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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国家战略机遇与“十四五”新政策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要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促进流通，
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西安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发展区位优势突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建设交通强国，引领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加快投资建设，推
动交通与物流网络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加快智慧交通科技进步与交通装备、智能网联产业发展。“十四五”期间，
陕西正在加快交通强省建设，推动西安建设“米”字型综合交通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高质量推进 " 十四五 " 时期国
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推动形成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骨干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骨干多式联运体系，支撑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聚焦西安新发展优势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西安是陆港型、空港型等四种类型的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承载城市，是国家支持建设的五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
是新亚欧大陆桥上重要的陆海联运通道枢纽。发挥西安区位优势，连通全国交通、物流枢纽，共建共享交通、物流
大通道，助推西安加快建设陆空联动、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服务西安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开放新格局，将有利于西安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家中心城市，也将为西部交通、物流业发展创造新机遇。 

主题引领产业发展趋势、服务双循环格局
习近平主席在 2021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本届展会以“通道畅通双循环 智慧引领新发展” 为主题。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物联网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并将
赋能智慧物流、智慧交通实现新发展，引领新的发展趋势和行业变革机遇。服务国家战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物流、交通基础性产业的大力支撑，以提升内外循
环和商贸流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联动行业上下游、促进全产业链合作与升级
从全产业链视角定向精准邀请参展参会客商、专业观众到会，组织配对交流、匹配贸易与合作，联动行业上下游，
搭建促进全产业链合作与升级的平台，在不断提升参展参会效益同时，聚焦行业发展趋势、引导新理念、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在展会平台展示、推介、交流，引领行业向智慧物流、智慧交通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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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机遇与展会亮点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EXHIBITION HIGHLIGHTS

央企、世界五百强、行业知名企业持续参展
近几届博览会，每届均有十余家央企、世界五百强企业和数十家行业知名企业持续、大力度参展，其中设置大型
展台的有：国家能源集团、中国五矿、中国中铁、山东省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唐山港、连云港港、北部湾港、中国中车、
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能建、中核工业、陕西省物流集团、陕西铁路物流集团、陕汽集团等。



         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简称：西部物博会）是经陕西省委、省政府同意并备案保留，由西安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重点展会项目。经过十一届的打造，展会规模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北方和中
西部地区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得到了行业知名企业的持续参展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简称：西安智慧交通展）已与西部物博会同期互动举办五届，持续得到
了众多央企和知名交通企业的大力支持，为广大交通投资建设企业、轨道交通和智慧交通产业领域企业搭建
了投资建设西部，引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地区经济和交通产业的快速发展。

        2022 第十二届西部物博会暨第六届西安智慧交通展，将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17 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
心（浐灞）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通道畅通双循环  智慧引领新发展 ”为主题，将进一步提高博览会规模和层次，
为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交流、投资、合作、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本届博览会计划展出面积 3.2 万平方米，
邀请参展参会单位 400 多家，专业观众 30000 余人次，配套举办会议论坛、推介会、对接会十余场次，并邀请中、
省、市有关领导，兄弟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国家级、省级协会领导，权威专家和知名企业高管莅临演讲，
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投资机遇与热点问题，分享、推介行业最新理念、产品、技术与成果。

         山东省港口集团、中远海运、中国外运、中铁集装箱、中铁联集、中铁铁龙、中国人保、中国邮政、中国铁建、
中国兵器工业、中国一重、中航电测、唐山港、曹妃甸港、北部湾港、连云港港、盐城港、重庆港务集团、国货航、
民航快递、东航物流、西部机场、陕西省物流集团、陕西铁路物流集团、陕汽集团、北汽福田、江西五十铃、
江铃福特、北京金隅集团、天津临港控股、陕西有色、陕西榆林能源集团、西安国际港务区、徐州淮海国际
港务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安高科物流、UTLC ERA（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RTSB 集团、俄罗斯铁
路物流股份公司、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江苏沙家浜金属科技公司、合力叉车、米玛叉车、货拉拉、
SLA 共享物流联盟、山东恒基集团、苏州双祺自动化、宇之龙货架、鼎立信货架等。

         国家能源集团、中国中铁、中国中车、中国五矿、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建筑、中国交建、
中国电建、中国中冶、中国能建、中铁一院、中国电科、中国西电、中国化学工程股份、中核工业、中南集团、
上海宝冶、华西集团、北控集团、宇电集团、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西安建工、广西汽车集团、北汽昌河、
太平洋建设、大唐集团、优信集团、上海建工、长安大学、华设设计集团、中交兴路、同方股份、中兴股份、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西安轨道交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航投、西安公交集团、首汽集团、摩拜单车、
哈啰出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长安银行、招商银行、渤海银行、陕西交投、
东华软件、江苏豪纬集团、江苏快乐电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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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介绍
EXHIBITION OVERVIEW 

