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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  

Truth is the lifeblood of life,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alues.                                                                   

                                                                                            ─ Theodore Dreiser

二十多年来，会展业以年均 20% 的速度递增，行业经济效益逐年攀升，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如今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各行

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

正如 Mr. Dreiser 所说，真实才是一切的根基。中国制造网在每年各行

业、百余场顶级展会品牌推广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展会经验与展

会实情，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制造网把最直接、最真实的展会资讯带给

大家，为供应商推荐最值得参加的行业展会。

《全球展会全攻略》以行业为单位，地区为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商

业习惯、展会信息以及市场动态，提出各类优质展会的参展建议。相

信一定会为您进军国内外市场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信息储备。该册《全

球展会全攻略》专注于建材及五金行业，根据中国制造网自身参展经

历，为我们的金牌会员带来最全面的建材及五金展会推广攻略。

高效选展参展，发现行业商机，今年，您准备好去哪儿了吗？

阅读，越精彩

You are what you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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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America

欧洲 
Europe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中国 
China

中东 
Middle East

建筑装饰材料

 区域经济文化

23 抓住北美优势， 

 扩展全球市场 

24 进军南美市场， 

 你得知道的事

 展会

26 美国国际建筑材料展览会

28 美国国际石材及瓷砖展览会

30 巴西国际建材五金展览会

 展馆

32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33 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区域经济文化

6 开放的欧洲， 

       「第二个本土市场」不是梦

 展会

8 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 

 绿色建筑展

10 俄罗斯国际建材展览会

12 土耳其国际建筑建材展

14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 

 展览会

 展馆

16 英国伦敦国际展览中心

17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

18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19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展览中心

 区域经济文化

58 深耕东南亚， 

 加速全球化市场布局

 展会

60 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

62 马来西亚国际建材及 

 建筑技术展览会

 展馆

64 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65 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 

 贸易中心

 展会

68 亚洲门窗遮阳展

70 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72 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74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上海)博览会

 展馆

76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77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区域经济文化

36 开拓中东，拨开神秘面纱

 展会

38 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

 千万众享实况

42 沙特吉达五大行业展

44 卡塔尔多哈国际建筑 

 建材展览会

46 伊朗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48 科威特五大行业展

 展馆

50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51 沙特吉达国际会展中心

52 多哈国际展览中心

53 伊朗德黑兰国际展览中心

54 科威特国际展览中心

五金工具

 展会

90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五金 

 及花园展览会

92 墨西哥国际五金及卫浴 

 展览会

 展馆

103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 

 展览中心

 展会 (others)

96 南非五金展

98 日本国际五金及工具展览会

 展馆

105 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 

 展览中心

106 日本千叶幕张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

100 中国国际五金展

 展馆

10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

94 中东 ( 迪拜 ) 国际五金 

 工具展览会

 展会

84 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 

 展览会

 千万众享实况

88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 

 五金展

 展馆

102 德国科隆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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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欧洲

土耳其国际建筑建材展

         土耳其最大最专业的建材展

俄罗斯国际建材展览会

         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最大最知名的建材贸易展览会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

         全球石材工业首屈一指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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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市场包括西欧市场、地中海欧洲市场、中东欧市场和北欧市场。由大多数欧洲

国家共同建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即欧盟。从创立那天起，它就不断进步，向全面

经济一体化迈进，向最终政治联盟靠拢。因此，在所有多国市场联盟的合作与经济

发展中，它更安全、更举足轻重。下面，我们将以土耳其为例，介绍欧洲商业文化。

赢在土耳其

随着中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不断发

展，中土经贸活动日趋活跃，双边贸易

量稳步上升。双方商界对于对方市场的

认识逐步加深，土耳其商人对中国物美

价廉的商品越来越感兴趣，去中国参

加各类交易会、展览会的商人不断增

多。中国商品以其质量和价格优势在

土耳其市场颇具竞争力。

土耳其的进口需求

土耳其市场是一个档次不高的市场。由

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均，贫富差

距较大，大部分人还是属于工薪阶层，

对中低档商品的需求殷切。大家都偏爱

质量尚可的便宜商品，对品牌无特殊

要求。因此，中国小商品在土耳其非

常受欢迎。

如何跟土耳其客户打交道？

商业文化——土耳其商人非常精于经

商，善于砍价，甚至情绪激动。我国商

人在与其贸易时，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

不卑不亢，不要为了做成生意就让步，

或者害怕丢失一个潜在买家而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语言——土耳其语是土耳其的官方语

言，但是英语在土耳其比较普及，特

别是大中城市。但参加展会或商务会

谈，还是应聘请专业翻译。

土耳其建材市场掠影

土耳其地产业蓬勃发展，随着家庭收入

提高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土耳

其中产阶级群体扩大，城市化率将超过

70%。土耳其在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占其

GDP 的 5% 至 6%，2015 年土耳其有近

150 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开工。建

筑业为土耳其第三大产业，在其影响

下，建材市场将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及发展空间。中国的色釉料、耐火材

料对土耳其市场非常有吸引力。

开放的欧洲， 
「第二个本土市场」不是梦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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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绿色建筑展
ECOBUILD

展品范围

环保建筑材料、可再生及新能源建筑、节能卫浴、器材、采暖、通

风材料、机电服务、回收和废物管理系统，建筑性能服务等。

展会硬实力 

ECOBUILD 于 2005 年开始举办，主要展示建筑行业最新材料、产品，

以及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吸引着欧洲乃至全世界新能源行业企业

的目光。该展得到了英国政府及英国绿色建筑协会等超过 200 家媒

体和机构的支持和赞助。

世界最大规模绿色建筑展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英国伦敦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cobuild.co.uk

行业细分：新能源 / 建材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800 家

观众数量：40,000 人

现场直击

作为欧洲建筑行业的知名展

会，到访买家对于中国制造

网的平台接受度较高。随着

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越来

越多，有买家建议可定期发

送推荐新品讯息或其他行业

动态，增加互动性。中国制

造网精心打造的“PASSPORT 

of Made-in-China.com”，

八大线上线下整合服务吸引

展会现场众多买家关注。

中国展商掠影

参展的中国供应商约 30 家，按照展品类别分布在不同的展区。企业主要来自深圳

和江苏，大多以标摊为主，产品以太阳能方面居多。从现场反馈来看，展会质量与

观众专业度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对于国内的供应商来说，该展会涉及产品范围太广，

针对性不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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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际建材展览会
MOSBUILD

展品范围

建筑材料、照明与电力、门锁类、油漆与涂料、墙面装饰、五金工具及园艺、窗帘布艺、

陶瓷和陶瓷工具、卫生浴室设备系列等。

展会硬实力 

俄罗斯国际建材展览会是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地区最著名、最重要的建筑及设备展。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盛会，展会上展出了建材行业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参展商们

都积极展示着自家的新产品与新技术，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因此每年展会都吸

引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现场直击

新型的建筑材料一般具有防火、防水、隔音、隔热、环保、轻便的特点，使得当地

建筑商都普遍愿意使用新的材料以打造出不一样的产品。但是由于新型材料产能有

限且价格偏高，目前并没有被广泛使用。随着俄罗斯自然环境的限制及市场需求的

不断提升，新型材料前景光明。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上，中国参展企业约 240 家，展出面积达 3 千平方米，分布相对集中。展商多

数来自山东、广州、浙江和江苏，尤其是中国建材市场龙头之一的临沂，有多家展

商来参展，希望进一步开发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最大最知名的建材贸易展览会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mosbuild.com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暖通

展出面积：1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500 家

观众数量：65,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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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际建筑建材展
TURKEY BUILD

展品范围

建筑装饰、门窗、顶棚和房顶材料、采暖、通风材料、电气设施、照明系统和仪表、

工程管网、制冷系统、卫浴设施、五金配件、国际建材等。

展会硬实力 

土耳其国际建筑建材展是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建筑建材展，以其

专业性强、规模大的特点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此展会除了集结本土的展

商外，还有来自德国、韩国、中国以及法国等数十个国家的展团参展。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与展商沟通了解到，建材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但大家对于行业的前景仍持

