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

展览时间：2015 年 11 月 26-28 日

展览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组织单位：中国国际物流节组委会、成都物流办、成都博览局、物流时代周刊

承办单位：界上传媒集团、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物流节：
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主办，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五大部委支持的中国国际物流节暨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自

2003 年创办以来，秉承“为城市和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搭建物流平台”的宗旨，坚持“权威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多样性”

的品牌特色，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宁波、昆明、武汉、海口、连云港等城市成功举办过十一届，为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性

物流行业盛会之一。

展会介绍：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是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主办的物流运输行业的专业展览会，展会自 2015 年起逢奇数

年连续三届在成都举办。作为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物流行业展览会，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锁定

物流交通与运输市场，辐射全国，为包括城市物流、物流服务企业、物流装备与技术企业、物流金融与投融资企业、物流

教育、科研、培训企业等在内的参展商搭建了与物流行业采购商完美互动，达成有效商业合作的高效平台。展会同期还将

举办中国国际物流节活动，一节一会相得益彰，精彩诠释中国物流行业年度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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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平米展出面积，物流会展行业大事件，2015 物流旗舰展会

作为集中领军企业、汇聚尖端科技、前瞻性应用、业内瞩目的运输与物流业全产业链采购交流平台，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无论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观众等方面均将全速增长。

500 家国内外领先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国物流力量

由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中铁快运

股份有限公司、联邦快递、顺风速运、中国电信、IBM 等国内外知名物流服务企业领衔的 500 家

业内及相关行业精英企业，将悉数亮相，集中展示企业品牌及服务实力。

25000 名专业买家，物流供应链企业及制造业货主企业力邀参与

凭借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多年积淀的物流产业链数据资源以及《物流时代》行业媒体资源

优势，组委会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全面铺开博览会的专业观众邀请工作，并通过呼叫

中心的电话邀请业务，对产业链用户进行一对一的邀请，展前确认目标客户参观意向并提前邮寄

博览会门票、证件及观展确认号码。

3000 名参会代表，共话行业热点话题，深度互动交流

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同期将举办的中国国际物流节会议论坛系列活动，包括物流全球论坛、

城市物流大会、物流跨境电商大会、物流投融资大会、冷链物流论坛等高端专题活动，将吸引行

业内重要买家前来参与。在参展、参会的同时，与参展企业进行深入互动交流。

五大展示主题，覆盖交通运输与物流全产业链服务领域

包括城市物流、物流服务、物流设备与技术、物流金融、教育咨询培训在内的五大展示主题，渗

透物流行业各个领域。更多种类行业细分、更广泛产品服务涵盖，令企业展示更加鲜明，目标观

众清晰分辨，增加更多商业合作机会。

六大类型活动，展、会、奖、行、赛、大讲堂，构建全方位行业会展平台

中国国际物流节集展览、会议论坛、奖项评选、参观考察、技能竞赛、教育培训等活动于一体，

是物流行业信息、资讯、互动、合作的全方位平台，成为物流行业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引发业

界广泛关注。

为 何 参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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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展示内容

特设三大特色展区

城市物流

物流园区、基地

公路交通运输枢纽

铁路交通运输枢纽

航空港

航运港口及码头

城市环保物流

综合物流服务

公路运输服务

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航运运输服务

快运快递及信函包裹邮寄

仓储、转运服务

物流安全服务

物流基础设施

物流包装

物流租赁服务

能源、燃料服务

物流金融

银行

物流金融机构

物流信托、贷款

物流投融资服务

物流保险服务

物流装备与技术

公路、铁路、船舶等交通运输车辆、设备

装运机械设备

包装与分拣设备

仓储及传送设备

集装箱、货柜、货架、托盘等仓储用品及附件

远程信息处理系统

通讯、数据处理系统

物流配送系统

物流自动化控制系统

物流电子商务系统

标签、条码识别技术

教育、咨询与媒体

物流人才培训、留学机构

物流咨询、科研机构

职业技能学校、培训中心

大专院校

行业媒体

跨境电商物流展区 - 解决跨境电商包括配送时间长、货物无法全程追踪，不支持退换货，出现清关障碍没，货物破损、丢

包等方面的物流层面问题。

冷链物流展区 – 为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冷链物流的原材料采购、产品储存、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实现对整个过程实施智

