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俄罗斯中白巨石工业园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海信南非工业园

中国比利时科技园

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

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

墨西哥北美华富山工业园

西安

招展书
          2022年10月21-23日

 新工业·新动能·新格局

指导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拟)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报社

支持单位

欧亚经济合作组织

各省市工信部门

协办单位

G-Global国际秘书处●海南代表处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外企业家联盟

浙江省印花行业协会

中华博士会

乌克兰陕西商会

中国在韩青年联合会

泰国陕西总会

“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

中哈一带一路联合协会

CECU中企资本联盟

西安市淮安商会

陕西省三秦品牌发展促进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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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机遇和展会亮点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EXPO

抢抓“十四五”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工业发展新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

要》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不断提升产业链创新链的现代化水

平，进一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新兴产业融

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叠加期，新兴产业技术合作优势明显，市场合

作潜力巨大。

抢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工业发展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工业发展新机遇，为全球产业链的互联互通、产业创新发展、产业技术前沿合作聚集了优势合作

资源和项目信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将不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产业融合发展优势明显，国际产能合作更加紧

密，优势工业合作项目将进一步突显。

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的实施意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链发展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

流、全国领先、陕西特色的产业集群。陕西有着良好的产业链基础和政策发展支撑。

主题突出我国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全面聚焦新兴战略产业发展

本届展会以“新工业·新动能·新格局”为主题。全面聚集国家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共同搭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工业装备、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3D打印技术、智能制造、量子通信等为核

心的产业发展成果展示平台，共享新兴产业发展合作新机遇。

央企、行业品牌企业、中外商协会、国际产能合作园区大力度参展参会

上届丝路峰会工博展，在疫情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依旧邀请到了中车集团、中国西电集团、陕煤化工集团、中国航油

集团、陕投集团、俄罗斯工商会、马来西亚商协会、日本贸易振兴公社、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尼日利亚莱基自贸

区、泰国罗勇工业园区等200多家大型国企央企、中外商协会、园区代表大力参会参展，峰会交流合作成果显著，并有多项峰

会项目成果签约，为工业企业上下游全产业链项目合作，产业技术引导，带动新产业、新技术、新理念、新服务的品牌宣传

提供高效的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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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贸易与合作、组织配对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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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OF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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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览计划
EXHIBITION PLAN

展会名称：中国新工业博览会                               展会时间：2022年10月21-23日

展会规模：展示面积30000平米                          展会地点：西安临空会展中心

   中国新工业博览会

   国内政府组团展区 工业发展成果展、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产业项目合作等

   品牌企业展区

   高校科研院所

工业科技成果展区

高端工业装备展区

新工业独家业态咨询商

产业金融政策展区

绿色能源工业展区

国际重点工业企业、中国500强工业企业、陕西重点工业企业等

展示高校和科研机构具有转化潜力的工业科技创新成果研发项目，

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工业政产学研合作示范项目成果

 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工业、兵器工业、

汽车工业、精密机械工业等

展示宣传工业互联网、3D打印技术、量子通信技术、大数据、工业研发技术、

芯片技术、激光显示技术、无人驾驶技术等新工业领域独家新业态企业。

展示银行、保险、创投基金等金融服务机构对于工业产业升级技术改造、

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支持等

集中展示煤炭、电力、石油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工业发展成果

和绿色发展理念以及能源互联网技术、新能源技术装备等

生物医药及智慧医疗展区
 医疗服务、移动及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医疗模型、生物医药技术转化、

远程诊断、医学检验、智慧医院、智慧医疗、急救设备、防疫产品等

展位规格    国内展商    国际展商

豪华标改异展位
(3m×3m/个)

RMB  12000    

  普通标准展位
(3m×3m/个)

RMB  9800 

室内光地
(36m�起订)

标准展位 ：含负责基础展位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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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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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开标准展位
(3m×3m/个)

RMB  11000 

展位收费标准

工业产业园展区
 国际产能合作园区、经贸合作示范园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

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先行示范区、省级工业聚集示范园区等

汽车后市场展区
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汽车零配件、汽车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

及装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充电设备，车联网技术与应用，汽车轻量化技术

，汽车电子及芯片，智能座舱与自动驾驶，先进汽车设计、汽车材料等

RMB  16000    

RMB  12000   

RMB  14000   

RMB   1600/�   RMB   1100/�   m² m²

展会概况介绍
EXHIBITION OVERVIEW

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作为中国工业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由中国工业报社和宝鸡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在疫情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依旧顺利在西安召开。得到了陕西省、浙江省、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

山西省、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商洛市、大连市、甘南州等多省市自治区政府及

陕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陕西省汽车工业协会、陕西秦商总会、陕西工业设计协会、陕西钢铁工业

协会、陕西煤炭工业协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同时有来自中车集团、中国西电集团、陕煤化工集团、中国航油集团、陕投集

团、长安大学、俄罗斯工商会、马来西亚商协会、日本贸易振兴公社、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

泰国罗勇工业园区等200多家大型国企央企、高校机构、科研院所、中外商协会、园区代表的积极参会参展，峰会交流合作成

果显著，并有多项峰会项目成果签约，为工业企业上下游全产业链项目合作，产业技术引导，带动新产业、新技术、新理

念、新服务的品牌宣传提供高效的展示平台。

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将以“新工业·新动能·新格局”为主题，以会议+博览为活动主线，以展板、实物、模

型、文字、图片、影像及VR多媒体演示等方式为载体，以1+1+N的活动模式，将邀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国家政策决策领域

机构、国际产能合作园区、国际工业组织领导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各

地商协会、媒体记者等各业态单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共襄盛会。主旨论坛将围绕如何助力推动我国能源工业产业碳达峰、碳

