所有进入中国的国际改装品牌

用户前来参观。结合“协作、升级、 资、管理、合作、发展以及行业法

除了理念，杭州车展还有很多

最直接、最优惠的购车价。能够

都在 RA 改博会上进行过市场首

引导”的主题，展会划分为御用改

规的形成起到有效的推动。公司

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如此快、好、省的购买到自己喜

发，
展会同期举行的论坛、
对话、
峰

装展区、高端商务定制展区、越野

纪学成总经理在峰会上致辞。乔

如展会宣传，除了传统媒

会等活动见证了我国十年来汽车

皮卡改装展区和改装配件展区。 工、温忆梅副总经理一同出席上

体和户外广告，杭州车展创建

改装产业的发展变化。

劳 伦 士 、泰 卡 特 、巴 博 斯 、 述活动。

了内容丰富、功能齐全的微信

十几年的磨练和成长，杭

纪学成总经理在展会开幕式

STARTECH、ABT、SKN、北汽泰

第十届 RA 改博会由中汽国

平台，借助线下活动，吸引和发

州车展走出了一条汽车文化展

上致辞，他指出，当前中国已经成

普、上汽大通等国际一线改装品

际、汽车品牌科技研究中心、中国

展了众多关注人群，通过微信

示与汽车产品促销相结合的车

为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全球第二

牌均由厂家及总部直接参展。值

房车精装车行业联盟共同主办。

报名、抽奖、购票等多种方式， 展道路，其中种种，都可以学习

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

得一提的是，第十届 RA 改博会

中汽国际的加入为改博会注入了

有效地组织并稳固了大量观

借鉴。而作为公司展览板块的

长足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全新展现了我国本土元素，北汽

新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拉伸了

众，创建了展会专属的自媒体

一线业务员，我们更应该放眼

提高，追求时尚、有个性化的汽车

泰普、上汽大通、北汽福田等知名

改博会的内涵及外延，为快速打

宣传平台，为展会长期发展打

于此，但又不止步于此，扬长避

将成为潮流，汽车改装行业面临

厂家都参与展示了自主改装车。 造中国改装行业风向标展会提供

下良好基础。

短，更好地将杭州车展先进的

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商机。RA

自主品牌主机厂强档进入改装领

上海汽车改装博览会必将成为引

域，标志着我国汽车改装产业进

了有力助推。
展览一部 宋长颖/文

如同期活动，随着车展市
场渐渐趋于饱和，静态的纯展

爱的座驾，这也难怪展会上人
潮汹涌，
一个个摩肩擦踵了。

经验应用到自己的项目和工作
中去。

展览二部 蔡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