乐观态度。土耳其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三大城市，

人口及住房十分密集。巨大的房地产需求带动了建材行业火爆的发展。所以，精准

营销，细分市场，拼产品、拼服务才是硬道理。

中国展商掠影

参展的中国展商超过 50 家，其中卫生洁具、门窗及门窗配件、防水材料、紧固件

等最受欢迎。近年来，土耳其巨大的住房需求及房地产交易量，使得土耳其的装修

市场相当火爆，各大房地产商纷纷从世界各地进口建筑材料，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

自然成为了土耳其人民的首选之一，这是中国产品入主土耳其建材市场的好时机。

土耳其最大最专业的建材展

展会时间：5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伊斯坦布尔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yapifuari.com.tr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五金

展出面积：8.1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200 家

观众数量：11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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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
MARMOMACC

展品范围

花岗石、大理石荒料、大理石板材、石雕石刻制品、墓碑、石材加工机械、石材矿

山开采机械、石材加工磨料、磨具、小型工器具、石材品质检测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每年九月份在石材王国意大利举办，展会规模大，观

众专业度高，在国际石材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展会效果显著。石材一

直以来都是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导产品之一，维罗纳石材展更是企业开拓欧

美市场不可错失的良机。

全球石材工业首屈一指的盛会

展会时间：9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意大利维罗纳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marmomacc.com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照明 / 暖通

展出面积：8.1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00 家

观众数量：67,000 人

现场直击

意大利石材业正在改变策略，大力改进技术及完善组织，加速转型，其在研发能力、

开采、加工和设计技术等方面引领行业潮流。展会上可以明显感受到参展商对石材

的设计、做工越来越注重，石材纹理或许会成为未来石材行业的流行趋势，如抛光

后再进行砂岩打磨，使图案更具层次感。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上，中国参展商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花岗石、大理石以及切割研磨工具等，多数

中国参展商已多次参加该展会，在进行推广的同时以此了解、开拓欧洲市场。中国

作为石材出口大国之一，优质的产品，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始终是买家的关注焦点。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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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LONDON

英国伦敦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英国·伦敦

建于：2000 年

地址：One Western Gateway, Royal Victoria 

Dock, London E16 1XL

网址：www.excel.london

伦敦国际展览中心坐落于伦敦贵族区中心，离市

中心十分便利。场馆总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包

括三个 DLR 站（连接地铁 Jubilee line 和伦敦城

市机场）、3,700 个停车位、6 家酒店和许多餐馆、

酒吧。

展馆介绍

EXPOCENTRE  
FAIRGROUNDS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

建于：1959 年

地址：Moscow Krasnopresnenskaya nab, 14, 

Zao Expocentr Russia

网址：www.expocentr.ru

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国际展览场

所，也是前苏联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展览场所。

它设备齐全，可以提供举办国际性大型工贸展览

会的全套服务，是俄罗斯最现代化且位于市区的

大型专业展览中心之一。

展馆介绍 5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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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意大利·维罗纳

建于：1993 年

地址：Viale del Lavoro, 8, 37135 Verona, Italy

网址：www.veronafiere.it

维罗纳展览中心总面积达 30 万平米，室内面积

占 14.3 万平米，分为 13 个馆，共有 7 个出入口。

展览中心经营风格灵活，致力于举办国际性展会，

其举办的农业展和食品展在意大利和欧洲市场久

负盛名。展览中心毗邻高速公路，仅需 10 到 15

分钟车程，交通便利。

展馆介绍

CNR EXPO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建于：1985 年

地址：CNR EXPO Fuar Merkezi 34830， 

Istanbul, Turkey

网址：www.cnrexpo.com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是欧亚交界处最大的国际展

览中心，整个展馆包括 15 万平方米的室内和 12

万平方米室外空间的展示面积。展厅内安装有全

方位监控，能直观及时地反映重要地点的现场情

况 , 增加安全保障。展馆周边配有电子泊车系统，

1 个露天停车场车库和 2 个巨大的开放式停车场。

展馆介绍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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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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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美洲

美国国际建筑材料展览会

         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建材展

美国国际石材及瓷砖展览会

         美国最专业的石材展会

巴西国际建材五金展览会

         南美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建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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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市场容量大，消费力强，需求范围广，潜力巨大。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

加拿大则是全球七大工业国之一，连墨西哥也是未来世界十大潜在消费市场。强大

的制造业和消费力，基本上使任何商品在北美地区都能找到相应的市场。

走进美国

美国市场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之

一，市场容量世界最大，每年的商品贸

易进口总额超过 11000 亿美元。美国是

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货源

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

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现在每年由中国制造进入美国的产品

价值己超过 1000 亿美元。

开拓美国市场的建议

在美国从事商务活动必须先了解当地法

律，依法办事，而且最好请专业人士来

处理，千万不可自以为是或套用在中国

大陆的习惯。企业在美从事贸易要聘

请律师作法律顾问，也要有会计师帮

助处理公司税务，以免误触法规。

如何跟美国客户打交道？

商业文化——与美国人做生意，“是”

和“否”必须保持清楚，讲究高效率直

接进入话题，不要拐弯抹角。

和美国人谈判前要有具体的项目，有一

个很具体的目标。资料准备工作越细越

好。务必重视合同的法律性，严格按照

合同规定条款执行。在与美国人的商务

活动中，如果你有十分能力，就要尽量

表现出来，千万不要遮掩、谦虚，否则

很可能被看作是无能。

语言——美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有 3

个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 :

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

夷语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美国建材市场掠影

美国新房开工率在过去三年持续增长。

受益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反弹，美

国建材业出现强劲复苏势头，家居装饰

材料、水泥等板块受到投资者的密切关

注。发达国家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反映

在建材市场上，表现为对产品节能性、

无污染性和可循环利用性的极高要求。

抓住北美优势

扩展全球市场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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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各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且市场潜力巨大。由于保护主义兴盛，使得南美地

区不欢迎进口。但南美市场并非无机可乘。南美洲国家的商人大多喜欢现汇交易，

所以要扩大贸易，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或寻求一家可靠的代

理商。

走进巴西

巴西国土面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

居南美首位，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同

时也是南美洲最大的建筑投资市场，占

据了南美市场近一半的份额，对周边国

家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同时巴西是金砖

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

的市场之一。巴西一直是中国在拉美

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巴西 5

大出口对象国之一。

巴西市场开拓须知

由于巴西的外汇管制等各种制度影响，

支付方式往往成为中巴交易双方协商的

难点，不但协商耗时漫长，一旦协商不

好更会导致机会的白白流失。中巴双方

近年来虽然进出口贸易保持增长势头，

但相比欧美国家，中中巴双方对于对

方市场的了解仍十分有限。

如何跟巴西客户打交道？

商业文化——与巴西人谈判，要为繁琐

的谈判程序留出足够的时间，同时在最

初出价时要留足余地。谈判过程将会很

长而艰难，因为巴西人普遍擅长讨价还

价，要保持耐心。巴西人不像有些欧洲

人般刻板，他们更愿意和你交朋友并聊

一些生意以外的事情。

语言——南美地区主要使用葡萄牙语

和西班牙语，英语普及程度偏低。具

有专业市场营销知识，有多年进出口

贸易经验并懂得葡语、英语、中文的

专业型人才可遇而不可求。

巴西建材市场掠影

中国是巴西建材进口主要来源地，巴

西市场也成为中国建材行业出口的新

增长点。总体而言，巴西市场对于中

国建材企业有“潜力巨大、技术进步、

政策支持”的机会，也有“制造成本增

加、潜在竞争者增加、高端产品缺乏竞

争力、品牌弱势、开发设计能力薄弱、

经济实力较弱”的挑战。因此，中国

建材企业应该把握政策机遇、加大技

术研发、实施整合营销策略和品牌战

略，形成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

进军南美市场

你得知道的事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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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建筑材料展览会
IBS

展品范围

建筑机械、电动与手动工具、运输设备、工地防护用品、石材、陶瓷、水泥、建筑五金、

水暖器材、采暖空调、卫浴设备、建造型、积木型及度假型住房设计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建筑材料展览会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筑行业盛会之一，每年一届，现已

