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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届中国交通用铝展览会

展会概况

一、基本信息

·时间：2018 年 3 月 28 日-30 日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周期：一年一届

·主题：延伸产业链，拓展深加工，扩大铝应用

·规模：+25，000 ㎡

·展商：+300 家

·观众：+35，000 人次

二、组织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协办支持：国际铝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轮委员会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忠旺集团

丛林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裕航特种合金装备有限公司

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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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单轨协会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材料学会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三、展会介绍

·引领交通工具轻量化潮流趋势

当前，低碳环保和绿色制造成为全球共识，交通工具轻量化正

加速推进。铝材料以其具有的性能优势，成为交通工具轻量化的最

佳材料选项。近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始终致力于扩大铝消

费，而交通运输领域成为重中之重。一方面，铝材料对交通运输行

业加强节能环保、加快轻量化进程、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及提高运输

效率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汽车、航空航天、轨道船舶

等用铝量不断扩大，也为铝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产业风标，打造中国交通用铝第一展

中国交通用铝展始创于 2015 年，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为

扩大铝消费为举办的专业大展，迄今成功举办三届。展会已经成为

引领中国高端交通用铝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为铝工业和交通运输装

备制造业搭建了一个高效的技术和商贸平台。同时，展会对进一步

培育用户市场，扩大铝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业巨头汇聚重庆

展会将邀请全球领先的高端铝材料企业赴渝参展，展示其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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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用铝产品。邀请汽车、轨道车辆等终端用户设立联合展示专

区，展示轻量化应用成果。展会将汇聚顶尖的技术产品，为行业用

户提供完整的轻量化解决方案。

·与优质买家面对面，拓展深加工应用市场

展会将力促展商与汽车、航空航天、船舶、轨道车辆等领域的

研发、采购部门负责人，技术高管等拥有决策权的观众面对面交流，

供需双方将在整体解决方案、先期介入、个性化需求、协同研发、

本地化加工配送等方面展开深入对话。助力展商把握用户核心需

求，拓展商机。

·深耕核心用户市场，扩大贸易成交

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家重

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在汽车领域，

重庆作为全国最大的汽车产业基地，在 2016 年以 316 万辆的产量

继续领跑全国。以重庆为中心，整合周边的四川、湖北、广西、广

东等汽车产业重镇，共同构筑了庞大的汽车用铝市场。此外，重庆

在轨道交通、通用航空等交通装备制造业均具备一流的产业优势。

而“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也

将使重庆及整个西部地区孕育更大的发展机会。

四、上届回顾

·展会各项指标再创新高

上届展会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24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成功

举办。本届展会展商数量和有效观众数量均呈大幅增长。展出面积

增长至 18000 平方米，较上届增长 50%。参展商数量增长至 207 家，

较上届增长 61%。三天的展期吸引到场观众 30,000 人次，其中包含

中车、西飞、成飞、长安、福特、奔驰、宝马、奥迪、比亚迪等 300

余个重点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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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企业齐聚山城

