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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概况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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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Rail+Metro China 2019）”于 2019 年 11 月 12-14 日

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W1 馆隆重举行。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瑞士、意大利、俄罗

斯、以色列、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 多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15,000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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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展台由永济

牵头，携手 15 家子公司参与，庞巴迪、上海电气、比亚迪、香港中小企经贸促

进会、上海电科智能、富欣智控、包头-北创、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知名企业、

高校亮相展会。 

展会现场及观众登录厅 



 

二、展商亮点 

1、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创新，引领上海地铁高质量发展 

申通展台以“数字创新，引领上海地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数字化提

升建设运营质量安全、推进地铁智能维护创新、提升乘客出行服务体验等方面，

重点展示集团在数字化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代表行业先进水平的车辆、通号、

供电、工务智能运维平台的集中展示，展现上海地铁在构建完整数据驱动运维业

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METRO 大都会 APP、语音购票、车站智能语音导盲

系统、1+N 信息发布系统，“1+5”的大数据平台等精彩的展示，彰显了申通引

领数字化技术创新与实践，推动轨道交通行业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实力。 

2、 中国中车——打造轨道交通一体化解决方案 

本届上海轨道交通展上，中国中车多家一级核心子公司携多种最新轨道交通

产品集中亮相。包括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复兴号高速动车组、跨座式单轨车辆、

悬挂式单轨列车；中车长客股份的“复兴号”CR400BF 型动车组、清远磁浮列车；

中车株机的时速 200 公里中速磁浮列车、时速 160 公里市域 D 型车辆和上海轨道

交通 18 号线地铁车辆；唐山公司的新一代智能地铁；浦镇公司的上海 14 号线车

辆；戚墅堰公司的 HXN5B 型交流传动内燃机车、地铁探伤车；沈阳公司的 18t

轴重水泥漏斗车、20t 轴重煤炭漏斗车；长江公司的公铁联用车、LNG 液化天然

气铁路罐车等。 

  上海申通地铁、中国中车展台 



 

3、上海电科——助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智能车站打造 

作为国内智能交通行业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系统集成商，上海电科

智能为上海地铁近两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承接并实施了上海轨道交通多

条线路的综合监控系统项目，以及智慧车站项目的实施。其所构建的系统以智能

化、信息化为核心，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三维可视化与虚拟仿真、智能识别与

分析技术，完成对车站多方位、跨专业的管控，有效地提升车站信息化水平，丰

富车站管理的内涵，全方位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智能车站。 

4、中欧有轨电车创新专区——以跨越中欧的民间合作机制，共赢中国轨道交通

未来市场 

由上海中欧有轨电车创新中心、上海有轨电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国展

展览中心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中欧有轨电车创新展区”首次亮相，赛思达、富

欣智控、上海电气、法国 EGIS 四家企业联合展出，展示了我国现代有轨电车近

年来的发展成果和技术水平。 

 

 

三、专业观众分析 

为期三天的展览会共吸引了近 12000 人次的专业观众参观展会和参加论坛活

动。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武汉、成都、天津、西安、哈尔滨、

青岛、济南、杭州、无锡、苏州、常州、佛山、南宁、芜湖、东莞、厦门、三亚、

上海电科、法国 EGIS 展台 



 

中国香港、福州、南昌、大连等 26 个城市地铁公司代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

亚海外地铁公司代表莅临参观或参加论坛。 

近年来，通过组织有关城际铁路与市域铁路的论坛活动，上海轨道展已经逐

步从原先的只关注城市轨道交通，延伸至城际和市域领域，今年的展会，来自内

蒙古、安徽、江苏、浙江、吉林、四川、山东、广东、黑龙江、广西、湖北、陕

西、贵州、重庆等 27 个省市的地方铁路投资公司到场参会，普遍对论坛给予了

较高的评价。 

海外观众呈上升趋势。据展

会观众数据报告显示，来自俄罗

斯、法国、德国、捷克、日本、

韩国、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埃及等国家的海外观众

莅临展会参加交流。 

根据专业观众岗位性质调

查，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管理、销

售、技术、采购的专业观众仍占据绝对比重；观众主要来自于轨道交通业主单位、

车辆生产配套商、系统集成商、设计单位、政府部门、科研院校、铁路系统等。 

 

二、2019 大会概览 

上海轨道展同期论坛多年来得到了业内的广泛好评，为了扩大论坛的影响力，

树立亚太品牌，自 2018 年起，组委会将同期系列论坛打造成“中国国际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hina Railway Conference for Urban & Intercity Transit）”，大会

在中国交通运输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指导下，成为亚太经合组织运输工作组

（APECTPT-WG）“Mass Transit City Rail Transport Initiatives”项目主体活动，旨

在促进亚太经合组织 21 个经济体间交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今年的大会继续得到亚太经合组织运输工作组（APECTPT-WG）项目支持，