逐步成长为建筑行业进军美国及北美市场的重要贸易平台。该展会是建筑业企业展

示新产品、确认新代理、发布新信息的最佳窗口。

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建材展

展会时间：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拉斯维加斯、奥兰多两地巡展

展会官网：www.buildersshow.com

行业细分：建材 / 五金 / 照明

展出面积：5.9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800 家

观众数量：76,000 人

现场直击

美国国际建筑材料展览会汇集当今建材领域最新的技术、材料与服务，体现出建材

行业的三大发展趋势。第一，一些大型企业利用其技术及资源优势，提供房屋建造

及室内装饰的全套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提供快捷的一站式服务。其次，节能环保风

盛行，展览会上展出的新材料、新技术均大打节能和环保牌。第三，以人为本趋势

凸显，建材产品与我们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当今产品设计充分体现出人性化、使

用便捷、拆装方便、安全可靠的特点。

中国展商掠影

IBS 汇聚了 100 多家来自中国的参展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重较大，大部分的

参展企业都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主要来自浙江、江苏、广东、青岛等地，展出品主

要是建筑五金、浴室五金、建筑石材、地板等。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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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石材及瓷砖展览会
COVERINGS

美国最专业的石材展会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美国多个城市轮流举办

展会官网：www.coverings.com

行业细分：石材 / 机械

展出面积：2.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数量：37,000 人

展品范围

瓷砖、大理石、花岗石板材、马赛克、人造石、铝合板、金刚石工具、石材加工磨料、

磨具、石材加工机械、石材矿山开采机械、石料运输及吊装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石材及瓷砖展览会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石材和瓷砖类专业国际贸易展会，每年

一届，在美国多个城市轮流举办，旨在扩大 COVERINGS 对全美市场的辐射力。

现场直击

美国的石材消费需求以花岗岩和大理石（包含洞石和部分石灰岩）为主，砂岩、板岩、

石英石等为辅。大理石市场则是以板材为主，其中工程用规格板是需求主流，而美国

国内的室内装饰市场对大理石薄板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是中国石材企业展示产品、企业形象和竞争力的理想平台。展会上的中国展商呈

现出区域集中性的特点，主要展商都来自福建厦门和广东佛山，厦门主要产人造大理

石，佛山主要产马赛克，几乎所有展商都不是第一次参展，大部分展商每年都会参加。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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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际建材五金展览会
FEICON BATIMAT

展品范围

切割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小型加工机械、日用五金、建筑五金、装饰五金、

铁丝网、建筑架、电钻、紧固件、筛网、维修工具、泵阀类及各类配件等。

展会硬实力 

巴西国际建材五金展览会自 1990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南美地区规模最大且最

具影响力的综合建材展，是全球建材企业进军拉丁美洲市场的重要贸易平台。

现场直击

近年来，巴西政府对外贸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摒弃以高额关税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

宣布开放市场。南美地区是我国产品出口重点地区，中国产品在南美地区非常受欢

迎，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质优价廉的中国建材产品在南美市场的潜力巨大。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中来自中国的参展商约有 280 家，占参展商总数量的 30% 左右，数量规模空前。

由于巴西当地建材价格昂贵，建材超市的价格约为中国的 2 至 3 倍，因此中国供应

商在此的市场前景广阔。相同的材料和工艺，“中国制造”可以做到更好更实惠，

所以展会期间中国展商的签单率很高。另外需注意的是，巴西当地代理通常会索要

回扣，因此来此参展并希望通过代理来拓展生意的国内供应商需做好心理准备。

南美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建材展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feicon.com.br

行业细分：建材 / 五金

展出面积：8.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数量：90,000 人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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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EMBI PARK  
EXHIBITION HALL

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地点：巴西·圣保罗

建于：1970 年

地址：Av. Olavo Fontoura 1209 , Sao Paulo，Brazil

网址：www.anhembi.com.br

安年比展览中心落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同年举

办了第一届汽车展，目前是拉丁美洲覆盖面积最

大、提供服务最丰富的活动场所。展馆面积大

约 7 万平方米，分为北、南和西三个展厅，另

展馆介绍

设 10 个餐饮亭，为展商和观众提供多种选择。

展览中心对面即是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机机场之一

—— Campo de Marte 机场，可以为高层领导及

商务人士提供方便安全的往返交通。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

建于：1959 年

地址：3150 Paradise Road , Las Vegas ,  

NV 89109 , USA

网址：www.lvcva.com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繁忙、最先

进的展馆之一，该中心总占地面积 30 万平方米，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中心以其多功能性闻名于国

际，超过 19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44 个会议厅，

展馆介绍

可容纳 20 － 2500 人。会议中心紧邻拉斯维加斯

轻轨，交通便捷，可方便通向拉斯维加斯的旅馆

和旅游景点。

美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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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中东

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

         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且最大型的建筑、建材及服务类展览会

卡塔尔多哈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中东海湾地区著名的建筑建材展会

伊朗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伊朗久负盛名的国际建筑建材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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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市场通常指环绕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 9 个国家和周边阿拉伯国家，总人口达到

4.9 亿。人均年收入从阿联酋、科威特等的 3-4 万美元到伊朗、伊拉克、也门等国

家的年人均收入 5-6 千美元不等。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轻工、日用、电子和服装基本

都要依赖进口，产品的价格要求为中低档。

国际贸易的天堂——迪拜

迪拜处于“五海三洲”中的重要战略位

置，是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贸易枢纽，

其辐射面至中东、非洲、南欧和西亚达

30 多个国家，在迪拜可以找到全世界各

国家及地区的商人。

中东地区巨大的石油储量最终将化为

购买力，这将更加突显迪拜在中东贸

易中的重要性。近年来，迪拜贸易量

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迪拜是阿联酋对

外贸易的主要枢纽，其贸易份额约占

阿联酋全国非石油贸易的 75%。

迪拜的经贸环境及政策

迪拜经济政策透明、开放，其市场长期

繁荣稳定发展。迪拜货币稳定，与美元

汇率自建国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另外，

迪拜还有低关税、无税收、转口贸易免

关税、进出口均不实行货物配额限制

等政策。在该国设立工厂或产品在当

地加工率达 30%，即可拿到该国原产

地证书。

如何跟迪拜客户打交道？

商业文化——和当地人做生意你必须要

够有耐心，当你觉得事情已经敲定了，

可能还会有变化。当你觉得今天可以拿

下合约了，可能还要再等几次。而且你

必须要能沉住气，当地人不喜欢被逼迫。

语言——迪拜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但英语是最主要的商业语言，所以参

展人员基本上能用英语和当地人沟通，

也可以聘请当地的阿拉伯语翻译。

迪拜建材市场掠影

迪拜自成功转型为旅游经济产业后，该

地区对建材的需求迅速倍增，建筑机械、

天然石材、建筑用瓷砖、厨卫洁具及板

材等建材产品需求量很大。当地建材市

场产品并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60% 的

阿联酋建筑项目都依靠进口。

建材产品的进口档次划分非常明确。

高档建材从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

进口，中档建材从中国台湾等地进口。

中国产品大多占据中低端市场，个别

质量好的产品由专业公司代理或者直

接由生产厂家在此设立店面销售。

开拓中东

拨开神秘面纱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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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
DUBAI BIG5

展品范围

建筑钢材、建筑材料及设备、石材陶瓷、门窗及

装潢材料、涂料、粘合剂、密封材料、厨房卫浴

设施及配件、空调制冷、水处理技术与环保等。

展会硬实力 

始办于 1980 年的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BIG5）

是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且最大型的建筑、建材及

服务类展览会。其衍生展中东五大行业建筑机械、

车辆及设备展览会是专注于中东地区建筑设备、

机械、工具和车辆的专业展会。如今，中东地区

建筑市场的火爆和持续发展，带动了对建筑设备、

材料、工程机械及车辆的强烈需求，更吸引了全

球的关注。

现场直击

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依靠旅游经济产业的持

续发展，使得该地区对建材的需求量倍增，建筑

机械、天然石材、建筑用瓷砖、厨卫洁具及板材

等建材产品需求量很大。展会中特装搭建展台林

立，来自各国的建筑材料分类呈现给各国买家，

产品从类型、材质、价位方面满足各类买家需求。

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且最大型的建筑、建材及服务类展览会

展会时间：11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展会官网：www.thebig5.ae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照明 / 暖通