中和；双循环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向趋势；“十四五”我国工业的新使命、新担当；探讨解决新时期、新阶段我国高

端工业装备制造“卡脖子”核心技术；外部环境压力下中小微工业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问题；如何加速深化我国工业化进

程为议题，通过高端演讲、高层对话、产业互动、资源对接等多种形式展开交流与讨论，致力于将本届峰会打造成为政企合

作对接的专业化高端招商服务平台；打造成为工业成果展示、产业技术交流合作的宣传展示平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汇聚

起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形成我国“十四五”工业发展新格局。

往届知名展商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气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海尔集团、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山东康平纳集团、徐州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江淮汽车集团、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白工业园股份

有限公司、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立集团、泰国安美德集团、俄罗斯Ketch up 集团。

FAMOUS EXHIBITORS IN THE PAST

中国西电集团形象展区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形象展区 中国中车集团形象展区

上届重点数据
KEY DATA OF LAST YEAR

  30+ 参展央企、世界 500 强企业

50+  参展工业行业龙头企业

70+   签约项目、对接合作项目

150+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200+  政府、协会，大企业参观团

30000+  专业观众参观人次

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暨中国新工业博览会

指导单位 ： 陕西省人民政府(拟)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主办单位 ： 中国工业报社   

协办单位 ： G-Global国际秘书处   中外企业家联盟   中国在韩青年联合会   泰国陕西总会

                 “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       中哈一带一路联合协会等   

新工业新动能新格局

2022年10月   中国·西安
March 2022, Xi 'an, China

上午：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

暨中国新工业博览会开幕仪式及主旨论坛活动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下午：能源工业碳中和、碳达峰发展圆桌对话会
           欧亚国际产能合作园区云直播合作对话会
            2022西部工业文化产业遗产保护推介大会
         “5G”时代，工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上午：西部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破发展论坛

           新能源创新与技术发展论坛

AI+智能制造应用研讨会

下午：

我为家乡工业代言——云展播推介（活动详情可咨询组委会）

 

  下午：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商务代表团赴渭北万亿级

工业大走廊考察调研活动

参会收费标准
PARTICIPATION FEE STANDARD

4980元/位（VIP参会观众可参加所有会议论坛活动）

会期服务：会议午餐 1，交流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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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丝路工匠名录》1 本、《参会指南》1 本、参会证件 1 个

考察活动：渭北万亿级工业大走廊参观考察活动车辆安排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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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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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峰会活动计划
ACTIVITIES PLANNED FOR THIS SUMMIT

10月21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2日

10月22日

往届展会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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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展会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EXHIBITIONS

（图1）第十五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开幕仪式 

（图3）工信部原政策司原司长郭福华作“疫情后的数字经济发展
与数字化转型”主旨演讲 

（图2）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庄聪生作“双循环下工业发展新格局”主旨演讲

（图4）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新波进行大会致辞

(图5）马来西亚政府与MPM土著人民繁荣议程全国联席委员会副主席、
拿督哈桑进行大会致辞

(图6）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秘书长陈俊岐进行大会致辞

（图8）中国工业报社执行总编、中国工业网总编辑吴金慧进行大会致辞（图7）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刘维宁进行大会致辞

往届展会回顾
REVIEW OF PREVIOUS 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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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产业司原司长郭福华作
“疫情后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演讲

(图11）中国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教授 金乾生

(图10）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领军教授、
人工智能学院院长作“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挑战与思考”演讲

(图12)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北京处投资总监金京浩作“日本工业互联网实践与启演讲

往届领导嘉宾 ( 部分）
PAST LEADERS (PARTIA)

国家部委（局）、国家级协会领导

陈元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庄聪生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李毅中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朱宏任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郭福华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张红宇       工信部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徐金宝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吴金慧       中国工业报社副社长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陕西省及各地市领导

黄新波       陕西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王蕾           咸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

冯小林       甘南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

韩绍安       陕西省国资委副主任

副局长周胜昔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郑佩宏       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

刘阿津       秦商总会执行会长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城市政府代表团

大连市   宝鸡市   西安市   合肥市 

武汉市   咸阳市   汉中市   合作市

包头市   济南市   青岛市   鄂尔多斯市

绵阳市   成都市   兰州市   太原市 

天津市   运城市   延安市   安康市 

开封市   杭州市   南京市   苏州市 

无锡市   拉萨市   常州市   盐城市 

运城市   庆阳市   榆林市   洛阳市

国际嘉宾

达姆多罗夫·卡龙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商务参赞首席代表

哈桑

马来西亚政府与MPM土著人民繁荣议程

全国联席委员会副主席、拿督

刘维宁

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中国区主席

亚罗·申科

白俄罗斯中白巨石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孙凯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奔萨州政府驻西安代表处主任

何健维

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主席

李跃

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秘书长

黄英福

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总会会长，

一带一路经济专家小组主席、拿督

行业知名专家学者（部分）

李焦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领军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部主任，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金乾生

中国著名产业经济管理专家，

教授、中国国际通航产业协会联盟名誉主席

金京浩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投资总监

赖四清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董事、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燕

俄罗斯亚洲工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北京联络处负责人

李潇潇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部总经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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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

暨 中 国 新 工 业 博 览 会 组 委 会

 THE NEW INDUSTRY· NEW KINETIC ENERGY·THE NEW PATTERN

电 话：029-87299131

邮 箱：zgwcsn@126.com

网 址：http://www.cinns.cn

地 址：西安市未央区北二环苏宁大厦6F
官方公众号 官方网站 官方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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