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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ing To A New Era

定义 汽车新生活

2020（第十六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 2020 年 4 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同时举行，预计展出面积 22 万平米。

2020（第十六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联合承办。

北京国际车展（Auto China）自 1990 年创办以来，每逢双年在北京举行，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4 届，成为当今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汽车大展，是国

际汽车业界具有品牌价值的、全球著名的汽车展示、发布及贸易平台之一，是中外汽车业界在中国每两年一次的重要展事活动。

2018 北京车展的主题是“定义汽车新生活”。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新能源的研制和开发、新材料的广泛使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创新

技术与汽车产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技术、新产业在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

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和创新产品，巨大的产业变革催生了新的汽车文明和理念，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已经由概念转入实际应用，新的竞争格局在

全面重塑。2018北京车展将是对当今汽车工业在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进入新时代的一次完美解读与诠释。

2018 北京车展的时间安排：2018年 4月 25日、26日是新闻媒体日，展会专门接待来自海内外的媒体记者；4月 27日、28日是专业观众日；4月 29日

-5月 4日是公众参观日。

在中外汽车界、相关业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下，上届的 2016 北京车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展出总面积达到 22万平米，来自全球

14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多家整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企业参展，展示了 100多个品牌的 1179台车辆。在 112台首发车型中，中国车企全球首发车 79台（跨

国公司 33台）、概念车 46台（中国车企 26台）、新能源车 147台，吸引观众共 81.5万人次。无论是展出面积、品牌数量、首发车型数量，还是观众人

数等关键性指标，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北京车展主、承办单位向多年来对北京车展给予鼎力支持和热诚参与的中外汽车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感谢。

2018 北京车展主、承办单位将继续秉承“展品精、品牌全、国际化”的办展理念和特色，融合、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办展经验，强化、提升北京车展的组织管

理和服务水平，努力增强北京车展这一品牌展会的生命力，凝聚各方力量将北京车展打造为促进经济发展、传播汽车文化、彰显中国实力的优质展示平台。

2018北京车展将持续以充满朝气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和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为背景，全面展现全球汽车工业的最新前沿技术，让观众强烈感受汽车在智能

化、电动化、网联化方向发展的变革冲击，完美领略创新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未来生活感受。我们将携手国内外汽车业界同仁，共同促进中外汽车业界

的交流与合作，期待与中外汽车界、相关行业、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朋友在北京 2018年的明媚春天再次相见！

2020（第十六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 2018 年 4 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同时举行，预计展出面积 22 万

平米。

北京国际车展（Auto China）自 1990 年创办以来，每逢双年在北京举行，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5 届，成为当今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汽车

大展，是国际汽车业界具有品牌价值的、全球著名的汽车展示、发布及贸易平台之一，是中外汽车业界在中国每两年一次的重要展事活动。

为期 10天、两年一届的 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5月 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北京车展新老两个展馆展出

面积达到 22 万平米，吸引了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家参展商。展会共展示车辆 1022 辆、全球首发车 105 辆（其中跨国公司全球首发

车 16 辆，跨国公司亚洲首发车 30 辆）、概念车 64 辆、新能源车 174 辆（其中中国车企新能源车 124 辆），共吸引观众 82 万人次。本届北京车展

共举行了 94场新闻发布会，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 3194 家机构的 13563 名海内外媒体从业者参与报道，包括不少自媒体。

以“定义汽车新生活”为主题的本届北京车展聚焦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的融合发展，展示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所带来的

行业变革，描绘出人们对新出行方式和汽车新生活的美好愿景。作为中国两大国际顶级车展之一，本届北京车展在展出品牌、展车数量、展车品质、

观众人数等关键性指标上，继续保持全球顶级车展领先水平。

2020 北京车展主、承办单位将继续秉承“展品精、品牌全、国际化”的办展理念和特色，融合、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办展经验，强化、提升北

京车展的组织管理和服务水平，努力增强北京车展这一品牌展会的生命力，凝聚各方力量将北京车展打造为促进经济发展、传播汽车文化、彰显中

国实力的优质展示平台。

2020 北京车展将持续以充满朝气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和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为背景，全面展现全球汽车工业的最新前沿技术，让观众强烈感受