展出面积：1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0 家

观众数量：81,000 人

依托中东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喜爱，中国展商再次

成为展会主力。展会现场人气火爆，大多数买家

带有明确采购需求前来观展。据统计，展会 60%

的参观者来自海外，其国际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根据不少展商反馈，BIG5 是开发中东、西亚市场

买家不可错过的优质展会。

Europe

UAE

Africa

Americas

Other

GCC(excl.UAE)

Asia

42%
22%

3%
2%1%

9%

22%

参展商国家
地区分布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商共计六百余家，展位均匀分布在四个展馆内，

不少供应商是第一次参展。在建材行业内，中国制造

质量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因此能够轻松满足大多中

东买家的需求。同时他们更加注重产品设计，在产品

外观上也懂得如何改进。中国供应商往往非常愿意和

迪拜买家合作，双方对价格及质量的要求十分匹配。

装饰材料方面，多家中国供应商非常看好这个展会和

当地市场，连续参加 BIG5 多年。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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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   DUBAI BIG5

中国制造网携多家优质供应商共赴 BIG5 参展，全方位的千万众享活动，为中国制造

网及其优质供应商带来惊人的展示效果。

① 迪拜明令禁止烟酒，只要是室内均不许吸烟，

违反规定会受到处罚。

② 迪拜的法定货币是迪拉姆，人民币不流通， 

但大部分商场可以使用美元。

③ 迪拜当地人有祷告习惯，再着急的事也需要等

待其祷告完毕才可以解决。

参展
Tips

缤纷样品汇

中国制造网在迪拜五大行业展内设置了“缤纷样品汇”专区，集中展示供应商的优

质产品。由景林电器生产的速热水龙头凭借其独特的使用体验获得现场买家的一致

认可。现场买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产品，其销售市场十分广阔，想要尽快签

订订货合同。

精品会员展区

每一家展中展客户都收获了相当数量的订单。一家名为“时尚五金”的五金产品供

应商在现场受到买家热烈关注，甚至是展示样品都被售卖一空。该供应商表示，一

般中东买家会选择资质较好的欧美厂商的产品，对于中国产品关注度很低。这一次

正是借助中国制造网的名气，吸引到众多买家，给了自己产品一个绝佳的展示舞台，

该供应商对中国制造网的服务非常满意。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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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吉达五大行业展
THE BIG5 SAUDI

展品范围

建筑材料及设备、水处理与环保、空调制冷、清洁及维护设备、玻璃及材料、卫浴陶瓷、

石材及机械设备、照明器材、建筑车辆、建筑机械、起重和传送装置等。

展会硬实力 

沙特吉达五大行业展是中东迪拜 BIG5 展的衍生展，得到吉达市政当局的大力赞助

和支持。很多参展商表示，建筑业是沙特地区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参展能进一步

增加与沙特企业合作的机会。

现场直击

基于沙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五金建材行业在当地的市场很大，大部分的中国参

展商在当地都有自己的客户，并且合作相当密切。但是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走低，

让沙特的贸易和商业规模都有所紧缩。来到现场的当地观众并不多，很多是来自周

边国家前来参观的观众，其中较多的是来自埃及的商人，他们普遍专业，积极地在

展会现场寻求合作的机会。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共有 80 家左右的中国参展商，其中一家来自天津的外贸公司第一次来到吉达，

借展会的机会发掘潜在客户。另一家来自南京浦口桥林地区的一家企业是做建筑环

保素材的，也是第一次来到沙特吉达地区参加展会，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展台接待

的观众很多，对于初次参展表示满意。

沙特成长最快最佳的建筑业展会之一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沙特吉达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thebig5saudi.com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照明 / 暖通

展出面积：1.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观众数量：15,000 人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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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多哈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PROJECT QATAR

展品范围

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类、环保技术材料、

石材产品、石材装饰及设备、水处理技

术、水力发电、空调制冷、电器、灯饰等。

展会硬实力 

卡塔尔多哈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主要突

出新产品，以满足卡塔尔快速增长的建

材需求，为国际建材行业的专业人士提

供了一个独特和动态的平台，为海湾国家

地区的建筑贸易添上辉煌的一笔。该展

会有力促进展商与伊拉克、科威特、沙特

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商贸往来。

现场直击

近年来，卡塔尔人口剧增，刺激了建筑

业的迅猛增长。繁荣的经济状况对建筑

技术、能源、建筑材料及装备有巨大的

需求，使卡塔尔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

市场。中国制造的工艺和质量日益提高，

但受限于曾经的廉价印象，国外买家往

往在没有特色的中国制造产品前会习惯

性压制价格，致使低质的恶性循环，因

此参加展会的中国参展商们应认清并利

用自身产品优势，坚持立场，变被动为

主动。

中国展商掠影

卡塔尔建材展共有 60 家中国参展商，

展品涵盖了建材行业大部分产品，如建

筑五金、轻钢构房屋、门窗和新型装饰

材料等。展台搭建均以简单实用为主，

相比之下缺少特色。现场了解得知，该

展目前不被国内展商熟知，但少数连续

参加几届的展商表示，展会效果还是值

得称誉的。

中东海湾地区著名的建筑建材展会

展会时间：5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多哈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projectqatar.com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展出面积：4.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100 家

观众数量：32,000 人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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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IRANCONFAIR

伊朗久负盛名的国际建筑建材盛会

展会时间：8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伊朗德黑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iranconfair.ir

行业细分：建材 / 门窗 / 机械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200 家

观众数量：55,000 人

中国展商掠影

参展的数十家中国展商成为展会上不容忽视的海

外展团，虽然大多采用标准摊位展示，但丝毫没

有影响当地买家对中国产品的兴趣。不少中国展

商每年都来参展，主要是与当地的老客户会面，

并顺道开发部分新的客户资源。也有个别展商是

首次来到这个展会，希望借此打开伊朗市场。由

于当地语言问题，中国展商们都选择雇佣翻译来

协助工作，当然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展品范围

建筑材料、门窗型材、地面材料、卫生洁具、暖通制冷、建筑工程机械、

建材生产加工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伊朗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是伊朗乃至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建

筑建材行业盛会之一。该展是世界各国开拓伊朗市场的必选展会。展

会现场的观众络绎不绝，有专业的买家、贸易商、工程商、装饰商等

潜在客户，当然也有一些中小型代理商、建筑学院学生等。

现场直击

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千余家企业参展，展品

范围几乎涵盖了建筑建材行业的所有产品，能够

满足伊朗当地市场对建材产品的需求。现场展商

们大都选择特装搭建进行展示，更有部分展商选

择了户外展示，效果可见一斑。近年来中国企业

在伊朗参展规模不断扩大，伊朗认识到中国产品

的物美价廉，特别是建材类相关产品。当地建材

企业已逐渐重视对中国建材产品的进口和使用，

因此伊朗市场不容错过。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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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五大行业展
THE BIG5 KUWAIT

展品范围

陶瓷、石材及机械、门窗及装饰五金、木材及其产品、电气系统、电子电线及照明：

玻璃技术、防火及安保技术、采暖、通风、空调等。

展会硬实力 

科威特五大行业展是中东地区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建筑设备、机械、工具与车辆

专业展会之一。始办于 2013 年的科威特五大行业展，为有志于开拓总额达 1880

亿美元的科威特建筑工程市场的各国相关企业，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买家主要来自科威特当地，还有部分阿联酋买家，周边的沙特、伊朗买

家并不多，可能是由于本身展会规模并没有吸引足够多的周边买家来参加。买家

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商、当地的建筑公司、中间商与个人买家。从买家类

型来看，很多工程师、内部的 QA 和 QC 到展馆内，希望了解相关产品的动态和目

前市场的报价，也希望储备更多供应商资源。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共吸引到 24 个国家约 200 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展商约 40 家。有部分大型

