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Auto China 2022）（简称 2022 北京车展）
将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 4 月 30 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同时举行，预计总展出面积 23 万平方米。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
入，全球经济和汽车工业进行着深刻调整。夺
目的科技光芒下，汽车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角色已发生转变。自动驾驶和智能交互均已成
为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智能汽车产业生态正
日趋成熟。各大车企纷纷加快在新能源领域的
布局，利用绿色技术、绿色创新促进产业的健康、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能源、数字化、人工
智能等关键技术加速驱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新型消费方式也带来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
式的变革。

中国汽车产业的角色转换，是近年来中国
经济动能转换的缩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
内汽车产业切换赛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持续
多年排名世界前列的销量，不仅培育了消费市

场，更在赛道切换的过程中，促使汽车产业由
政策驱动转变为市场驱动。中国汽车市场具有
广阔的前景，新一轮产业浪潮也赋予了全产业
链新发展的契机。

2022 北京车展将以“遇见未来”为主题，
将展示全球最新产品和技术，前瞻当今潮流发
展及未来趋势，促进中外汽车行业的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推动全球汽车市场的深度发展，畅
想未来绿色、智能的人车生活，用科技实现想象，
以产品勾勒未来，记录新时代的全球汽车产业
在变革中破局创新，在挑战中迎难而上，勇敢、
笃定走向全新未知的每一步！

在这个百年未遇的大变革时代，新旧造车
势力的全面交锋与合作，造车模式的冲突与对
撞，营销思维的融合与转变，以及汽车供应链
领域一批批强者的涌现与更替，为全球汽车工
业未来高质量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原动力。
朝气盎然的北京车展也将伴随蓬勃发展的中国
汽车工业，在时代的巨浪中勇立潮头，在变化
中蕴育新机，砥砺奋进开新局！



2020 北京车展总展出面积达到 20 万平米，共展示车辆 785 台、

全球首发车 82 台（其中跨国公司全球首发车 14 台）、概念车 36 台、

新能源车 160 台（其中中国车企新能源车 147 台）。根据国家有关部门

对大型活动疫情防控的要求和指导意见，2020 北京车展对现场观众数量

做了精准有效的控制。展会期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竺）新馆和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两个展区共吸引观众 53 万人次。展会媒体日

两天共举行了 72 场新闻发布会，共有 18 个国家和地区来自 3045 家机

构的 12786 名记者参与报道了展会盛况。作为 2020 年全球唯一的顶级

国际汽车展览会，在疫情席卷全球，全行业倍受冲击的背景下，北京车

展为业界同仁、为社会各界观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回   顾  2020 (第十六届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展会核心价值：
●  集中、全面、高水平展示全球汽车及相关产业

●  展示国内外汽车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

●  搭建行业交流平台

●  全球媒体广泛关注

●  服务市场、服务广大汽车消费者

展会日程安排：

新闻媒体日

专业参观日

公众参观日

静安庄老馆展期

4 月 21 -  22 日
4 月 23  - 24 日
4 月 25 -  30 日
4 月 21 -  23 日

参展程序：
请各参展单位认真填写参展申请表 ( 见表 1) 和展品清单 ( 见表 2),

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传真至秘书处。各参展单位随申请表寄送产

品样本或说明书两份。

秘书处收到参展单位申请表和展品清单后，会同有关部门对展品

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由秘书处核发参展确认书，参展手册等有关

资料。

参展单位收到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秘书处的“参展确认书”后，

按要求将相关费用汇至指定银行，并按分配的展地进行展台设计和各

项准备工作。



参展单位：
● 乘用车、商用车制造厂、商家

● 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家

● 汽车及相关产品设计机构

● 汽车装饰用品

● 汽车改装用品

● 金融服务机构

● 汽车及相关产品商贸公司

● 汽车行业及相关媒体

参展范围：
● 各种类型的汽车（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及专用车）

● 各种类型的概念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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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车工业环保技术与产品

● 各种汽车用品、装饰件

● 各种汽车维修设备

● 汽车智能网联产品

技术研讨与交流会：
展览会期间，各参展单位可根据需要，申请举办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研讨交流会，有关事项详见“会议室及技术交流申请表” ( 表格 3)

展览会会刊：
秘书处将编印展览会会刊，印量 20000 册。会刊免费刊登参展企业

名录信息，还将提供部分彩色专版广告版位，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详见“会

刊信息及广告登记表”( 表格 4)



