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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s the history of ideas.                                                                   

                                                                                            ─ Ludwig Von 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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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着行业发展趋势。

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Ludwig Von Mises 所

言，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的历史。只有了解全球优质展会，分析展会

性质才能帮助企业不断拓展。中国制造网在每年深入各大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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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

这份经验奉献给您，为您制定企业参展计划、规划企业发展方向提供

依据。

中国制造网第二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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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此次全新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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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挑选电气电工和消费电子的展会提供最

坚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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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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urope

南亚 
South Asia

 区域经济文化

6 商机遍地的欧洲市场

 展会

8 慕尼黑国际电子元器件博览会

 展馆

10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

11 德国科隆国际展览中心

欧洲 
Europe

 区域经济文化

66 历史悠久的欧洲市场

 展会

68 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 

 博览会

70 德国柏林消费电子展览会

 展馆

72 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73 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中东 
Middle East

 区域经济文化

92 土豪集聚的中东市场

 展会

94 中东国际计算机、通讯 & 

 消费性电子信息展 & 金融展

 展馆

96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97 沙迦会展中心

 区域经济文化

38 发展迅速的南亚市场

 展会

40 印度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 

 设备博览会

 展馆

42 班加罗尔国际展览馆

43 新德里国际展览中心

消费电子电气电工

美洲 
America

 区域经济文化

16 寸土寸金 的北美市场

18 令人憧憬的南美市场

 展会

20 美国西部光电博览会

22 巴西国际电力及电子元器件展览会

24 美国国际输配电设备和技术展

26 美国无线通讯展览会

28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展馆

30 旧金山莫斯康展览中心

31 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32 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

33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

34 拉斯维加斯国际展览中心

美洲 
America

 区域经济文化

76 机遇弥漫的中北美市场

 展会

78 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82 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

84 美国视听显示技术与设备展

 展馆

86 巴拿马城阿特拉巴国际展览中心

87 奥兰多橘郡会议中心

中国 
China

 展会

48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50 中国国际电池技术展览会

52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54 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56 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58 中国电子展

 展馆

60 深圳会展中心

6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62 上海世博展览馆

63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中国 
China

 展会

100 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展馆

102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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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欧洲

慕尼黑国际电子元器件博览会

         欧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专业博览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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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大洲，在 21 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仍居各大洲首位，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展览业发源地。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是欧洲代表性的工

业大国，他们的生产规模大，工业部门齐全，综合实力雄厚。

中德贸易情况

德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位居欧洲首位，世界第四。据欧盟统计局统计，

德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2016 年 1-3 月合计进口机

电产品 91.4 亿美元，占德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46.3%。中国为德第五大出口市场

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会展业

德国号称“世界展览王国”，拥有 23 个大型展览中心，其中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展

览中心就有 9 个。在全球前 5 位的展览中心中，德国就有 4 个。目前，德国展览总

面积达 240 万平方米。在世界几个会展业大国中，德国举办的专业性国际展会数量

最多、规模最大、效益最好。

海关分类 HS编码 商品类别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类 章 总值 19,737 20,629 -4.3 1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9,141 9,486 -3.6 46.3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2,150 2,456 -12.5 10.9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1,696 1,798 -5.7 8.6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301 1,345 -3.3 6,6

德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2016 年 1-3 月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德国人很注重礼仪礼节，办事素以认真高效而闻名于世。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

经济往来中，德国人非常讲究信誉，时间观念极强。在商务场合，德国人在到达和

离开时均要和每位出席者握手。德国人重视称呼，一般情况不可直呼其名，称其全

称或仅称其姓都可。

关于语言

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英语普及度较高，在沟通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欧洲市场

商机遍地的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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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国际电子元器件博览会
ELECTRONICA

展品范围

半导体、嵌入系统、显示设备、微纳米系统、传

感器和微系统、检验检测与测量、电子设计、被

动元件、系统组件、辅助系统等。

展会硬实力 

慕尼黑国际电子元器件博览会始创于 1964 年，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壮大，已成为欧洲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的电子元器件专业博览会之一。参加此

展会可以了解德国电子元器件产品的发展和市场

需求，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改进产品的结构，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奠

定基础，也为完善出口，保

证出口正常指引方向。

现场直击

展会一共开放 12 个馆，移师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后，展会

逐步走上了布局更紧凑，展

商更优质的精品路线，大大

减少参观人员的体力损耗，

提高了观展效率。现场来访

的买家近半数使用过中国制造网，参展的中国参展商对中国制造网也比较熟悉，其

中不乏中国制造网的高级会员。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有近 250 家中国展商，大多数分布在 B 馆里，A 馆的中国展商相对较少。通过