 

主题为“智慧·轨道·城市”。会期 5 天，共举办 6 场专业论坛，2 场闭门会，5

场参观考察，活动形式相比去年更加新颖和注重实效，获得了与会各方的一致认

可。 

1、国家部委参与，各方参与广泛  

本届大会活动得到了中国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等政府单位和有关机构的鼎力参与。大会还与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上海市交通运

输行业协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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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

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全力合作、精心策划，得到了 20 多家国内外

行业协会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共有超 100 位中外嘉宾发表演讲，1500 多名专业人

士莅临参会，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收效。 

2、开幕论坛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寻求轨道交通发展

助力区域发展的有效方案 

今年大会开幕论坛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之际

召开的，以“轨道交通”为切入点关注“一体化”的一次重要业内交流和探讨。

论坛得到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特别支持，由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上海市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论坛邀请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郑剑、交通运输部

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出席，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杨小溪，以及来自长三

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三省一市、京津冀、广东省、重庆市等地方发改委代

表，和国内地方铁路投资公司代表 350 人出席。 

论坛发言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分析轨道交通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系，

发展路径和经验借鉴。国家铁路局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言嘉宾分别从

铁路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的角度，阐述了铁路对于一体化

发展的作用。来自日本国土交通省政策局和美国南加州政府联合会的两位外方嘉



 

宾，分别介绍了日本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发展的经验，以及美国南加州区域

交通规划对于推动区域协同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复星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集团作

为近年来铁路发展过程中参与的民营力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民营资本对推动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论坛的成功召开，为推进长三角地区轨

道交通一体化发展，以及进一步为我国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主旨报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副司长 王绣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  杨小溪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秘书长  郑明理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曹金喜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建平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周淮 



 

3、围绕“智慧”展开探讨，关注新技术和新趋势 

开幕论坛探讨行业宏观发展问题，各项主题论坛则重点关注轨道交通领域尤

其是城市轨道交通和市域铁路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话题。论坛主题涵盖：“智慧地

铁”建设与新技术运用，智能运营与维保，现代有轨电车，全自动无人驾驶，智

慧车站，市域铁路减振降噪研究，智能供配电等。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以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有关领导莅临本届大会主

题论坛并发表致辞，上海申通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顾伟

华以“上海轨道交通新技术发

展与思考”的主题发表了主旨

演讲。 

组委会还安排了 5 个实地项目考察，上海首条示范性现代有轨电车项目——

松江有轨电车，汉中路智慧车站，龙阳路通号智能运维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集成实验室，供电智能运维平台得到了参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使得论坛的

交流效果得到了提升。 

 

 

 

 

 

 

 

 

现场集锦 
本届大会共三大会场， 
场场爆满，吸引了各领 
域的专家齐聚一堂 



 

 

 

 

 

 

 

 

 

 

 

三、多渠道，多方式的全面推广 

展会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专业媒体与公众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在展前、

展中、展后，向行业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全面推送和报道。组委会通过直邮、短信、

电子展讯、电话邀约、微信推送、社群发酵等多种方式，配以展商品牌介绍、论

坛活动预览、行业速递等特色板块，以及为参展商和论坛赞助商提供的个性化宣

传方案，服务业内企业需求。 

专业媒体方面，组委会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世界轨道交通》

杂志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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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 车网、《轨道世界》等 20 多家行业内专业媒体开展

合作，在杂志和微信中进行定期报道和宣传。组委会与海外媒体《Railway Gazette》

开展紧密合作，在 facebook，电子展讯，网站均多次投放 2019 展会的信息，在

海外市场进行了密集的推送。 

公众媒体方面，3 大电视栏目包含新闻综合频道《新闻报道》栏目，ICS 频

道《直播上海》栏目，东方财经浦东频道《新闻制高点》栏目对展会进行了报道

和采访。上海新闻广播 FM93.4 直通 990 栏目以电台的形式对展会进行了播报。

参观集锦 



 

解放日报微信公众号“微观上海”，文汇报、劳动报、浦东时报等 3 个平面媒体，

第一财经、文汇报、新闻晨报、澎湃新闻、浦东时报、经济日报、东方网等 7

个手机客户端（APP），以及新华网、中新网、人民网、东方网、新民网、金融

投资网等 6 个网站进行了全面的展会报道和宣传。美通社大陆地区、德国、东南

亚地区全年度共 5 次投放报道，聚焦机械制造、交通物流版块的推送，共计超

1000 家门户网站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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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我们将移师上海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以全新的

面貌亮相行业，通过展和会的深度融合，以专业化的活动标准来服务我国轨道交

通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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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 

组委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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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炳   李艳宗   陈曾洁   程晴 

电话：021-62951060/62951059/62951009/62952013/62952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