标准展台采用国际标准展架，铝合金构架，三面展墙，中英文楣板字，

展台内铺满地毯，两只射灯、一张桌子、一个纸篓、一个 220V/5A 电源

插座。申请标准展台面积最小不小于 9 平方米，12 平方米标准展台可配

两名参展人员。馆内馆外非标准展台 ( 不带任何设施 ) 馆内非标准展台每

平方米 1800 元，馆外非标准展台每平方米 1000 元。非标准展台由参展

单位自行或委托设计、装修。申请非标准展台面积最低不小于 36 平方米。

展位价格：

室内标准展台

室内光地

室外光地

2000 元 /m2 9m2         起租

1800 元 /m2  36m2     起租

1000 元 /m2   100m2   起租

服务支持：
● 会刊广告 ( 见表 4)

● 展览会现场发布各项广告

● 展品运输

● 增租展具

● 特装展台搭建

● 聘请临时翻译和工作人员

● 展商举办专场技术交流会 ( 见表 3)

● 组织邀请观众

● 提供《参展商手册》详细说明参展相关细则

● 在《会刊》中免费刊登参展企业简介

● 在《参观指南》中列示参展企业名称和展位位置

● 协助安排新闻发布

● 提供相关卡／证

● 提供展馆公共区域的日常清洁卫生和保安

● 协助安排订餐服务

● 提供市场信息

● 其他有关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O CHINA 2022

2022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EXHIBITION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Company 公司名称:

Address 地址:

Name 联系人姓名: Title/Department 职位/部门:

Tel 手机: E-mail 电子邮件:

Postal Code 邮编: Website 网址:

Product Line 产品类别:

 Auto Parts部件及组件：□Drive驾驶及驱动 □Chassis底盘 □Car Body车身 □Standard标准件

 Electronics电子及系统：□Motor Electric电机电器 □Lighting systems照明 □Electronics电子系统

 □ Automotive Supplies汽车用品及改装

 □ Maintenance and repair,garage维修、检测及保养

 □ EV Products and Intelligent Networks新能源及智能网联产品

 □ Fina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汽车金融产品及服务

 □ Others其他（请注明）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below where is appropriate. 请填上所需展台面积

Venue 展会场地 Option 选择 Unit Cost 费用 Area required 预留展位面积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静安庄馆) /

CIEC

Package Stand 标准展台

(9/12/15/18sqm四种规格)
人民币 2,000/平方米

# US300/ sqm
____________ sqm平方米

Raw Space 光地展台

(min 36 sqm最少 36平方米)
人民币 1,800/平方米

# US270/ sqm
____________ sqm平方米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 天竺馆) /

NCIEC

Raw Space 室内光地展台

Temporary Hall临时展馆

(min 200 sqm最少 200平方米)

人民币 1,800/平方米
US270/ sqm

____________ sqm平方米

室外光地展台 Open Space

(min 200 sqm最少 200平方米)
人民币 1,000/平方米

#US150/ sqm
____________ sqm平方米

Signature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with company stamp 请盖上公司印鉴)

特别提示：

申请单位请提交申请表时，请将展位费的 25% 汇入展会指定账户，该款项确认。到帐后，参展申请表方可生效（展位费用请参照

收费标准计算）。

Please fax or mail this form to 请交回: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 Ltd.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17F, Chuangfu Building, No.18 Danling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8号创富大

厦 17层

报名联系人：

崔 昂 电 话：010－82606779 13811176217

官 欣 电 话：010－82606797 13910985890

杨月坤 电 话：010－82606891 13011088500

传 真：010-82606883 邮 箱：autochina@sinomachint.com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印制

Space Reservation Form 展位预留表

(Non – Vehicle Section 非整车部份)



联系方式：

秘书处成员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1 号白云大厦 3 层   邮编：100045
Tel： 010-6336 8188 
Fax： 010-6336 8859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丹棱街 18 号创富大厦 17 层  邮编：100080
Tel： 010-82606882, 82606779, 82606890 
Fax： 010-82606883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     邮编：100028
Tel： 010-84600163, 84600164 
Fax： 010-8460016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荣华南路 13 号院
7 号楼（中航国际广场 H5）6 层    邮编：100176
Tel： 010-50911041
Fax： 010-509110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诺德中心 11 号 33 层  邮编：100055 
E-mail:caam@caam.org.cn
Tel： 010-63979900 
Fax： 010-639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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