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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日，我国研发出全球最先进高铁牵引技术&mdash;&mdash;永磁同步电机牵引系统的消

息再次让中国高铁界&ldquo;振奋&rdquo;了。21世纪的今天高铁发展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高铁也成为当下最时尚的出行方式。随着高铁发展的一路飘红，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附加

产业也是&ldquo;赤手可热&rdquo;。

       目前，我国&ldquo;四纵四横&rdquo;快速铁路网主骨架已初具规模。2014年年底，随着多

条新线投产，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1.22万公里，其中高铁1.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预计

到今年末再增加2000公里，达到1.8万公里。到2020年，基本实现相邻城市间形成1-2小时铁路

交通圈。

       按照铁道部的规划，8年后，我国快速客运网总规模达到5万公里以上，基本覆盖50万以上

人口城市。因高铁开通衍生出的高铁媒体资源，顺势成为各大企业提高市场知名度投放广告

的新选择，也成为众多广告代理公司争夺的黄金平台。而高铁市场是铁道部收入的重要来源

之一，仅广告媒体市场将贡献高达十亿。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铁线路陆续投入运营，高铁广告

市场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

       高铁应当算得上陆地上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了。一日数四五千里，它不存任何问题，一天

内能跑大半个中国。企业若能&ldquo;傍上&rdquo;高铁宣传，无异于插上&ldquo;腾飞&rdquo;

的翅膀，能把最新的产品信息、品牌理念，以最快的速度&ldquo;载&rdquo;到全国各地，带到

天南地北，为人们熟知。

       同时，高铁在我国还是属于比较前沿的交通工具，能选择高铁出行的，一般都是生活条件

比较好的高消费人群。有调查表明乘坐高铁的人群68.9%以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个人月平均

收入为6336.6元，家庭月平均收入过万元。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能力的&ldquo;三

高&rdquo;人群最青睐高铁出行。一些&ldquo;高大上&rdquo;的产品若能&ldquo;搭上&rdquo;高

铁大搞宣传，可以很好瞄准受众，有效提高营销的&ldquo;命中率&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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