工程机械的厂商和当地代理商不顾四十多度的高温，选择在展馆外的户外设展，

其中包括中国重汽、徐工、厦工和三一重工。另有部分在迪拜 BIG5 和吉达 BIG5

的中国展商，如联塑集团、青岛纽新元塑料有限公司也参加了此展会。

进入科威特国家发展的绝好机会

展会时间：9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科威特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big5kuwait.com

行业细分：建材 / 石材 / 照明 / 暖通

展出面积：0.7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00 家

观众数量：8,000 人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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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DA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RE

沙特吉达国际会展中心
地点：沙特·吉达

建于：1987 年

地址：Madina Road Jeddah 21511 , Jeddah

网址：www.jitf-arabia.com

吉达国际会展中心是国际高标准的现代化综合会

馆，距离商业中心、银行、政府办公楼、商场和

大型酒店只需要几分钟路程。该会展中心总面积

4 万平方米，其他还包括：咖啡厅、休息室、会

议厅、新闻中心等设施，停车场可以停放超过 2,000

辆汽车。

展馆介绍

DUBAI WORLD TRADE CENTRE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地点：阿联酋·迪拜

建于：1979 年

地址：Sheik Zayed Road, Convention Gate, Dubai

网址：www.dwtc.com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由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主楼、迪

拜国际会议中心和迪拜国际展览中心三大主题建

筑组成。其中国际展览中心可提供 6 万平方米的

多功能展览面积，配备先进的展览设施，为参展

展馆介绍

企业和参观者提供了极好的相互交流的平台。该

贸易中心距迪拜国际机场只需 15 分钟车程，交

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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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R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伊朗德黑兰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伊朗·德黑兰

建于：1969 年

地址：Tehran Permanent Fairground，Dr. 

Chamran Highway P.O.Box 1148 Tadjrish 

Tehran，Iran

网址：www.iranfair.com

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是伊朗最大和最专业化的展

览场馆，拥有 124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由于邻

近伊朗高速公路网和购物中心地带，中亚各国在

内的周边国家企业都可以方便到达。德黑兰国际

展馆介绍

会展中心可为参展商提供展览所需各项服务，包

括银行、通讯、保险、交通、签证、旅行安排、

市场营销、广告等。

DOHA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多哈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卡塔尔·多哈

建于：1966 年

地址：Backside of Citycenter Mall, Westbay, 

Doha, Qatar

网址：www.decc.qa

多哈国际展览中心靠近喜来登公园并与地铁站相

连接。整个展览中心由五个大型展厅组成，联合

区域超过 3.2 万平方米，展厅高 18 米，无柱子的

展厅将使展会主办方更容易地把大型机械，汽车

展馆介绍

等重型设备搬进展厅。巨大的空间展厅可同时容

纳 3,500 名观众。同时还配套可以容纳近 5,000

辆汽车的停车场和一个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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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WAIT INTERNATIONAL FAIR

科威特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科威特·科威特城

建于：1971 年

地址：International Fairs Ground , 6th Ring 

Road Motor-highway Mishref, Kuwait

网址：www.kif.net

科威特国际展览中心是科威特境内最大的展览中

心。展馆由 6 个大型展示厅组成，其中最大的展

示厅展示面积超过了 7,000 平方米。展馆配备了

巨大的室外展示空间，可以允许众多大型机械同

时展览。展馆交通便利并配有大型停车场，满足

泊车需要。

展馆介绍

Y

中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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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马来西亚国际建材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建材及建筑技术、五金行业和木工机械三大主题一体化的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

         印尼最大的综合建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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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南亚或将成为“新世界工厂”的说法不断涌现，更有预测，未来五到十年，

东南亚“沉睡的巨人”将开始苏醒，展现其惊人的消费潜能。国内各产业将东南亚

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行业巨头们已逐渐向东南亚国家市场扩张。

走进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

家，也是 OPEC 组织中唯一的东南亚国

家。印度尼西亚在东盟一直处于领导地

位。预计到 2020 年，印尼将成为全球

第十二经济强国。中印双边贸易频繁，

中国是印尼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印尼的进口政策

印尼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经营进口、批

发及零售的业务。外国投资者如果进口

原料供自己工厂制造出口产品之用，则

不在此限，但不能卖给本地公民。外国

投资者若想把海外母厂的原料或半成

品卖到印尼来，最好的方法是由其当

地合作伙伴出面，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除供应自身所需，另可增加一项收入。

如何跟印尼客户打交道？

商业文化——事先约定会议时间在印度

尼西亚是受人欢迎的。商务谈判往往是

冗长、拖拉、困难重重。所以与印尼人做

生意不能太过心急，要着眼于将来，充分

展现出你的真诚，才能获得他的信赖。

语言——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为印

度尼西亚语，英语的应用不是非常广

泛。前往的会展人员可以提前学习一

些简单的当地语言，也可以聘请翻译

人员随行。

印尼的建材市场掠影

印尼国内对于陶瓷卫浴产品的需求极为

旺盛，给国外陶瓷卫浴企业提供了极大

机会。而我国目前陶瓷卫浴市场则是供

远远大于求的状况，所以我国企业将陶

瓷卫浴产品出口到印尼乃是一个绝佳

的选择，有助于缓解我国市场上的饱

和状况。

深耕东南亚

加速全球化市场布局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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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
MEGA BUILD

展品范围

建材机械、建筑材料、建筑五金、采暖空调、卫浴设备、热水器及配套设备、建筑照明、

建筑设计、其他建筑相关等。

展会硬实力 

印度尼西亚建材博览会是励展博览集团在印尼打造的最为专业的、涵盖建筑领域

产品最全面的综合建材展。展会展示的都是高质量的最新产品，是买卖双方在印

尼直接进行贸易合作的最佳平台。

印尼最大的综合建材展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megabuild.co.id

行业细分：建材 / 装饰 / 照明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75 家

观众数量：35,000 人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 TOTO、INFO 等知名企业的展台精致大气，富有创意。有的展位还配备

了钢琴乐队等伴奏表演，吸引很多观众围观，相比之下周围的标准展位冷清许多。

现场了解得知，展会买家大都是一些散客，订单规模不是很大，主要满足自己家

装和购置的需求。买家以当地观众为主，来自国外或者欧美地区的观众数量比较少。

中国展商掠影

随着政府对参展企业的政策鼓励，很多中国企业开始重视线下的展会推广。但清

一色的标准展位展示，使得中国企业在展会现场得到的关注和影响力相对较小。

中国制造近年来渐渐被东南亚制造所取代，这也表示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

丧失。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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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际建材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BUILDTECH

展品范围

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建材与建筑工艺节能、生态环保、智能系统设备产品、工

具五金、机械五金、焊接五金、安全产品等。

展会硬实力 

马来西亚国际建材及建筑技术展是马来西亚最专业、最具国际性的建材行业盛会

之一，汇集了当前最为优质的建筑材料及技术设备。该展会不仅得到了马来西亚

当地专业公会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中国、泰国和新加坡等地五金建材机械商会

的大力赞扬。

建材及建筑技术，五金行业和木工机械三大主题一体化的展览会

展会时间：6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展会官网：www.buildtechasia.com

行业细分：建材 / 机械 / 五金

展出面积：1.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30 家

观众数量：10,000 人

现场直击

电子采购平台在马来西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当地的电子商务平台由于没有政府

的支持，发展速度较慢且不够成熟。展会上中国制造网的业务模式吸引了现场众

多买家前来咨询，“Fast Match”快速通道帮买家与卖家在第一时间上传采购需求

与产品信息，实现 24 小时内自动匹配。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企业“三一重工”作为该展会的特别赞助商，拥有 300 平米的超大型展示区，

不仅在馆内有展示，在展馆外也还有大型的机械展示。展会中约有 30 家中国企业

前来参展，其中一部分中国企业为当地的代理商。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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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建于：1984 年

地址：41, Jalan Tun Ismail,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址：www.pwtc.com.my