能化监控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物流自动化展区 – 涵盖输送工具、工业机器人、仓储设施及通信联系等高性能相关设备，利用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相互制约，

构成有机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系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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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部分参展企业

历届部分参展城市

0

5

北京市、上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州市、成都市、南京市、宁波市、昆明市、武汉市、海口市、沈阳市、济南市、青岛市、

呼和浩特市、福州市、合肥市、长沙市、郑州市、南宁市、贵阳市、兰州市、三亚市、唐山市、包头市、徐州市、中山市、

鄂尔多斯市、烟台市、临沂市、德州市、嘉兴市、岳阳市、咸阳市、榆林市、崇左市、菏泽市、襄阳市、泸州市、铜陵市、

钦州市、酒泉市、黄山市、乌兰察布市、铁岭市、赤峰市、盘锦市、南通市、张家口市、自贡市、大同市、邢台市、宜宾市、

商丘市、景德镇市、天门市、张家港市、黄石市、义乌市、太仓市、防城港市、如皋市、敦煌市、奎屯市、清镇市、广汉市、

咸宁市、伊春市、双鸭山市、阿尔山市、海安县

上海优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

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中通速递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浙江和易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台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公司

PANTONE 2627
C77 M100 Y0 K31
R69 G30 B99

PANTONE 172
C0 M75 Y100 K0
R210 G112 B51

圆通主标志色彩搭配

成都市龙泉驿区物流中心
管委会

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
管理委员会

仲量联行

普洛斯投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沈阳保税物流中心 苏州传化物流基地

溧水航空物流国际社区 江西洪甬国际物流园

上海丰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航空公司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大韩航空

金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集诺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运泽化工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山汉物流（上海）有限公司高合（厦门）物流有限公司

厦门万翔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东风商用车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斯堪尼亚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临商银行宁波通商银行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宝霖国际危险品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际远物流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卡尔玛港口机械（深圳）有限
公司

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

中铁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招商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远成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观众来自

往届数据

行业内专业观众 货主企业观众

物流服务企业 铁路、航运、

空运企业
运输服务企业 仓储、配送公司

食品、饮料、
纺织、家电、
电子、家具、

五金建材

机械设备制
造、连锁经营、
零售业等货主

企业

专业观众总数据分析

37% 41% 5% 8% 3% 2% 4%

物流行业专业
观众

货主企业观众 金融投资、教
育科研机构

地方政府及物
流主管部门 

行业商、协、
学会

行业媒体 其他

专业观众在物流物流相关服务
及产品采购过程中的职责

34%

31%

6%
采购决策

采购推荐

收集相关资料

其他

专业观众参观展会的主要目的

采购 / 订购产品
设备及服务

28%

寻找新的服务商及
合作伙伴

与现有服务商及合作
伙伴会面

出席展会同期的会议
论坛及相关活动

25%

收集市场信息 / 了解行业趋势
及新产品、新技术 

其他

6

29% 2% 21%
12%

12%

全方位宣传推广计划，力邀专业观众参与

力邀知名货主企业包括

通过邮寄和活动派发的形式，展前发送 30000 份邀请函及博览会门票，

邀请专业观众参观展会。

根据不同宣传阶段，发送以电子邀请函、展会快讯、展会预览为内容

的共 100000 封电子邮件，覆盖数据库中近 30000 条行业数据。

展前通过群发邀请短信及提醒短信进行宣传，覆盖数据库中 16000 余

条有手机号码的观众数据。

展会官方网站全程报道展会进展，开放网上注册通道，通过搜索引擎

推广提升网站点击率及浏览量。

呼叫中心全面介入专业观众邀请工作，一对一电话邀请专业观众，实

现展前 10000 名专业观众预先登记。

物流时代官方微信开通微展会页面，全程报道展会，发布参展企业最

新资讯，覆盖 50000 业内粉丝。

30 家物流相关行业媒体，30 家平面媒体及 200 家网络媒体全程报道

发布展会资讯。

举办地政府、成都物流办、博览局全力支持配合，将特别组织庞大的

专业买家代表团参观展会。

宣传推广

通用电气公司

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现代重工集团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公司

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红塔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纺织 ( 集团 ) 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宏达集团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化医控股 ( 集团 ) 公司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锡业集团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潞宝集团

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环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大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南华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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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费用 内容