拜访发现，中国参展商偏爱 9 ㎡的标准摊位，极少数购买了超过 20 ㎡的特装展位。

虽然展位面积不大，但是中国参展商的参展态度非常积极，除了携带样品，还指派

懂技术、英文好的业务员现场宣传，专业度高。展商大多数是电子行业资深专业供

应商，带着公司的王牌产品前来推广。

欧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专业博览会之一

举办地点：新慕尼黑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11 月 , 两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electronica.de

展出面积：1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500 家

观众人数：7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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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MESSE MÜNCHEN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
地点：德国·慕尼黑

建于：1998 年

地址：Messegelande D-81823 , München , 

Germany

网址：www.messe-muenchen.de

新慕尼黑博览中心总占地面积达 73 万平方米，

目前共有 16 个展馆，1 个国际会议中心。其中

展 馆 室 内 面 积 为 180,000 平 方 米， 室 外 面 积 为

253,000 平方米，拥有超大面积的展示空间，是

展馆介绍

世界上最先进的展览中心之一。附近交通便利，

在东西入口处有两个地铁站、两个高速公路交汇

点和 1.3 万个泊车位，使展商和观众都能享受到

最为方便高效的交通便利。

KOELNM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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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达展馆。

欧洲│展馆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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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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
美洲

巴西国际电力及电子元器件展览会

         南美地区电力电子行业主导展览会

美国国际输配电设备和技术展

         美洲地区最大型电力电工行业盛会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电力设备、电力技术及能源行业展会中排名第一的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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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市场

寸土寸金的 
北美市场是指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市场。《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北美自由贸易

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域集团之一。北美市场是中国企业国际营销的主要目标，

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中美贸易情况

毋庸置疑，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美国

商务部统计，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6 年 1-3 月进口总额为

1031.6 亿美元。其中，电机和电气产品进口 267.7 亿美元。

会展业

美国是国际会展业的后起之秀，发展时间虽不如欧洲长，但硕果累累，已成为国际

贸易展览会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的芝加哥、拉斯维加斯、奥兰多等地区会展业飞

速发展，特别是拉斯维加斯，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会展中心之一，被称为“展会之都”。

HS编码 商品类别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章 总值 103,159 110,520 -6.7 100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26,768 29,091 -8 26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2,398 24,274 -7.7 21.7

94 家具 ；寝具 ；灯具 ；活动房 6,939 6,827 1.7 6.7

95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4,153 4,186 -0.8 4

美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2016 年 1-3 月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美国商人的特点是干脆爽快、注重效率、追求利益，他们往往以经济利益作为最终

目标。这些与东方人不同，东方人谈判比较含蓄，谈判过程也较长。美国人初见面

时常常是点头微笑便可，以握手礼为主。他们也很注重服饰，与其交往时衣着要整

洁并保持指甲清洁。美国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重，与其交往时还应注意保持适当

距离，切不可过问其私人信息。

关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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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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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市场

令人憧憬的

南美洲拥有多样的环境资源，但受殖民地式经济与大地主制影响，独立后并未出现

经济起飞的现象，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巴西和阿根廷是其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中巴贸易情况

巴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完整的工业基础，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南美洲第一，为

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统计，2016 年 1-3 月，巴西与中国双边货

物进出口额为 309.9 亿美元，巴西自中国进口 112.1 亿美元，占巴西进口总额的

16.8%，机电类产品是第一大进口商品。

会展业

巴西的会展业随着近几年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飞速发展，逐渐成为南美地区重要的

会展国。巴西的展览业与国家经济的支柱行业相辅相成，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主流

的经济支柱行业在展览中均有涉及。

海关分类 HS编码 商品类别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类 章 总值 11,213 16,720 -32.9 1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5,085 7,096 -34.8 45.4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1,536 1,587 -3.2 13.7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1,028 1,869 -45 9.2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997 1,033 -3.5 8.9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632 1,524 -58.5 5.6

巴西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2016 年 1-3 月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巴西人初次见面时行握手礼。巴西人的时间观念因人而异，有不少商务人士十分看

重时间观念，但更多巴西人则习惯随性、自由的生活、工作态度。在巴西，最难的

是与客户建立联系，潜在的买主不会对无预约、临时的访问有什么好感，所以寻找

当地的联系者是必需的。中国企业可以参加贸易展览或者参加贸易会议来获取买家

资源，当地的商会、贸易协会、政府中介、银行也是挖掘客户的良好途径。

关于语言

巴西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周边国家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而英语不是

十分普及，如果想要开拓当地市场，建议聘请一名专业的翻译，来拉近与买家的距离。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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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光电博览会
PHOTONICS WEST

