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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展望
定义您的未来

国际公共交通协会 (UITP) 成立逾 130 年,历史悠久。通过每届峰会, 我们竭力呈现一场盛会, 
为各位提供应对我们这个日益变化的行业所面临诸多挑战的平台。

浏览我们的大型展览, 拓宽视野, 参加由公共交通行业的知名领袖人物与会的代表大会会
议, 获取真知灼见。

UITP全球公共交通峰会是您了解公共交通行业发展方向,向世界各地同行学习以及建立新
业务合作关系的绝佳机会。

请于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峰会！

五大参会理由

UITP 峰会会议涵盖所有公共交通模式并汇集世界各
地同行的知识和经验。您将通过参加 UITP 峰会获得
新颖想法、灵感和研究案例， 以帮助解决您的战略和
运营问题。

峰会参与人数超过 15,000 人，您将能够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公共交通专业人士进行联谊和交流想法。

倾听部长、首席执行官、领先运营商、行业人士和远见
者以及财务、资讯科技和市场营销领域专家和管理人
员的观点。

在来自 35 多个国家的 350 多家展商参加的展览上，
亲眼看看最新 创新技术 和新产品。

欢迎去斯德哥尔摩参会—那里将汇聚世界级公共交
通方式和公共交通大运量，在建的重大投资项目以及
极具潜力的北欧市场的绝佳商业机会。

免责声明：本文的所有信息在印刷之时均为正确无误, 但可能会变更, 恕不另行通知。欲知最新信息,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uitpsummit.org

请浏览以下网站, 开始规划您的参会
 www.uitpsummit.org



上届峰会概览
公共交通领域的决定性盛会

UITP峰会每两年齐聚来自80多个国家的中、高级公共交通专业人士。
他们代表了部分最知名的企业、机构、协会和组织。

以下是上届 2017 年在蒙特利尔举行峰会的数据。

按行业分类的代表代表参与情况

按职位分类的与会者

高级管理人员 (38%)

高级经理  (29%)

经理 (17%)

专家/工程师 (7%)

其他 (3%)

顾问  (3%)

2013
日内瓦

2015
米兰

2017
蒙特利尔

2,500

2,200

1,900

关键数据

2,500 来自 80 个国家总计 
2,500 名代表

330
100

来自 35 个国家
的 330 家展商

25,000 平方米展览
空间

家新闻/媒体代表13,000

运营商 供应商 政府机构
其他 协会

名国际参观者

北美

拉丁美洲 非洲

欧亚大陆

印度
中东和北非

亚太地区

欧洲
中东欧

国家

澳大利亚

UITP 峰会不断壮大并将于2019 年继续圆满举办。



联谊晚宴欢迎宴会

请于2019年6月9日至12日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峰会,倾听
与贵公司相关的最新战略思维,案例研究及实用指南。我
们丰富的日程安排涵盖所有公共交通模式，并提供多种
参会方式，让您可以在每个专场获益。

会议和主题
获取启发

技术参观

会员代表大会
(仅限UITP会员)

开幕式 UITP 欢迎酒会

展览开幕

6场大会专场
5场研讨会

3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6场大会专场
5场研讨会

3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6场大会专场
5场研讨会

3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成为演讲者
分享您的故事、想法和最佳做法。

受到启发？征文活动现已正式开始。我们希望收到您的信息！

抓住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在全球观众面前发表演讲，他们热切期待
倾听您的想法。

申请在峰会上发言，分享您最明智和令人兴奋的想法和项目美景。

欲知征文活动的详情, 请浏览 www.uitpsummit.org . 

向国际公共交通共同体学习

2019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

201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2019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 

201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 

早
上

下
午

晚
上

全体大会
4场大会专场
4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全体大会
4场大会专场
4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4场大会专场
4场展会专场
2场海报专场

闭幕式

午歺包括两场大会午歺会、1场展会专场及1场海报专场

北欧日



通过规划和治理改善城市生
活质量

随着城市化日益增长,业内应当帮助优化有限
的城市空间,以达到建设更多宜居城市的目标,
这是至关重要的。规划良好的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机会,包括就业、购
物、上学和娱乐活动。公共交通可以营造一种
社会包容的文化,并促进城市居民的活跃社交
生活方式。这个重要主题将强调公共交通刺
激经济增长并创建可持续发展、繁荣和健康
城市的众多方式。

Edwins MUKABANAH
总监  
肯尼亚巴士服务集团 

Milena BRAGA ROMANO
执行总监 
巴西 SBC Trans

七个层面的主题

本届主题‘公共交通的艺术’目的在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上追求卓越。

峰会的内容将围绕 7 大主题：

了解讨论内容

收获创新
 
公共交通是一种艺术，在交通界各个分支上
不断演变并致力追求卓越。在我们打造未来
的出行解决方案时,创新是推动我们前进的
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每个新挑战,例如数字化
和日益增长的城市化,我们必须保持灵活和创
造力,同时促进新颖的观点和新想法。在这些
专场中，我们能够了解某些新型交通企业的
成功故事，以及我们对令人兴奋的未来或城
市出行的期望。

浏览我们的重要演讲者
Anvita ARORA
计划主管
沙特阿拉伯 KAPSARC

Anies BASWEDAN
总督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Caroline OTTOSSON
首席执行官 
瑞典 Storstockholms 
Lokaltrafik (SL)

Wendy MCMILLAN
首席执行官、机动车辆发展处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交通局

卓越客户服务
公共交通首先是一个服务行业,围绕客户而展
开。随着客户的需求和期望不断提高,公共交通
必须继续推动和开发新服务,以让客户在旅程
中感到满意。从车站的清洁度和安全性到准时
本主题各个专场将探讨如何应当超越客户的
需求。本主题各个专场将探讨如何向员工授权
并正确激励员工，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
化,以确保为每位乘客的旅程自始至终提供卓
越客户服务。

照片: Västtrafik.