标准展位 3×3=9 平方米 RMB 8000/ 个
三面围板 3m×3m×2.5m、咨询桌 1 张、椅子
2 把、40w 日光灯或射灯 2 只、220V/5A 插座
1 只、参展商中英文楣板一块

光地展位 36 平方米起订 RMB 820/ 平方米 不含任何搭建及装潢，参展商自行搭建

标准展位角位费 展位双面开口 RMB 500/ 个

国际标准展位 3×3=9 平方米 € 2150/ 个
三面围板 3m×3m×2.5m、咨询桌 1 张、椅子
2 把、40w 日光灯或射灯 2 只、220V/5A 插座
1 只、参展商中英文楣板一块

国际光地展位 18 平方米起订 € 230/ 平方米 不含任何搭建及装潢，参展商自行搭建

国际光地展位角位费 展位双面开口 € 100/ 个

展位价格 参展流程

标准展位示意图

相关服务

参展企业填写参展申请表，
提交展位需求

主办方确认相关费用，
协调确认展位

参展企业凭参展协议现场
参加展会

参展企业将参展协议签字盖章
发回主办方

主办方发出参展协议

参展企业在协议签字盖章后 10 个
工作日内向主办方支付参展款项

会刊服务：参展企业及产品文字信息，将被收录进展会会刊并注明展位号，

作为专业买家与企业在展中、展后联络的工具书。

奖项推荐：参展企业可获得组委会推荐参评 2015 中国物流业大奖相关奖

项评选资格。

活动赞助：为参展商提供现场相关活动赞助的机会，增加对展商及产品的

宣传。

广告服务：为参展商提供展前及展中广告服务，并可提供物流节官方媒体

《物流时代》广告服务。

会议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产品推介会、项目说明会议及其他相关会议的组

织和服务，并可提供相关配套会议演讲机会。

商务考察、对接：为参展商提供重点物流项目考察的机会，并可根据展商

需要，安排与相关领导和企业高层见面、会谈。

其他服务：提供翻译、机票预定、车票预定及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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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处我国西部地区的核心地带，是承接东部、联结西部的桥头堡。对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市场辐射范围约 130 万平方公里，覆盖人群超过 2 亿人。

作为国家物流中心城市的成都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商品流通活跃，特别是在发展物流方面，“成都奇迹”、

“成都速度”、“成都模式”，享誉海内外。这片热土，已经成为物流商家必争之地，蕴藏着无限机会和可能。

中国国际物流节继 2008 年之后，再次在成都举办，并将逢单数年，连续举办三届（即 2015、2017、2019），

使成都市实现中国国际物流节战略目标的着力点更加坚实，特色更加鲜明，更加值得业界期待。

从物流市场的需求上看，货运需求增长，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给成都的物流运输业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中欧班

列“蓉欧快铁”的稳定运行增强了四川和成都的对外贸易能力，让成都所在的盆地变为高地，由内陆变为了口岸。

成都正信心满满的努力打造内陆物流港口城市，力争把成都建设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全国第四个区域

物流中心，以及面向欧洲、中亚的货物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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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打造国际品质展会——中国国际物流节携手德国慕尼黑亚洲物流双年展

为打造物流行业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会展平台，中国国际物流节组委会与德国慕尼黑展览有限公司达成深度合作

并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 2015 年至 2020 年，双方将连续 6 年合作举办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及慕尼黑亚

洲物流双年展。

慕尼黑展览有限公司在中国拥有丰富的办展经验，其主办的全球最大物流展 transport logistic 的亚洲版，自 2004

年首演以来，亚洲物流双年展紧随市场发展，坚持打造无缝对接海陆空全球物流产业链的物流展会。展示范围涵盖物

流服务、物流地产、航空货运、公路运输、港口和船运物流、物流设备，已一跃成为亚洲领先的供应链和物流展会。

2014 年亚洲物流双年展，吸引来自全球 800 家展商和近 2.5 万专业观众，在 5 万平米的展示空间共商亚太物流供应

链发展趋势。

通过此次强强合作，亚洲物流双年展的参展企业也将亮相成都，全面提升本届博览会整体规模及国际化程度。加之中

国国际物流节已确定三届举办地落户成都，中国国际物流节会展活动将于奇数年在成都举办、偶数年于上海举办，实

现横跨东西，辐射全国的物流业会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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