吉隆坡太子世贸中心占地面积为 1.7 百万平方英

尺，展馆面积为 253,000 平方英尺，周围有重要

的金融和商业机构及娱乐中心，交通便利。吉隆

坡太子世贸中心以其高水平的人性化服务和组织

大型活动的灵活运营手段而闻名于世，受到各类

展览会举办者的欢迎。

展馆介绍

JAKARTA INTERNATIONAL  
EXPO

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建于：1997 年

地址：2nd floor Pusat Niaga Building,Arena 

JIEXPO Kemayoran,Jakarta,Indonesia

网址：www.jiexpo.com

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位于雅加达北部，展馆总面

积 12,500 平方米，有室外停车位 7,000 个。如从

机场开车前往展馆，需花费 30-45 分钟。另外展

馆还提供了从 Mangga Dua Square（当地著名广

场）到展馆的来回免费公交车。

展馆介绍

亚洲│展馆 亚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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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亚洲门窗遮阳展

         源自德国，以亚太地区为核心，覆盖全球门窗遮阳市场

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为建筑装饰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上海）博览会 

         亚洲绿色建筑建材第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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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门窗遮阳展
R+T ASIA

源自德国，以亚太地区为核心，覆盖全球门窗遮阳市场

展会时间：3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rtasia.org

行业细分：门窗 / 遮阳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专业观众：30,000 人

展品范围

遮阳产品及服务、门及门禁、门窗系统、门窗、

五金配件、型材等。

展会硬实力 

R+T 源自德国，母展已有超过 50 年历史，是全球

最大的门窗遮阳展。R+T 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后，

多年来与中国建筑遮阳、门及门禁行业共同成长，

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卷帘门窗、门及门禁与遮阳系

统贸易展览会。

现场直击

智能门窗系统作为智能家居的一部分，在展会上

可谓大放异彩，所有高端品牌主推产品均是门窗

家居自动化产品。与此同时，一些为配套门窗自

动化系统的电机企业也备受买家关注。门窗、遮

阳一体化也是该展的热点，将门窗与遮阳相结合，

打破传统的门窗、遮阳分离方式，引领门窗行业

产品的前进方向。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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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EXPO BUILD CHINA

展品范围

门窗遮阳、家具饰品、门窗幕墙、门禁门控、屋

面系统、墙体材料、天花隔断暖通、壁纸地板、

窗帘布艺、砂岩雕塑、五金遮阳、地面材料、照

明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秉承创新与潮流理念，

汇聚众多优质建材知名厂商，国内外顶尖品牌云

集一堂。展会中全面展示各类服务于星级酒店、

商业空间、别墅会所、时尚家居的建材精品和经典设计，满足建筑及室内设计师、

工程采购商、星级酒店管理者、房产开发商等实力买家的高端采购需求。

现场直击

展会的一大亮点就是优秀设计师的设计灵感会应用于其展台。单独开辟的设计馆荟

萃国内外前沿设计理念，并通过高端论坛、主题展示等形式，为到场的海内外建筑师、

设计师和原创设计精品提供一个互动的交流空间，并从中发掘出创新设计思维的商

业价值及潜力。展会针对商业地产与奢华空间装饰设计的旺盛市场需求，为酒店、

餐厅、商场、会所及豪宅别墅等提供从设计、建筑、装修到新产品、新材料的一站

式广阔平台。

中国唯一面向中高端品牌的精品建材盛会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xpocacc.com

行业细分：酒店 / 家具 / 设计

展出面积：3.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专业观众：120,000 人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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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CBDFAIR

为建筑装饰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展会时间：7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保利世贸博览馆

展会官网：www.cbd-china.com

行业细分：定制家居 / 室内装饰 / 五金 / 卫浴

展出面积：3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500 家

观众数量：130,000 人

展品范围

定制家居、建筑装饰五金、卫浴、门窗遮阳、室内装饰、建筑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建博会（广州）是中国建筑装饰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

以涵盖 " 全产业链 " 的独特风格，发挥 " 冠军企业首秀平台 " 的巨大平台优势，优

化展区布局。同时，展会制定全方位宣传方案，着力优化观众结构，实现展会资源

共享和优化配置。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展示的展品不仅有传统的家具

装饰产品，更是有顺应时代潮流而推出

的智能家居、定制家居、整体家居、绿

色建材等各种概念产品。主办方更是将

这些新概念产品单独组织成展示区域，

便于观众寻找自己意向的产品。

作为国内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中国制造网很受建筑装饰行

业尤其是家具行业客户的认可，一对一高质量询盘带来的是

真正优质的买家。在这个基本是内销性质的展会上，中国制

造网给很多以往只从事内贸业务的厂商带来了新的机遇，很

多展商都驻足咨询如何从内贸转外贸，或者是咨询自己的产

品是否适合国外市场，对外贸的热情很高。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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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上海）博览会
ESBUILD

展品范围

墙材保温系统、内墙保温装饰系统、外墙保温装

饰板、新型建筑装饰防火材料、建筑部品件、屋

顶及立体绿化材料、建筑节能相关产品系统、节

能建材制造机械及施工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上海）博览会是全国首家通

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被誉为“亚洲绿色

建筑建材第一展”的建筑行业展会。展会每年都

以节能、节材、绿色建筑技术为主题，吸引国内众多建筑领域相关展商前来参展。

亚洲绿色建筑建材第一展

展会时间：7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xpojc.com

行业细分：建筑材料 / 绿色节能

展出面积：1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200 家

专业观众：120,000 人

现场直击

目前建材行业基本以内贸为主，能做外贸的企业几乎不到一半。出口市场集中于中东和印度，其中新型

材料在中东有较好市场。欧美市场对于建筑材料需要使用的化工原料等有较高要求，中国企业需加大投

入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该展展商质量较好，前来参展的企业主要发展内贸业务，大多都配备了完善的

内销团队。展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有外贸经验，不少有实力的企业正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大多企业

都打出“新材料”、“新能源”、“环保”、“无毒”等口号，展会每年都将这样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

企业聚集在一起，给这些“绿色”企业一张门票。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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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地点：中国·上海

建于：2001 年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网址：www.sniec.net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拥有 17 个单层无柱式展厅，

室 内 展 览 面 积 200,000 平 方 米， 室 外 展 览 面 积

100,000 平方米。自 2001 年开业以来 , SNIEC 每

年举办约 100 余场知名展会 , 吸引了 500 余万名

展馆介绍

海内外客商。展馆坐落于上海浦东经济与工业核

心发展区，地铁 2 号线、地铁 7 号线、磁浮列车、

以及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由龙阳路站步行 10

分钟即可抵达。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地点：中国·广州

建于：2008 年

地址：广州市阅江中路 380 号

网址：www.ciefc.com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

设施最先进并且能满足大型国际性商品交易会、

大型贸易展览会的国际展览中心。展馆交通便利，

东、西、南、北向均有城市干道，已开通的地铁

展馆介绍

四号线和八号线将在附近交汇，未来地铁十一号

线也将从附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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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信用险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为买家拒收货物、拒付或拖欠货款提供

风险担保的保险服务，中国制造网和中国信保强强联合，帮您代理投保，降低收汇风险，承接有

付款帐期的赊销订单。

400-665-0758 fie@made-in-china.comg.made-in-china.com

进出口服务

出口信用险
为您保驾护航

赊销订单不敢接？

保费免预缴  不占用企业资金 风险实时预警  提前防范与规避
最高90%赔付

大额风险保障

2015 年，A 公司自行投保信用险，预缴一年保费 3.5 万美金，费用较高，还占用企业流动资金。

2016 年，中国制造网为该公司提供了集报关、收汇、信保于一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其年保费