汽车在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方向发展的变革冲击，完美领略创新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未来生活感受。我们将携手国内外汽车业界同仁，共同

促进中外汽车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期待与中外汽车界、相关行业、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朋友在北京 2020 年的明媚春天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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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面积超过

230000 平

方米

2018 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回顾

参展企业

1600 余家

来自全球14 个国家和

地区

展出车辆 1179 台

参 观 人 次 达 到

900000 人次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0 名记者

展

品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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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类型的汽车（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及专用车、概念车）

◆ 各种汽车零部件、总成、模块及系统

◆ 各种汽车制造设备，工艺装备

◆ 各种检测、测试、实验仪器和设备

◆ 计算机开发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新材料

◆ 汽车工业新能源技术与产品、汽车工业环保技术产品

◆ 汽车工业环保技术与产品

◆ 各种汽车用品、装饰件

◆ 汽车智能网联相关产品



车展亮点 智行未来

●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

纯电动车

混合动力车辆

氢燃料电池汽车

各种低排放环保节能车型

●核心部件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

电动汽车控制系统

动力电池

●充电设备

充电桩（充电机）

充电桩相关配件

充电桩管理监控系统

●节能环保材料

汽车节能环保新材料

◆智慧交通

交通信息服务商

物联网/车联网平台

通信服务运营商

大数据

◆定位及地图技术

北斗终端与芯片

GPS 终端与芯片

LBS 位置信息服务导航设备

电子地图

◆出行及互联网+服务

共享汽车平台

网约车平台

新车及二手汽车电商平台

UBI 车险服务平台

■无人驾驶设备

无人驾驶汽车，智能驾驶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特种

车辆、无人驾驶配送车、无人驾驶航空设备等；

■智能辅助驾驶

环境感知系统，传感器，雷达系统（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

高精度导航系统，高精度定位系统，视频摄像头，激光测距仪，

夜视仪，红外照相机设备，车载信息技术，车载电脑，车辆控

制技术，预防碰撞系统，车道保持系统，立体视觉系统，自动

泊车系统，电磁控制系统，智能汽车电子，人机交互系统，车

联网平台，智能交通技术及设备等；

■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人与自动化，人机交互系统，无人驾驶汽车，自动驾

驶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智能识别技术，智能控制，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实验、科研机构；

无人驾驶科研机构:

无人驾驶科研学院，无人驾驶实验室，无人驾驶行业媒体等；

新能源技术 移动互联 智能辅助驾驶/无人驾驶

◆

未来，汽车不再是简单的出行工具，而是向承载折出行、生活、娱乐、办公等场景的智能移动空间，与之紧密结合的是新能源技

术、物联网（车联网）、自动驾驶、通讯、人工智能、地图与定位等，而以汽车共享为代表的未来出行体系将是这些先进技术落定、

技术验证最佳的场所。



观众邀请

为什么选择北京车展

● 中国两大顶级车展之一，汽车行业内盛会。

● 中外车企高度重视集体发力对北京车展予以高度重视。

● 高峰论坛聚焦产业未来 集聚了国际国内 50 余名汽车生产厂商高层及行业内嘉宾 400 余人齐聚“紫禁之巅”，现场座无虚席.

● 新能源汽车亮点倍出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中国已连续两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生产国和第一大市场。

众多车企都将本届北京车展作为其最新汽车技术的展示舞台。

● 智能互联汽车无人驾驶等新科技备受关注 作为 A级车展-北京车展是前沿技术最高展示殿堂之一。

● 各方通力协作运营有序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具有举办国际性大型展会的实力、经验和基础条件。

◇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厂商 ◇汽车制造厂采购部及研发部

◇汽车零部件及附件生产商 ◇充电站运营商

◇房地产、停车场、机场及大型物业公司 ◇公交、出租车、物流运输公司单位、

◇设备生产商、代理、经销商及贸易公司等 ◇分销及经销商

◇汽配城买家团 3S、4S 店 ◇政府、产业投资、院校、研究院等相关人员

◇汽车修理，维修及改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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