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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概况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指导，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

司主办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Rail+Metro China 2018）”于 2018 年

11 月 7-9 日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N1、N2 馆隆重举行。 

展会得到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上

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铁道学会、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等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协（学）会、高等院校的大力支持，吸引了来自 16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200 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15,000 平方米。  

为期三天的展览会共吸引了 23698 名专业观众参观考察。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重庆、西安、哈尔滨、武汉、成都、郑州、绍兴、合肥、徐州、南昌、昆明、东莞、佛

山、青岛、长沙、南通、沈阳、贵阳、柳州、福州、南宁、洛阳、宁波、苏州、吉林、包头、

呼和浩特、嘉定等 30 多个地方的轨道公司（含有轨电车）的专业观众到沪考察。上海、北

京、云南、济南铁路局等 10 多家地方铁路单位的专业人士也莅临展览会参观。据统计，海

外观众方面，本届展会共有来自朝鲜、韩国、德国、俄罗斯的 4 个政府代表团，以及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观众共计 1000 余人参观。 

根据专业观众岗位性质调查，管理、销售、技术、采购等四大岗位性质的专业观众所占

比例分别达到 47.39%、30.44%、14.7%和 3%；专业观众主要来自于轨道交通业主单位、

车辆主机厂家、设备配套及供应商、系统集成商、工程机械及配套商等，所占比重逾 70%。

另外，规划设计单位、政府部门、使领馆、科研院校、铁路系统、金融投资、协（学）会等

相关单位与机构的代表总数约占观众总数的 20%。  



 

展会开展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中国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

春，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光耀，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主任战明晖，上海

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晓勤，原上海铁路

局党委书记任纪善，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顾春霆等领导参观考察了展会。 

 

 

 

 

 

 

 

 

 

 

 

 

    领导参观考察展会 

二、 展商概览 

本届轨道展的展品涵盖机车车辆及配套装备、通信信号系统与 IT 技术、车辆内饰系统、

检修及维保设备、牵引供电与驱动装置、规划设计与咨询服务、基建配套设施等，共有来自

中国、德国、法国、捷克、英国、瑞士、丹麦、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加拿大、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家知名企业参展。 

由四方股份牵头参展的中车集团携 17 家子公司参与，阵容强大，庞巴迪、安萨尔多

STS、上海电气泰雷兹、比亚迪、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康迪泰克、电科智能、银河水滴、

沈阳微控、航天材工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企业、高校亮相展会。作

为历年上海轨道展最大的特色展示环节，今年组委会经过精密的筹划，将实车展示的版块升



 

级为轨道交通行业的“车展”。 

（二） 展商展品亮点与特色 

上海申通地铁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届展会上，以“智慧地铁”为主题，围绕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点展示集团在智慧地铁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以及

17 号线全线技术亮点。中国中车集团重点展示了轨道交通一体化解决方案，多家一级核心

子公司携多种最新轨道交通产品集中亮相。庞巴迪运输集团重点展示了 INNOVIA APM 300 

全自动旅客捷运 (APM) 系统。比亚迪携旗下轨道交通产业子品牌“云轨”亮相展会。云轨

架梁于低空，实现多场景化的轨道交通应用，为人们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本次展会康迪泰克展示其在产品防火性能上的最新进展，同时针对轨道交通车辆减振降

噪解决方案与来宾分享了经验。上海电科展示了涵盖智慧车站、智慧服务、智慧维保、智慧

指挥，智慧运营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以及公交智能化示范应用、中运量公交智能化系统和信

号优先系统等方面的创新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成果与实践。银河水滴基于“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展出了自主研发的中国首台轨道交通综合智能检测车系统。美国 VYCON 也

是首次参加上海轨道展，其是全球领先的飞轮储能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已在全球部署超



 

过 1500 台飞轮储能系统，是全球唯一大规模部署的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量储能产品供应商。 

 

 

 

 

 

 

 

 

 

 

 

 

 

 

 

 

 

中车株洲所打造的智能轨道快运系统在展会现场展出，该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

全球首列能够智慧感知周边环境及自动运行的智轨列车，是中国智造的代表。另外，中车还

展出了两辆纯电动城市客车，展现中车在城市公交领域的最新产品。 

 

 

 

 

 



 

 

 

 

 

 