摄影师: Staffan Eliasson.



出行即服务及新型混合交通
模式出行

公共交通目前是并将继续是城市出行的中坚
力量。新型服务补充了传统系统，提供无缝的
门到门的服务。如今公共交通行业的挑战是继
续利用数字化的潜力,更好地将传统模式与其
他交通模式整合起来公共交通行业还必须做
好准备将自动驾驶汽车的共享车队成功融入
现有出行系统中。

卓越运营 
公共交通行业正在投资于创新解决方案,以优
化其服务。轨道交通自动化的大发展以及人工
智能的兴起有助进行预测性维护和提高运营
绩效。目前全球正在向更低排放过渡并大规
模发展电动汽车。本行业的下一步是大力推
动电动巴士的应用。峰会对于了解最新研究、
全球成就和创新项目以提高整个行业绩效，
是最理想的地方。

融资 
 世界各地的城市交通提供商,无论具体财务状
况如何,都在不断寻求强化当前融资模式以及
开发新的融资和财政来源。会议将审视一些融
资模式，包括一些商业共同体（从公共交通中
获益）合作模式以及使用地价值捕获作为一
种收入来源。

Kevin DESMOND
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 TransLink公司

Laurence BROSETA
国际首席执行官
法国 Groupe Transdev
公司

Alexandra REINAGL
商务总经理
奥 地 利 维 也 那 W i e n e r 
Linien公司

Jean-Pierre 
FARANDOU
执行主席
法国海凯奥雷斯Keolis 
Group公司

Lucy SAUNDERS
公共卫生专家
英国伦敦交通局

Roland RIES
市长 
法国斯特拉斯堡

吸引新人才和技能
在目前的公共交通市场中,为应对当今及未来
日益增长的出行挑战,对新人才和技能的需求不
断增长。数字化是一种常态，我们预计未来将会
出现更大的颠覆性变化。出行行业需要适当培
训现有员工学习新技能、以及雇佣来自新一代
人才的员工。该峰会将强调员工队伍多元化的
重要性,并分析未来公共交通员工队伍的构成。

摄影师: Thomas Alvreten.



有什么新内容？

展览会
参加面向所有人的展览会

展览会以汇聚公共交通行业知名企业而闻名。在此次展览会上有一
片场地提供 3 个全新空间，是让您鹤立鸡群的好机会。锁定机会吧，让
同行了解您！

工作室:理念付诸实施
随着数字化和新技术的兴起,新出行服务和
创新商业模式的大潮也随之而来。在全球公
共交通峰会上,UITP 为初创企业提供一个专
门的展览空间以展示创新以及他们为城市公
共交通行业带来的产品/服务。让理念付诸实
施的工作室必将引发与会人士的讨论并提供
了达成合作的机会。

预订工作室展位，让您不断成长的业务在2019
年最大型公共交通展览会上得到国际的认可！

试驾区 
2019 年斯德哥尔摩全球公共交通峰会在一个
专门的户外停车区、提供试驾电动巴士和自动
驾驶汽车的独特机会。把握这次机会、吸引潜
在客户和展览参观者、向他们展示电动巴士和
自动驾驶汽车的优势！

请浏览 www.uitpsummit.org了
解如何申请展位的详情！ 

设计区和自行车环形车道 
参观者将在展览大厅的自行车环形车道体
验替代性出行解决方案、以及在设计区了解
设计对出行体验的影响。展商将有机会向国
际公共交通共同体展示对可持续城市出行
的重要贡献。

联系方式

欲知如何预订展位的详情,请联系 Hicham Badran、
电邮：hicham.badran@uitp.org、或 Jean-Frederic 
Charles、电邮：jeanfrederic.charles@uitp.org。

Phillip WASHINGTON
首席执行官 
美国洛杉矶LA Metro

请浏览 www.uitpsummit.org  
预订您的展台。

Catherine 
GUILLOUARD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法国巴黎公交集团 
RATP Group

Sabrina SOUSSAN
出行事业部首席执行官 
德国西门子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支持单位 合作伙伴

注册

communication platform
RAILWAY PRO

THE INTERNATIONAL LIGHT RAIL MAGAZINE

会址 - STOCKHOLMSMÄSSAN

斯德哥尔摩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Mässvägen 1 | Älvsjö Stockholm | Sweden

一般信息: summit@uitp.org

媒体合作伙伴

浏览以下网站,填写在线注册表
 WWW.UITPSUMMIT.ORG

发行负责人：Mohamed Mezghani | 6 rue Sainte Marie | B-1080 Brussels

须知  
团体、展商等可享更优惠费率。请浏览: www. uitpsummit.org

2019 年 1 月 27 日之前注册,可享提前报名优惠！

峰会注册费 2019 年 1 月 27 日之前
可享提前报名优惠

2019年4月28日之前支
付的基本收费

2019年6月12日之前支
付的最终收费

UITP 会员 € 1,435 € 1,925 € 2,415

非 UITP 会员 € 2,065 € 2,775 € 3,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