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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电动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助力企业市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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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展会概况



01 项目信息

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助力充换电设施、风能、光伏与储能行业发展。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储能及动力电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单位共

同主办“第六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暨“中国电动生态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将全面展示当今国内外“绿电”领域的最新技术、最新工艺、最新产品，为企业构建平稳有序的展示交易平

台。



01 组展文件



01 项目信息

主办单位：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储能及动力电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

北京华兴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中国出租/租赁协会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中国物业协会

指导单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 项目信息

联合支持单位：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服务分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山西）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动汽车服务分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国网安徽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湖北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河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江西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四川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辽宁）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吉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黑龙江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陕西）有限公司

国网（青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宁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西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1 项目信息

第六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
State Grid EV Expo 2022

2022年9月5-7日
中国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活动地点交通情况：

距离南京禄口机场 45km

距离南京火车站 2.1km

距离南京东站 9.9km



01 项目信息

中国电动生态博览会

第六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
五大版块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电池产品及原辅材料、零配件、机械设备展示、交易会

The 15th China International Battery, Raw Material, Producing Equipment and Battery Parts Fair

中国（南京）国际风电工业展览会

China (Nanjing) International Wind Power Industry Exhibition

中国（南京）国际光伏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China (Nanjing) International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Exhibition

第七届中国（南京）国际电动车博览会

The 7th China (Nanjing) International EV Expo



01 项目信息

第六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

五大版块

光伏 风能 储能/动力电池充换电设施 新能源汽车

材料 设备 零部件 元器件 平台 认证 回收

梯次利用

检测 维护生产线

工艺



02 展会优势



02 展会优势

专业观众群体：

1.国家电网公司及下属单位

2.国家能源集团及下属单位

3.行业有关政府部门

4.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下属单位

5.充换电设施有关协会、联盟、学会、商会

6.整车制造企业

7.“油车”换“电车”行业：

民用机场单位

环境卫生单位

公交单位

物流单位

道路运输单位

出租单位

租赁单位



02 展会优势

8.充电设施集成商

9.充电站运营商

10.充电设施零部件与元器件企业

11.检测机构

12.认证机构

13.投资公司

14.咨询公司

15.全国各地区物业行业单位

16.全国各地区代理商、分销商、加盟商



02 展会优势

规模“大”

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是涵盖电动车行业全产业链的国际性展览会，展示内容涉及电动车、充电设施及配套零部件、运维、电池、储能、光

伏、风能等，是电动生态全产业链一站式采购供需平台。

专业度“高”

现已成为了解充电设施行业前沿技术的首选平台。 主办单位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充电桩行业相关骨干企业携最新产品一同参展。

同期活动“多”

展会同期将举办中国电动出行生态圈大讲堂 第三次公开课与“桩”点世界颁奖典礼。

丰富的同期活动，集产品展示、 品牌宣传、技术交流、投融资洽谈合为一体。

影响力“广”

在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整合主办方资源，共同将展会创建成一个具有国际性、前瞻性、权威性、战略性和持久性特征 的品牌展会。

本届展会采取多维度数字化宣传的方式，与多家大型媒体深度合作，利用媒体扩大展会影响力，让更多行业内企业同仁关注本 届展会，加

入本届博览会。



02 展会优势 2021年全面参与企业



02 展会优势
合作单位们的支持



02 展会优势
企业们的支持



02 展会优势
企业们的支持



03 展位安排
费用及折扣



03 展位安排
展位规划图（部分展位已被企业选择，请联系组委会人员获取实时最新展位图）



03 展位费用

普通标准展位
12800元/个/9平米
（双开口展位加收10%费用）

精装标准展位
16800元/个/9平米
（双开口展位加收10%费用）

⚫ 三面/两面展板（3m*3m*2.5m）
⚫ 展位内地毯满铺
⚫ 展位楣板（写有展位编号、公司中英文名称）
⚫ 1张咨询桌及2张折椅
⚫ 2支射灯
⚫ 1个220v/5A电源插座
⚫ 1个废纸篓

⚫ 三面/两面展板（3m*3m*4m）
⚫ 展位内地毯满铺
⚫ 展位楣板（公司LOGO、博览会名称）
⚫ 灯箱（公司中英文名称、展位编号）
⚫ 1张咨询桌
⚫ 1张洽谈桌及2张洽谈椅
⚫ 3支射灯
⚫ 1个220v/5A电源插座
⚫ 1个废纸篓



03 展位费用

36平米光地展位示意图 54平米光地展位 示意图

72平米光地展位示意图 90平米光地展位 示意图 108平米以上光地展位示意图

光地展位费用
单价：1280元/平米

光地展位展位费=平米数*单价



03 展位折扣
第一类
⚫ 老展商折扣（有效期至2022年7月5日24时）

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已成功举办5届，参加过往届博览会的企业，其参加第六届博览会的展位费享受9.5折优惠。

第二类
⚫ 全款折扣（有效期至2022年6月5日24时）

企业在预留展位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参展合同，参展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展位费的企业，其参展展位费享受9.5折优惠。

第三类
⚫ 面积折扣（有效期至2022年7月5日24时）

企业在本届博览会上选择36平米-72平米以下的光地展位，其参展展位费享受9.5折优惠。
企业在本届博览会上选择72平米以上的光地展位，其参展展位费享受9折优惠。

第四类
⚫ 联订折扣（有效期至2022年8月5日24时）

同时参加2022第六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及2023第七届国网电动出行博览会的企业，其参展展位费享受9折优惠。

如满足以上各类折扣优惠的企业，参展展位费最终价格计算方式采用折上再折计算方法：

展位费原价 x 第一类折扣 x 第二类折扣 x 第三类折扣 x 第四类折扣=最终展位费



04 同期活动



中国电动生态圈大讲堂 第三次公开课

时间：2022年9月6日
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3层会议区
主题：待定

04 同期活动



“桩”点世界
第三届充换电设施及配套产品颁奖典礼

时间：2022年9月5日（博览会第一天晚）
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3层会议区

请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完成线上注册参评
（组委会联系方式请见最后一页）

04 同期活动



05 参展福利



标准展位 光地展位
36平米

光地展位
54平米

光地展位
72平米

光地展位
90平米

光地展位
108平米及以上

出席开幕式 / / / / / 1位

同期公开课听课名额 / / / 1位 2位 3位

同期颁奖晚宴席位 / / / 1位 1位 2位

博览会参观证 10张 20张 30张 40张 50张 60张

推文宣传 1篇 1篇 2篇 3篇 3篇 4篇

专业微信社群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05 参展福利



06 联系我们



06 联系我们

参展/参观咨询

段鹏飞 13681536285 

吴 超 15201311612 

胡广俊 13681361270

贾汉超 15810597551

客服/意见反馈

13520091757 



06 联系我们

请关注 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服务号
展会动态信息

服务号名称：国网电动出行博览SGEVexpo
服务号号码：SGEV-expo

服务号二维码：

微信订阅号
行业最新资讯

订阅号名称：桩点世界Charging the World
订阅号号码：chargingtheworld

订阅号二维码：



06 联系我们

请关注 官方网站

展会官网
www.eeexpo.cn

采购平台官网
www.sgevex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