联合展团： 

 德国展团：德国工商大会（AHK）、德铁工程与咨询有限公司（DB）、LEONI 莱尼公

司、希伦斯轨道公司 

 国际展团：飞格力（FAIGLE）、GLOVA、KRAUS 克劳斯、AXONVIBE 

 香港馆（HONGKONG PAVILION）:香港中小企业促进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申通集团科技转化联合展区：信承瑞、玖道科技、沪光电子、中国宝星 

 

 

 

 

 

 

 

 

 

 

三、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IRC 2018）”重磅亮相——打造亚太地区权威铁

路与城轨领域盛会 

本届大会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运输工作组“Mass Transit Urban Rail Initiative”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2018 年 APEC 运输工作组的年度项目之一，得到了亚太经合组

织（APEC）、中国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的联合指导支持。大会主题为：交通创新---



 

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发展与未来。CIRC“合作，创新，变革，城市化”，四个词深刻地总

结概况了这十多年来我国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走过的成长脚步，也是大会精神的体现。 

大会致力于聚焦亚太重点区域，辐射带路沿线经济体，加强国内外铁路与城轨领域行业

间的交流与合作。大会开幕论坛由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同济大学、上海市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主办，于 11 月 7 日上午在浦东嘉里大酒店隆重召开，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

明发表主旨演讲，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代表泰王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

SasiritTangulrat 女士，新加坡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Liew Li Lin 女士，上海

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光耀，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淮发表致辞。

开幕论坛共吸引了近 500 名行业人士参加，现场反响热烈。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致辞并主旨演讲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淮致欢迎辞 

 

 

 

 

 

 

 

 

 
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代表泰王国驻沪总领事馆   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代表新加坡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总领事 SasiritTangulrat 女士                      副总领事 Liew Li Lin 女士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光耀致辞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伯根主旨报告《ABCDE+轨道交通》 



 

 

圆桌讨论嘉宾：（从左往右） 

同济大学 孙章 教授  

复星全球合伙人 复星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 温晓东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纯洁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  周晓勤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总工程师  李俊豪 

泰国交通部铁路监管组主任 Thanaphon Charanwanitwong 

 

 

 

 

 

 

 

 

本届大会以“一场开幕论坛+八场主题论坛”的形式，开展为期 2 天的丰富活动，八大

论坛主题紧抓行业发展趋势，热点，难点，主题涉及“市域铁路”、“中型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有轨电车与多制式轨道交通发展”、“铁路 TOD 和 PPP 投融资”、“轨道交通建设领域技

术与创新”、“中运量 BRT 交通”、“轨道交通减振降噪”、“轨道交通配电智能化”等，从规

划、建设、运营、维保等全生命周期探讨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技术创新。 
 



 

（1）2018 市域铁路建设与发展论坛 

由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市域铁路分会主办，北京铁道建筑学会、上海申铁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协办，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本届论坛，为在场的来宾呈现了四个专家学术报告，两个

主题报告，以及优秀论文交流与颁奖等活动，让来宾收获满满。 

   

 

 

 

 

（2）2018 建设轻轨城市发展策略论坛 

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本届论坛，五大

专家报告深刻、细致地为来宾解析二三线城市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下一步规划方向，来

自全国近 20 个地方发改委、设计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的 150 多人参与论坛活动。 

 

 

 

 

 

（3）2018（第六届）轨道交通减振降噪国际论坛 

在北京交大、同济大学、西南交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鼎力参与下，论坛以其专业化

程度高，吸引了 150 余位关心城市轨道交通减振领域的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还获得了国家

环境保护城市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中心等单位的参与，提升了论坛的专业程度，获得了

一致的好评和肯定。 

 

 

 



 

（3）2018 上海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论坛 

本届论坛在上海市建设协会、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等几大协

会的鼎力支持下，邀请了来自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南昌等地铁公司的领导参与，以“智

慧建设·绿色节能·科技创新”为主题，从“全球轨道交通发展形势及思考”、“智慧轨道

交通建设”、“轨道交通投融资”等主题方向开展研讨，共有 20 余位专家、企业代表莅临

发表演讲。 

 

 

 

 

 

 

 

 

 

 

（5）2018（第五届）轨道交通 TOD&PPP 国际论坛——铁路土地综合开发与投融资改革 

由中国地方铁路协会、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西南交通大学

（上海）TOD 研究中心、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本届论坛，以铁路土地综合开

发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政策，促进铁路建设与城镇发展相互融合，探讨支持铁路

建设推进土地综合开发的相关政策落实与创新，20 多位行业专家为 200 多位来宾分享了一

天的精彩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6）2018 城市中运量公共交通发展峰会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主办的本届峰会，吸引了世界银行、上海久事、

