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 12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总 体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建

设现代流通体系的决策部署，紧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发展机遇，

发挥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大通道中的重要枢纽作用，强化

流通大通道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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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

加快西安国际门户枢纽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定于 2022年 9月

15日—17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 12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

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西部物博会）。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主题

通道畅通双循环 智慧引领新发展

二、时间、地点及规模

时间：2022年 9月 15日—17日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规模：展出面积 2万平方米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组织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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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贸促会

（三）承办单位：西部国际会展（西安）有限公司

（四）西部物博会执委会

为保障本届西部物博会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开展，成立西部物

博会执委会。组成如下：

主 任：黄 强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主任：黄晓华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选民 市商务局局长

李西宁 市发改委主任

李初管 市工信局局长

张 健 市交通局局长

刘三民 市国资委主任

郝生旺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冉红斌 市贸促会一级巡视员

成员单位：市外办、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交

通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贸促会、市

投资局、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大数据

局、市金融工作局、市政府新闻办、市邮政管理局、国际港务区

管委会、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委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市轨道集团、西部国际会展（西安）有限公司。

执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负责本届西部物博会总体策

划、综合协调、文件起草、后勤保障等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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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相互协作，全面做好本届西部物博会招商招展、会务组织、宣

传推介、安全保卫、卫生防疫和接待服务工作。

四、展会活动

（一）展览展示

物流产业展区：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中欧班列、多式联运；

海港、陆港、河港、集装箱、海铁联运、临港经济区；空港、临

空经济区、航空物流、货运代理；物流枢纽（城市）、物流地产、

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物流金融、物流平台、供应链物流；

快递、跨境电商、电商物流；医药物流、生鲜冷链物流、城市配

送；物流技术与设备、智慧物流解决方案；物流车辆、新能源物

流车及配套设施、绿色城配；物流信息化技术与服务、物流人才等。

智慧交通展区：城市大交通规划、投资、建设企业；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运营与配套企业；城际高铁建设、运营与配套企业；

5G技术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应用，智慧交通技术与解决方案，交

通大数据企业；智慧交通物联网平台、信息平台、监控平台等；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停车、智能驾培、立体停车库、智能停车解

决方案；公路 ETC产品、道路交通管理与安全监控等。

（二）重要活动

1．第 12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开幕式

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9∶00—9∶30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2．第 12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嘉宾巡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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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9∶30—10∶30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3．第 6届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同期举办）

时间：2022年 9月 15日—17日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4．专题会议、论坛、活动

（1）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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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年 9月 15日下午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2）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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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年 9月 16日上午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3）2022西安智慧停车高峰论坛

时间：2022年 9月 16日上午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4）首届西部智慧物流与智能制造融合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2022年 9月 16日下午

地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5）第 12届西部物博会参观考察活动

时间：2022年 9月 1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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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西安重点物流枢纽、园区、企业

五、工作分工

（一）市商务局负责活动的总体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二）市外办负责指导市商务局做好重要外宾接待工作。

（三）市政府新闻办负责邀请国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做好活

动宣传工作。

（四）市发改委（市物流办）负责组织市内重点物流企业参

展参会。

（五）市工信局负责协调各区县、开发区组织辖区内有关汽

车、装备制造企业参展参会。

（六）市交通局负责组织市内交通运输企业参展参会。

（七）市住建局（市轨道办）负责协调市轨道集团参展参会。

（八）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市内乘用电梯、载货运输电梯

企业参展参会。

（九）市贸促会负责邀请外省市城市同系统单位、协会、商

会及境外协作机构组织企业参展参会。

（十）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做好现场安全保卫等工作。

（十一）市城管局负责协调在市内重点区域设立、布置展会

活动广告工作。

（十二）市金融工作局负责组织协调各大银行西安分行、各

保险企业西安公司等金融机构参展参会。

（十三）市投资局负责组织各区县、开发区对接国内外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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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知名企业，协调洽谈合作、促进投资等工作。

（十四）市邮政管理局负责组织市内邮政系统企业及快递企

业参展参会。

（十五）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协调市疾控中心专家指导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十六）高新区、经开区、国际港务区、航天基地、航空基

地、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委会负责集中展示我市交通物流相关领

域的发展状况、机遇、招商引资政策和发展成果。各区县政府负

责加强宣传动员，精心组织各自辖区内的物流园区、重点交通物

流企业参展参会、参观学习交流。

（十七）西部国际会展（西安）有限公司负责会议展览策划、

参展参会客商及采购客商邀请、专业观众组织、招展招商组织、

参展参观接待和组织服务、会务执行服务等工作。

六、运作方式

按照“政府主办、部门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

七、联络工作

西部物博会执委会办公室各单位联络人员：

市商务局：马徐浩 （029）86786543

市发改委：梁乃军 （029）86789220

市工信局：李文龙 （029）86788967

市交通局：李海翔 （029）86787324

市国资委：林 泉 （029）86787792

市市场监管局：宋佳亮 （029）8187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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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贸促会：张静 （029）87222272

执委会秘书处：惠和平 18192586688

电 话：（029）88086358

传 真：（029）88086106

地 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欧亚大道湾流别墅 24-11别墅

官 网：www.xibuwubohui.com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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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交通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贸促会，市外办，市投资局，市

人社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政府新闻办，市

大数据局，市金融工作局，市邮政管理局，各区县政府，高新

区、经开区、国际港务区、航天基地、航空基地、西咸新区空

港新城管委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部国际会展

（西安）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