忠旺、丛林集团、裕航、中铝、萨帕、银海等领军企业连续第

三年大面积参展，全面展示其交通用铝产品及解决方案。忠旺集团

展出的铝合金白车身吸引了长安、福特、东风、华晨宝马等大批汽

车工程师驻足观看。中国铝业公司携西南铝和中铝萨帕展出了航空

领域应用锻件、板材，轨道交通用板材、锻件和零部件，以及汽车

用板带材产品。丛林集团重点展示了一系列轻轨地铁型材，汽车副

车架以及铝合金电动汽车电池箱等产品。裕航展示了企业在汽车轻

量化上的突出成果，并展出了货车后尾灯部分应用的铝材部件及铝

合金汽车轻量化产品。柳州银海铝业展出了罐车用铝材等产品，并

针对该公司交通运输用铝、汽车零部件用铝等进行了重点介绍。比

亚迪、豪沃、吉利商用、五洲龙等设立联合展示专区，展示了新能

源城市公交、新能源城市物流车等轻量化应用产品。

·零部件深加工展区备受关注

此外，全新开设的铝制汽车零部件主题展区成为关注的人气焦

点。芜湖禾田、江西铃格、重庆庆铃铸铝、重庆大江美利信、芜湖

永裕、广州阿雷斯提、重庆宗申零部件、江苏苏中铝业等国内知名

的零部件企业竞相参展，集中展示了领先的铝合金零部件产品，如

发动机缸体、缸盖、控制臂等。

·同期活动精彩纷呈

展会同期举办了中国汽车新材料创新交互论坛、中国交通用铝

论坛等多场高水平的会议论坛。中国汽车新材料创新交互论坛于 3

月 21 日在悦来会议中心开幕。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长安汽车

副总裁李伟、重庆市经信委总工程师赵刚、重庆五洲龙汽车总经理

刘信义、长安铃木副总况锦文等领导嘉宾出席论坛并致辞。忠旺集

团技术总监夏德伟、长安福特产品开发白车身总工程师郭庆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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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副院长刘杨胜、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总裁王云庆等来自汽车主机厂、知名材料供应商以及研究机

构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汽车轻量化、未来车身用材等多个方面发

表了主题演讲报告。论坛参会人员超过 500 人。

3月22日举办的中国交通用铝论坛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

办，有色协会丁学全副会长、杨云博副秘书长等嘉宾出席论坛。来

自中国中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北京安泰科等多家大型企业和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汽车轻量化、变形铝合金、交通用铝现

状及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

五、参展范围

□特设三大示范展区

·轨道车辆轻量化应用示范展区

·铝制汽车零部件示范展区

·铝制新能源商用车（公交车、物流车、挂车等）示范展区

□汽车用铝

·汽车车身用铝板、全铝车身、铝制车厢厢体。应用于生产壳

体类零件、支架类零件、相关部件及装饰材的铝合金材料。

□轨道交通用铝

·轨道车辆轻量化应用，全铝轨道车辆。铝合金车体结构型材

及模块。顶部连接型材、导电轨、汇流排、车体侧墙型材、底架用

型材、牵引梁安装座及大型多孔型材，站台建设用铝材等。

□航空航天用铝

·铝锂合金、锻件、化铣板等高精材料。应用于制造飞机翼面

蒙皮、翼面长桁、翼梁上下缘条、腹板、机身长桁、座椅滑轨、龙

骨梁等部件的高精铝合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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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用铝

·应用于船体和舾装的铝合金材料。

□高端装备

·摩擦搅拌焊接、数控加工中心、高端挤压机等交通铝材高端

加工技术及装备。

□其它

·用于生产高端铝材的原材料，各类生产用辅助材料，各类配

套产品等。高精铝材工业园区（基地）。

六、主要活动

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高水平的会议论坛，主要包括

1、2018 年中国交通用铝论坛

2、2018 中国汽车白车身大会

3、2018 铝制汽车零部件论坛

4、2018 铝加工与轨道车辆用户论坛

5、2018 新能源商用车铝材料供需配对会

6、2018 铝精深加工技术与装备研讨会

7、汽车工程师交流酒会暨商务冷餐会

8、与展商合作举办的各类技术研讨活动

·更多会议论坛正在确定方案，欢迎行业领军企业与组委会共

同举办相关论坛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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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费标准

类型 项目 国内企业 国际企业

展位

费用

空地（36㎡起） RMB 1000／㎡ USD 300／㎡

A区精装标展 RMB 10800／个 USD 3000／个

B区常规标展 RMB 9800／个 USD 2600／个

会刊

广告

封面 RMB 50000 USD 15000

封底 RMB 30000 USD 9000

封二/扉页 RMB 20000 USD 6000

封三 RMB 15000 USD 4500

彩色内页 RMB 10000 USD 3000

展报 RMB 3000 USD 900

现场

广告

参展证 RMB 20000/展期 USD 6000/展期

参观证
RMB 30000/万张

RMB 80000/展期

USD 10000/万张

USD 24000/展期

参观券 RMB 10000/万张 USD 3000/万张

证件吊绳 RMB 30000/展期 USD 10000/展期

桁架广告 RMB 600/㎡ USD 200/㎡

墙体广告 RMB 500/㎡ USD 150/㎡

礼品袋 RMB 20000/千个 USD 6000/千个

赞助请联系组委会。

八、联系方式

蒲坷：13696485184 电话：023-61212186

邮箱：pk@zh-fair.com

网址：www.taexpo.com

http://www.caimtm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