展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玻璃材料、红外技术、光电印刷、光学制造技术、光学测试测量技术、

激光及光电子、光通讯的应用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西部光电展由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主办，同期举行多场学术交流会，学术气氛强，

吸引众多高端专业人士到场。该展依托加州名校和硅谷的地理优势、技术优势和人

气优势，发展速度一直令人瞩目。技术的创新增加了展览会的吸引力和价值，在这

里可以面对面接触到更多的先进科技。

现场直击

近年来，西部光电展得到长足进展，有超过千家企业参加了展览会，并在与会人数、

观展人数、参展商数量和会议场次等方面均刷新了以往记录。西部光电展中，亚洲

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成为参展商数量增长最为显著的一个群体。现场观众专业

度很高，其中不乏前来交流学习的技术人才。

中国展商掠影

2001 年是光电行业起步阶段，当时的展会仅有两家中国企业参加西部光电展。如今

展会实力不断壮大，规模不断升级，参加美国西部光电博览会的中国企业已达百余

家，这同时也见证着中国光电行业的兴起。以前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较低，现在的

中国展商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企业，产品精益求精。

会议和展览并重的行业聚会

举办地点：旧金山莫斯康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2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photonics-west.german-pavilion.com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人数：20,000 人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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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际电力及电子元器件展览会
FIEE ELECTRONICA

南美地区电力电子行业主导展览会

举办地点：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7 月，两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fiee.com.br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500 家

观众人数：50,000 名

展品范围

发电机、输配电、高压机组、电气、电力基础设施、无源元件、电池等各类电力产品、

电子元器件及组件、电子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巴西国际电力及电子元器件展览会由巴西第一大展览公司 Alcantara Machado 主

办，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电力电子展览会。巴西作为南美第一大国，经济总量占

据南美首位，对周边国家具有极强的辐射作用。该展依托拉美新兴市场对电子原材

料的庞大需求，倍受中国企业青睐，参展的中国展商数量逐年攀升。

现场直击

“中国制造”在拉美一直拥有庞大的市场占有率，当地买家对于物美价廉的产品的

追求让中国企业成为最佳选择。新兴市场本身的刚性需求，让这里成为众多中国供

应商的必争之地。FIEE 是拉美地区唯一的电力电子行业专业展会，展商主要来自中

国和圣保罗周边地区。中国参展商以生产电子元器件为主，几乎占据三分之一的展

商规模。虽然展会受到中国展商的热捧，但相比业内其他世界知名展会，实力仍有

一定的差距。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供应商展品以电路板、交换机、管材等电子元器件为主，主打质优价廉。随着越

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市场，中国展商规模逐年上升，到场中国供应商近 200 家。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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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输配电设备和技术展
IEEE PES T&D

展品范围

变压器、仪表互感器、电力变频器、电

力电容避雷器、接地电阻、电抗器、电

炉和加热设备、电焊机、绝缘器及其他

输变电设备等 。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输配电设备和技术展览会由美

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主办，是美洲

地区最大型的电力电工行业盛会。该展

囊括了输配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配电

装置、线材线缆和接地电阻、电抗器等

行业产品领域内的应用和解决方案。展

会呈现了当今世界输配电领域的最新成

果和最高水平。

现场直击

美国国际输配电设备和技术展览会为全

美洲目前最大型的电力展览会，汇集了

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的众多知名企业，

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许多来自世

界各国的电气工程师也来参观交流。该

展是进军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电力市

场不可缺席的电力行业盛会。

中国展商掠影

高端输配电设备产品面对的是大型企业

或者国家机构，这类买家集中在发达国

家，最关心的是设备的稳定性和低能耗

性。中低端产品面对的是过渡型企业，

这类企业需要性价比高的产品先发展起

来，然后再做下一步计划，这类买家企

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中国

供应商目前处于第二梯队，一家西安的

参展商表示希望在巴西、东南亚等地区

进行推广。这两个区域在电气电力方面

的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急需电气电力

的硬件支持，市场前景广阔。

美洲地区最大型电力电工行业盛会

举办地点：丹佛科罗拉多国际会议中心

展会主题：电工电气

展会时间：4 月 , 两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ieeet-d.org

展出面积：4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800 家

观众人数：25,000 名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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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线通讯展览会
CTIA

美国通讯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展会

举办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9月，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tia.org

展出面积：4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人数：40,000 人

  