知名展商（往届）
WELL-KNOWN EXHIBITORS (PREVIOUS)



本届展览计划
THIS EXHIBI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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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名称：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  第六届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
展会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 17 日              展会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规模：展出面积 32000 平方米

展位收费标准

展位规格

标准展位（3m×3m / 个） 9800 元人民币 / 个 1800 美元 / 个
室内空地（36m2 起订）

标准展位 ：组委会负责基础展位搭建，提供：展位三面围板、楣板、洽谈桌一张、折椅两把、射灯两只、10A 插座 1 个。
空地展位 ：组委会只提供室内空地展位，不提供任何配置，由参展单位自行或委托搭建商负责展台的设计、搭建布展等。

980 元人民币 / m2 200 美元 / m2

国内展商 国外展商

大交通项目投资、规划与建设展区
铁路、公路、桥梁、航空、车站等交通项目投资与建设企业；参
与陕西、西安交通基建项目有关规划、投资、建设有关企业。

轨道交通、城际高铁等新基建展区
高铁、地铁、轻轨、云轨等轨道交通投资建设与运营企业、设备
制造企业与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企业，新能源充电桩企业。

智慧公路与网联汽车产业综合展区
高速路网监测、ETC 不停车收费系统、交通流量采集、视频监控、
LED 显示屏、无人驾驶、车路协同、新能源汽车等。

智能交通融合技术、智慧城市综合展区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交通应用解决方案 ；智
慧城建、智慧公交、智慧停车等。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及产品展区
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视线诱导设施、防撞诱导、减速带、屏
障 / 护栏系统、反光材料、路面画线机械、应急设备等交通安全产品。

第六届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

展出范围

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中欧班列、集装箱、多式联运展区
中欧班列等各类班列运营和服务商，集装箱运输企业，海铁联运、
陆空联运、公铁联运、路桥综合运输及多式联运企业。

海、陆、河港与物流枢纽城市展区
沿海、沿江港口，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及园区（陆港型、港口型、
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建设成果展示、推介。

空港、临空型经济、航空物流展区
空港与空港经济区、机场、航空货运物流中心，航空公司、航空
物流企业，航空物流货代、仓储及配送、航空物流服务。

物流金融、平台、地产、园区展区
物流金融服务企业（各大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知名物流平台、
物流地产、物流综合体、保税物流中心、物流园区。

智慧物流、物流新技术与设备展区
智慧物流技术与解决方案，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仓储、
搬运、包装、捡选技术设备，AGV、叉车、托盘、货架等。

冷链生鲜、医药、汽车等物流展区
冷链生鲜、农产品物流、城市配送，医药物流，汽车供应链物流，
电商物流、智能快递柜，货运代理、三方物流等。

物流运输车辆、新能源物流车展区
重卡、轻卡、微卡、面包、厢式运输等物流运输车辆，新能源物
流车辆及绿色城配服务，冷链物流车辆及配套产品服务。



本届会议活动计划
ACTIVITY PLAN OF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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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元 / 位（可参加所有会议论坛活动）

会期服务：会议自助午餐（15 日、16 日），西安机场接 / 送机，西安火车站、高铁北站接 / 送站。
会议资料：资料提袋 1 个、《会刊》1 本、《参会指南》1 本、参会证件 1 个。
考察活动：博览会参观考察活动组织工作、车辆安排等费用。
会务组织：会议策划、筹办组织，场地租赁搭建，嘉宾邀请接待等会务组织费用。
费用不含：酒店住宿及其它餐饮服务等。

参会收费标准

博览会开幕式（9:00-9:50）                           领导、嘉宾巡馆活动（9:50-10:50）  陆港经济大讲堂（11:00-12:00）

第二届共建“一带一路”陆海联运大通道合作论坛暨中欧班列与多式联运峰会
主题：链接枢纽网  共建通道网  畅通双循环

第二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铁新基建发展论坛暨 5G 智慧交通与交通大数据技术应用峰会
主题：�G 时代 智慧交通引领基建新发展

本届博览会“参观考察活动”

首届西部智慧物流与智能制造融合创新发展论坛
主题：数智赋能，推动高质量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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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往届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EXHIBITIONS

上届重点数据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政府、协会，大企业参观团

签约项目、对接合作项目参展物流、交通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央企、世界 500 强企业