广州市政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参与，为听众带来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最新动态、产品与技

术。会后还组织了上海奉贤快线的参观活动，收效良好。 

（7）2018（第六届）有轨电车与轨道交通多样化国际研讨会暨 2018 中欧有轨电车创新

对话 

本届创新对话回顾国内现代有轨电车近年来建设运营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论坛

由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德国黑森州中国合作促进中心、上海国

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外嘉宾围绕欧

洲城市发展现代有轨电车的先进规划、设计与运营理念，国内现代有轨电车建设回顾与再评

价，建设与运营难点实例解析为主题展开研讨。 

 

 

 

 

 

（8）2018 轨道交通配电系统智能化高峰论坛 

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城市供电专委会、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支持，《电力设备市场》杂志

社、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主办的本届论坛，共有十多位电力领域的专家发表演讲，吸

引了轨道交通供电配电系统的有关人士的参与。 



 

 

 

 

 

 

为期两天的大会活动，共吸引了超过一千名国内外来宾注册参会，涉及领域之多

也是达到了新高，得到了各位与会的领导、专家的肯定和认可。 

 

四、全年度、多渠道展会宣传推广  

（一）展前多方式、多渠道的整合宣传  

在为期一年的筹备工作中，组委会通过资料邮寄、电话邀请、短信通知、E-letter、微

信、官方网站等多形式的宣传方式开展展会推广工作。  

我们对官方网站进行了全新改版和优化，方便行业内人士获得最新的行业资讯和展会近

况。在观众邀请方面，充分利用累计的 10 万余条数据，根据所属行业、公司特性进行细致

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联络工作。据统计，在本届展会前期宣传中，组委会共发

布了展会资讯、展商风采、大会推介为主题的共计 30 次邮件推送，以及针对招商、观众邀

请为主题的 20 余次短信推送服务，内容涵盖展会主题、观众预登记提醒等。开展期间，我

们还向现场展商、观众以及会议嘉宾开辟短信提醒功能，开展时间、展商报到时间、交通线

路以及会议时间和地点等内容，方便观众和会议听众莅临现场。  

在新媒体推广方面，通过不断的摸索与总结，我们以每周 1-2 次为频率的微信推送与

粉丝保持联系，展前两个月以主题突出的单图文推送为主，内容涵盖展品亮点前瞻、同期会

议议程、展商观众及观众报道指南等。如今，轨道展的微信平台（RailMetroChina）粉丝

数稳步提升，今年现场观众利用微信预登记使得现场粉丝增加 2000 多名，目前粉丝数量超

过 20000 人。  

（二）与业内主流媒体保持合作  

多年来，轨道展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世界轨道交通》、中国轨道交通网、



 

《铁路采购与物流》、《轨道交通装备与技术》、《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今日轨道交通》、

《机车电传动》、《电力机车与城轨车辆》、《交通建设与管理》等 20 多家专业媒体开展合作。 

（三） 展中、展后公众媒体宣传造势 

新闻综合频道新闻报道栏目在展览会开幕当天进行了报道，看看新闻客户端现场直播

一小时，浦东电视台直击浦东栏目等对展览会也进行了现场的采访。微观上海（解放日报新

媒体）、文汇报（新媒体）、新民晚报客户端、周到上海（新闻晨报新媒体）、青年报、浦东

时报、人民网、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金融投资报、新华网、中新社、990 话匣子、财新

网、中国经营网、界面、浦东电视台网站、东方网等媒体也对今年的展览会和大会活动进行

了报道或转载。 

 

在此，我们谨向给予展会鼎力协助的各参展商，合作单位及其广大媒体朋友，以及关心

展会成长的有关政府单位、协会和相关机构的各界人士、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将继续

做好服务工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9（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Rail+Metro China 2019）”将于 2019

年 11 月 12-1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度举行，全年度我们还将在亚太经合组织、中

国交通运输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指导下，向业内呈现精彩的“2019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

交通大会（CIRC 2019）”系列活动。期待各位业内同仁的参与和支持！ 

 

              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组委会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组委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组委会：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55 号新虹桥大厦 11 楼 

联系人：胡晓萍   李艳宗   邬炳   陈曾洁  

电话：021-62951060  62951009  62951059  6295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