降低至 2.5 万美金，而且还免除其预缴额，让企业更好地利用中国信保这个工具开拓国际市场。

案例

中国制造网为国内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外

贸全流程解决方案，内容包括报关报检、

外汇收结、退税申报、船务物流。

极速垫退税：收汇完成，增票收到后3个工

作日内即放退税款，0代理费，仅按退税款

的3%收垫税费（中国制造网高级会员）。

服务优势服务内容

进出口服务

400-665-0758 fie@made-in-china.comg.made-in-china.com

零

以企业年出口100万美元，退税率17%计算

自营出口 中国制造网代理出口

5 万元人民币 3万元人民币

办退税时间周期长 , 公司人力成本支出 3个工作日内放退税款 , 免代理费

费用支出

特点

示例

通关

物流

退税

外汇

服务费
极速垫退税，手续费仅为退税款的 3%

代理出口



Doba
让海外网店 都卖你的货零售商

加入

52万+零售商不请自来

作为美国知名Drop Shipping服务平台，Doba拥有

52万+零售商资源。潜在零售商组建成您的海外销

售团队，随时随地都在销售您的产品，达成订单

后，由您直接给买家发货。

十余知名购物平台在等您

Doba与Amazon, eBay, Bigcommerce, 

Sears, Volusion, Shopify等众多知名购物

平台合作，实现Doba信息在平台上轻松导

入导出，您的产品随时有机会曝光给成千

上万买家。

大数据告诉您什么最好卖

Doba专业市场研究团队时刻关注时下最热

门产品动态，结合市场研究数据，第一时间

告诉您最受欢迎产品，助您把握最IN商机。

加入Doba

加入Doba 加入Doba

usasupport@made-in-china.com www.doba.com400-665-0758



Tools & Hardware
五金工具

中国国际五金展

         全球第二、亚太第一大五金专业展览会

日本国际五金及工具展览会

         日本规模最大的五金行业展会

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千万众享）

         全球规模最大的五金展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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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EISENWARENMESSE

展品范围

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及附件、安防系

统和配件、紧固件和配件、家居改进、化工产品、

室内装饰、板材等。

全球规模最大的五金展会之一

展会时间：3 月，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德国科隆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eisenwarenmesse.com

行业细分：建材 / 五金 / 装饰

展出面积：14.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700 家

观众数量：40,000 人

展会硬实力 

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四十

余届，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五金行业展会。不论从规

模还是主办方层次上一直保持行业内全球第一。科

隆国际五金展是制造商、分销商、及决策者齐聚的

地方，代表着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顶级品质。

现场直击

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一直以来保持着行业

内第一展的位置。利用欧盟的便利性，展会吸引了

很多欧洲当地买家，人气十足。在与中国供应商沟

通中了解到，该展展品涵盖范围增大，面向的买家

范围也变广，但专业程度不减。所以，虽是两年一

届且同行竞争激烈，但也仍然需要继续参展。

中国展商掠影

随着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参加

科隆国际五金博览会的规模和数量也在最近数年内

突飞猛进。展会约有千家中国企业参展，主办方也

专为中国展商设置了“中国馆”，让买家可以一站

式采购中国产品。展会中部分领先的中国品牌首次

进入专业馆，代表中国展团出现在国际行业的先锋

位置。

观众构成

展商构成

海外展商
68%

中国展商
32%

海外观众
63%

中国观众
37%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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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德国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EISENWARENMESSE

中国制造网将千万众享项目带入此展，携同多家高级会员企业重装亮相，获得了不

俗的口碑。

缤纷样品汇

中国制造网在德国科隆五金展中设置了“缤纷样品汇”，集中展示了一些优质会员

的样品，并在展位布置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如增加更多立体效果等，更好地展示

产品优势，引人驻足。

① 德国难民日益增多，需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问题。

② 本展入场有闸机验票，观众需要提前注册好观众证以便入场。 

如无免费日票，需当场花费 38 欧元购买。

③ 德国酒店不配备拖鞋、牙膏以及牙刷，因此参展前要准备好日常用品。

参展
Tips

精品会员展区

精品会员展区也为会员们带来了不少订单，亿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展会的效果远远大于之前的预期，收获了不少有意向的买家。而青岛玉山机械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在第一天参展结束后，就立刻询问相关人员，何时可以向中国制造网

预定下一届的科隆五金展精品会员服务，参展效果可见一斑。千万众享服务受到了

参展会员的一致好评。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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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五金展
EURASIA EXPO TOOL 

土耳其最大的专业五金工具展

展会时间：6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www.eurasiaexpotool.com

行业细分：建材 / 五金 / 机械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600 家

观众数量：21,000 人

展品范围

建筑五金、紧固件、装饰五金、家具五金、门窗五金、

紧固件、丝钉网、管道连接件、紧固件制作设备、

建筑材料及配件等。

展会硬实力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五金展由俄罗斯五金展

MITEX 的组织者发起，是土耳其规模最大的专业

五金工具展览会。展会定位为专业的电动、手动

工具及配套产品的展览会，吸引了建筑业、制造业、

汽车业、木工机械、DIY、管道等众多行业的专业

人士前来参观。

现场直击

展商以当地展商为主、其次也有意大利、台湾展

商前来参展。参观者中建筑工程师、五金店主、

代理商及销售商的比例超过了 40%，且超过 50%

的参观者都是五金工具专业人士。近年来，土耳

其经济增长迅速，五金进口比重不断加大，参加

该展览的企业都获得了较理想的成交量。

中国展商掠影

现场与中国供应商沟通了解到，土耳其客户参差

不齐，他们对于产品的要求不高，价钱便宜是王道，

所以相对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在土耳其关注度相

对较高。参展的中国供应商并不致力于开拓新客

户，主要目的是与老客户维护关系。总体而言，

土耳其市场还是相当有潜力的，一些中小型企业

可以针对其中低端市场进行开发。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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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五金及花园展览会
NATIONAL HARDWARE SHOW

展品范围

五金和建筑设备、油漆涂料与家庭装修用品、家用五金产品、固定装置及电子产品、

草坪、花园及野外生存用品、小家电及和家居用品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五金及花园展览会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专业展

会之一，由励展集团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十余届，每年都吸引全球最高水准

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前往。

现场直击

展会按照展品有序分区，每个国家的展团在展馆内以“岛”形式整齐呈现。该展

会主要分为 3 大区域。中央展厅的展品最为丰富，五金工具，家居用品，电力水

管等一应俱全。北馆主要集中展示户外用品等，非常吸引眼球。南馆主要展示了

BBQ 烘焙产品。除了常规的产品展示外，展会现场还在显著的位置举办了各种行

业奖项评比和新产品推荐会，让参展商有不同的渠道去推广和展示。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商共计七百余家，不少供应商都是多次参展。水龙头、五金件、门窗、水管、

锁等为比较集中的产品。现场展商除了标准款产品展示外，还会携带最新的产品

进行推广。供应商普遍表示现场的效果不错，不求络绎不绝的人流，但求能够精

准匹配到合适的买家。

国际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五金工具及花园展览会之一

展会时间：5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

行业细分：五金 / 装饰 / 户外用品

展出面积：11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700 家

观众数量：30,000 人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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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国际五金及卫浴展览会
EXPO NACIONAL FERRETERA

展品范围

五金工具、五金制品及五金材料、手动、电动、气动、液动工具、搬运、起重、吊

装机械与设备、千斤顶、量具、刀具、钻夹头、轴承、链条、传动带、焊接设备与

材料等。

展会硬实力 

墨西哥国际五金及卫浴展览会创办于 1989 年，每年一届，是拉美最大规模的专业

五金展，同时也是除科隆和拉斯维加斯五金展之外的世界第三大五金展。尽管该展

会已举办近三十届，但其发展却毫无停滞的迹象，摊位仍一如既往，供不应求。

拉美最大规模的专业五金展

展会时间：9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expoferretera.com.mx

行业细分：五金 / 机械 / 卫浴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500 家

观众数量：80,000 人

现场直击

展会期间观众数量可观且专业度较高，基本

都有明确的采购意图。观众以墨西哥当地为

主，同时伴有一些巴拿马等周边地区和国家

的买家。展馆内气氛十分活跃，不少展商都

设置了现场互动活动以吸引观众注意力。墨

西哥当地展商对现场宣传十分重视，不论自

身展位规模大小。几乎所有本土展商都会聘

请身着艳丽服装的兼职人员进行现场宣传。

中国展商掠影

目前墨西哥地区的五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大陆

及台湾是两个最大的供货区域。墨西哥本地企业的产

品主要为安防产品和五金件成品，中国展团有大量的

五金配件，台湾展团则以工具为主 , 这样的产品特性

在现场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每个区域都有较好的人气。

但对于中国供应商而言，在没有打开墨西哥市场的局

面下，大多要通过一些墨西哥的贸易中介公司转销商

品，并交纳相应的中介费。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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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迪拜）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HARDWARE & TOOLS MIDDLE EAST