展会增长数据

参观人次

35，000

36，000

41，000

2019 2020 2021

参展参会单位

2019 2020 2021

312
342

406

观众参会目的

往届展商评价

我们跟陕西这个互动就是促进内循环，并且利用港口这个枢纽性基础性的设施，来助力我们经济发展，同
时我们也感受到西安为代表的整个陕西大的区域经济强劲增长，所以我们对这个地区发展，对西安的发展，
我们不仅看好，而且十分有信心。

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李奉利

我们“十四五”的蓝图已经规划，也把 2035 年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长期目标已经确立，在
此期间，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此次博览会也是带领整个
物流行业开启“十四五”的新篇章，尤其在疫情常态化时期，博览会的举办能够给全行业提供充分的信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展会，能够给全世界展示国家的信心，意义重大。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康凤伟

本次展会由西安市政府主办，众多优秀单位参展，专业性更强，是一场联通海陆空物流供应链和智慧交通
新基建的行业盛会，更加全方位的展示物流行业前沿趋势。我们本着助力物流产业升级发展，顺应市场的
多元化发展的目标。通过本次展会提高受众对产品更广泛的认知。

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国内销售经理  任雪

陕西省已经制定的“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绘制宏伟蓝图，我们在能源电力规划、基
础设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乡镇振兴、装备制造、数字化转型方面有综合优势，高度契合
陕西省发展需求，我们下一步将全方位加强与陕西省的对接，力争为美丽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
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余英

与供应商会面交流、寻求新供应商
寻找合作方、采购产品或服务
市场调研、了解行业新动态
参会交流、参观学习
参观展会以评估下次是否参展
其他

���
��

���

��
��

���

专业观众参观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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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会议论坛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CONFERENCES AND FORUMS

演讲嘉宾



往届会议论坛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CONFERENCES AND FORUMS

07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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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领导（部分）
ATTENDANCE  LEADERSHIP (PART)

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办特派员 胡剑萍

陕西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  刘重社唐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付振波

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  陈长春

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明远

陕西省交通厅二级巡视员  鲁会劳

陕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赵 璟 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玉苏甫江



嘉宾名录（部分）
GUEST  LIST (PARTIAL)

刘国跃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杨     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赵吉斌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董事

杨吉平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总书记、总经理

贾晋中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

霍高原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马德亮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孙正甫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宣国宝
唐山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克生
曹妃甸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增强
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延宏
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赵国智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海涛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利铭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林金淑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赵    军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小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王恩森  
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分会会长

李牧原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卫   勃
西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伟
西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牛长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副行长

 李定伦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副总

周正雄
江苏盐城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浩宇
渤海银行西安分行行长 

卢剑鸿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副总经理

阿列克谢 · 尼古拉耶维奇 · 格罗姆
UTLC ERA 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总裁

康凤伟
国家能源集团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贾福宁
山东港口青岛港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江南
山东港口日照港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海军
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志国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姜    开
山东港口烟台港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刘南安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黄    卫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    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市场销售部总经理

刘    洪
中核华辰建设集团纪委书记

 余    英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副总 

 石艳军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市政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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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名录（部分）
GUEST  LIST (PARTIAL)

王    彬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碧君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沙浪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副总经理 

杨京博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投资开发部部长 

王朝友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成本管理部部长 

杨    健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  

李    政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吉敏廷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周仕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冶中西北区域总经理     

刘洪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马    毅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总经理

 焦    莹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周    明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高小强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公司副总经理 

彭    磊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山创业董事长

范东涛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赵红旗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向前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唐祖国  
江苏沙家浜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伏晓兵  
中国华西企业公司西安综合经理

 汤国辉
山东高速齐鲁号欧亚班列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安娟芳  
工商银行西安分公司普惠部总经理

 吴     松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四建西北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韩     飞 
陕西达美轮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吕文忠  
甘肃省民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胡文辉 
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建林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副总 

王玉莲
南通港口集团副总经理 

景雪飞
北京远通信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学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行业方案总监

彭怀湘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韩    旭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交通行业解决方案专家

路新科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事业部总监

王俊毅
SLA 共享物流联盟 CTO

马海腾
西安市道路货物运输行业协会会长

党    栋
长安大学科技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夏祥林
陕西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毛国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慧交通研究院院长

张    陵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副校长

孙发明
金川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展会往届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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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介、宣传展会
MULTI-CHANNEL PROMO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EXHIBITION

200 多家社会媒体，300 多家行业媒体、自媒体等持续报道宣传

在西安市核心 LED 大屏、物流园区等大面积投放展会广告

中、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网站，行业协会网站发布、推介展会

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多轮次、专题报道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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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合作行业媒体（部分）
EXHIBITION COOPERATION INDUSTRY MEDIA (PARTIAL)



展会官网 展会官微

电     话：86(029)-88086358 / 18192586688
网    址：www.xibuwubohui.com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欧亚大道150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