展品范围

电动工具及配件、手动工具及配件、建筑五金、耗材、建筑建材、铝门窗、铝合金

加工机械、木工机械、清洗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中东（迪拜）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五金制品专业展览会，旨

在为阿拉伯和中东地区五金行业提供一个交流探讨、磋商贸易的平台，促进当地市

场的发展。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展会倍受五金、工具、材料、机械等行业的青睐。

现场直击

展会买家以中间商和零售商为主，主要来自中东及周边国家，如迪拜、沙特、印度、

巴基斯坦等，很少可以看到欧美买家的身影。目前整个中东地区正处在积极发展建

设的时代，从而激发了五金工具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周边国家的相关企业慕名

而来。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上，中国展商的数量占四分之一左右，以浙江、山东企业为主。锯片类产品以

丹阳地区和河北地区为主，管件类产品则以河北沧州为主，也对应了这些产品在中

国的集散地分布状况。此外，展会现场许多观众提出了阿拉伯政府禁止中国产品进

口的问题，有相关经验的商家表示目前可以通过新加坡或香港转口贸易来解决。

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展览会之一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展会官网：www.hardwaretoolsme.com

行业细分：建材 / 五金 / 机械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750 家

观众数量：12,700 人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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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五金展
SAITEX

展品范围

五金工具、建筑五金、DIY、锁具、安防设备及

配件、型机电设备、建筑装饰五金、室内装饰

材料、门、窗、户外园艺产品等。

展会硬实力 

南非五金展自 1993 年起至今已经举办了二十余

届，2008 年该展会开始由南非 EMS 展览公司

组织举办，并于 2009 年与该展览公司的名牌项

目非洲七大行业展览会同期举行。在南非举办

五金建材展览会，是非洲的业界盛事，同时也为各国企业的出口贸易缔造良机。

展会拥有高质量的专业观众：60% 的展会专业观众是企业的董事长、行政总裁、

业主和高级管理层。同时 , 专业观众购买力较高，

近 50% 的买家会在现场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15%

的买家甚至会推荐其他客户订购产品。

非洲地区最大的综合贸易展览会

展会时间：7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saitexafrica.com

行业细分：五金 / 装饰 / 户外用品

展出面积：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700 家

观众数量：15,000 人

们的产品在现场受到的关注和咨询次数都让人满

意，有不少展商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中国展

区。展商们看到了这片市场的需求，观众们看到

了未来市场的方向，所以无论是展商还是观众大

多数都表示会继续参加下一届展会。

现场直击

展会现场人气旺盛，观众的专业程度良好，有明

确采购意向的买家占到一半左右。从沟通情况来

看，南非本土商家的贸易方式还停留在比较原始

的层次，OEM、代理等贸易方式目前尚未进入他

们的商业思维。此外，该展会除了五金展品，还

包含了部分食品及服装贸易。中国展商的展品几

乎以五金为主，而巴西、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区展

品则以食品为主，这也是巴西、南非这类新兴市

场的展会的普遍特征。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团是除南非本土展团外最大的展团。尽管

尚有订货量过少问题的存在，但总体而言，展商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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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五金及工具展览会
TOOL JAPAN

展品范围

五金工具、五金制品、机械五金、建筑五金、园艺用品等。

展会硬实力 

日本国际五金及工具展览会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五金行业展会，是最具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作为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平台，展会专注于各类五金和工具。

进出口商、批发商、连锁零售商以及其他的业内专业人士汇聚一堂，并称该展是拓

展日本市场的绝佳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荟萃了各类五金及园艺产品，代表了行业的技术走向及流行趋势，吸引了众多

欧美专业买家。展商以日本当地的参展商为主，其他少量参展商主要来自韩国、台

湾及中国大陆。相比其它海外买家，日本买家更追求产品的精细程度、轻便程度，

因而精细小巧的五金类工具更受到日本买家欢迎。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会约有 30 家中国企业参展，以中小企业居多，展品主要以五金工具、园艺工具

为主，过硬的产品质量及高性价比受到国际买家广泛关注。现场了解到，许多中国

供应商为了降低经销环节的各种流转成本，直接将销售公司设在日本，在日本注册

商标，以日本品牌的形象在日本直接销售，获得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日本规模最大的五金行业展会

展会时间：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日本千叶幕张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tooljapan.jp

行业细分：五金 / 户外用品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70 家

观众数量：42,000 人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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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五金展
CIHS

全球第二、亚太第一大五金专业展览会

展会时间：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官网：www.cihs.com.cn

行业细分：五金 / 机械 / 物流

展出面积：1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400 家

观众数量：50,000 人

现场直击

该展会 90% 以上为一线制造商，这是国内同类展

会中制造商比例最高的。其中 200 余家海外展商

来自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展品包括工具、建筑

五金、紧固件、锁具与安防产品，以及橱柜、卫

浴产品及配（附）件等。为期 3 天的展期内，举

办众多活动，内容涉及全产业链的方方面面，为

参展商、采购商以及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是一次五金行业的盛会。

展品范围

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机械设备、焊接设备、机电设备、五金制品、仓储、物流设备、其他产品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五金展创办于 2001 年。十余年间，该展顺应市场、服务行业，被誉为“五金市场的

晴雨表，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致力于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五金制造领域的应用。

该展是中国最成熟、国际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五金展览会之一，规模位列世界第二，影响

力波及全球。

五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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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  
GUADALAJARA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建于：1989 年

地址：Av. Mariano Otero No. 1499,Col. Verde 

Valle,Guadalajara,Jalisco,C.P. 44550,Mexico

网址：www. expo-guadalajara.com

瓜达拉哈拉国际展览中心是墨西哥现代化设施最

完善的展馆，占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内设 15

个多功能展厅，可容纳 60,000 人同时参展。交通

方面，瓜达拉哈拉的公交系统比较发达，自驾的

危险系数较高，一般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展览中心。

展馆介绍

KOELNMESSE  
GMBH

德国科隆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德国·科隆

建于：1922 年

地址：Koelnmesse GmbH, Messeplatz 1, 50679 

Koln, Deutschland, Germany

网址：www.koelnmesse.com

科隆国际展览中心是世界上第四大展览中心，其

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一流的服务可以完全满足如今

会展产业的所有要求。展览中心的展馆总面积高

达 28.4 万平方米，室外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应有

展馆介绍

尽有的空间可以配合实现不同的参展计划。展览

中心的地理位置优越，与科隆市区和大教堂近在

咫尺，各种交通方式都可以轻松方便地到达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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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点：中国·上海

建于：2014 年

地址：上海青浦区盈港东路 168 号

网址：www.cecsh.com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由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

府合作共建，由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投

资建设并运营，总建筑面积 147 万平方米，是目

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该

馆位于上海市虹桥商务区西部，通过地铁 2 号线

与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

展馆介绍

GALLAGHER CONVENTION 
CENTRE

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展览中心
地点：南非·约翰内斯堡

建于：1995 年

地址：19 Richards Drive，Midrand 

Johannesburg Gauteng，South Africa

网址：www.gallagher.co.za

加拉格展览中心设有 5 个展厅，提供给客户 2.7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空间，以及两间设备齐全的

餐厅。主要大厅都配备空气蒸发冷却和加热系统，

提供水、电和通讯连接。展馆交通便利，提供上

万个停车位。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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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UHARI MESSE

日本千叶幕张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日本·千叶

建于：1989 年

地址：2-1 Nakase, Mihama Ward, Chiba, Japan , 

261-0023

网址：www.m-messe.co.jp

幕张展览中心是继东京国际展示厅之后，日本第

二大的会议展示中心。该展馆占地面积达 21 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达 7

万平方米，共包含 11 个展厅及会议礼堂，可容

纳 9,000 人，是举办大型展示会的重要场地。该

展馆介绍

中心坐落于成田机场和东京市中心之间，且配有

可容纳 6000 辆机动车的大型停车场，为中心举

办各种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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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行业的真实记录者

机械

建筑建材·五金工具

消费电子·电气电子

轻工日用及礼品·体育用品

汽摩及配件·交通运输

服装饰件及纺织·箱包

农业食品·餐饮·健康药品

家具摆设·照明

化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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