展品范围

无线话机、放大器、无线上网广告、微波发射、接收、

转换设备、合路器、滤波器、功分器、耦合器等 。

展会硬实力 

美国无线通讯展览会被认为是全球最大规模专注于

无线领域的盛会，迄今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展品涵

盖无线行业的网络设施、无线服务、终端用户软件等

各个方面。该展是美国同类展会中影响最深、参加人

数最多的通信技术展，代表了无线通信、互联网、计

算机和移动数据的最新发展动态。

现场直击

国际通信服务运营商在展会现场不断推出技术新品，

如华为提供的通信基站服务受到美国买家的广泛关

注，由此带动中国通信服务群体全面的技术升级 , 来

满足国际市场需求。此外，中国制造的手机和平板配

件也是国外买家聚焦的热门产品，不少买家表示前来

展会就是为了寻找优质的手机壳生产商。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参展商有 70 家左右，主要从事生产手机

周边的电子产品。现场中国参展商分布于展

馆的各个角落，展台面积以 9 ㎡的标摊为主。

展会未设置专门的中国展区，这一举措有助

于中国供应商与他国企业相互了解学习，提

升中国供应商在展会上的推广效果。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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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POWER-GEN INTERNATIONAL

电力设备、电力技术及能源行业展会中排名第一的展览会

举办地点：拉斯维加斯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12月,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power-gen.com

展出面积：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300 家

观众人数：20,000 人

  

展品范围

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技术及设备、电机、发

电机、电动工具、变压器、输变电设备、电力

电容器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电力展是 POWER-GEN 系列之一，

首届于 1988 年举行，是电力设备、电力技术

及能源行业展会中排名第一的展览会。该展会

由专业提供能源信息的国际知名企业—美国

PennWell 集团举办，该展为全球的电力行业的

企业提供了一个电力产品交易场所，引领电力

行业从业人员洞悉未来发展趋势。

现场直击

展馆分南、北、中心展馆，电力展展商主要集中

在北馆和中心展馆，中心展馆因地理优势，参

展观众集中。大型新能源发电设备吸睛无数，

北馆展商相对少，但是豪车、现场拍照和真人高

尔夫体验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因展会正

临圣诞节，不少展商借助圣诞老人和圣诞装饰

吸引观众，加之拉斯维加斯本地博彩特色的幸

运转盘、筹码名片使整个场馆气氛轻松惬意。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商近 40 家，绝大多数随展团参展，且

为第一次参加该展。相比其他国家展商展览的

大型新能源发电设备，中国展商展品多为设备

配件、线缆等小型展品，中国展商展台相对简

单，吸引力明显不够。中国参展商主要还是通

过展会来拓展买家资源，部分展商期望可以借

此直接拓展美国本土市场。

美洲│展会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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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CONE CENTER

旧金山莫斯康展览中心
地点：美国·旧金山

建于：2006 年

地址：747 Howard Street , San Francisco , USA

网址：www.moscone.com

旧金山莫斯康展览中心坐落在旧金山市中心，交

通便利，乘坐轻轨就可以直达展馆。该会议中心

拥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人

员，在展会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可以提供全方位

展馆介绍

的服务。该展馆坐落在美国经济中心之一 ⸺旧

金山，与消费电子类盛会似乎一直有着不解之缘。

当年乔布斯正是在这里发布了其第一代 iPhone，

由此也成为电子产品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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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展馆 美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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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 EXPO & CONVENTION 
CENTER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
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

建于：1959 年

地址：201 Sands Avenue Las Vegas, Nevada 

89169，USA

网址：www.sandsexpo.com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为

大型的会议中心之一。1990 年，它在金沙酒店的

基础上改建而成，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会议中心。

2008 年，金沙会展中心完成扩建，展览面积增加

展馆介绍

了 200 万平方英尺，其中还包括购物、休闲区域。

不少世界知名展会，如 AAPEX 等均将此处设为展

览馆，每年吸引大量企业、买家前来参展。展馆

交通便利，乘坐当地巴士、轻轨均可到达。

McCORMICK PLACE 
CHICAGO

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
地点：美国·芝加哥

建于：1960 年

地址：2301 S. Lake Shore Drive，Chicago，  

              Illinois 60616，USA

网址：www.mccormickplace.com

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每年吸引四百多万商家

和参观者前来洽商参观，由三个拥有最先进公共

设施的展馆构成，分别是南馆、北馆和湖畔中心（以

前被称为东馆）。展馆总展览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

展馆介绍

共有 112 间会议厅，8,000 个停车位。从机场出

发，可乘坐 CTA 到达展览中心。同时也可以选乘

No.3 Kings Drive Bus 和地铁抵达展馆。

美洲│展馆 美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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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拉斯维加斯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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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维加斯展览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繁忙、最先

进的展馆之一，如今该中心总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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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馆介绍

会议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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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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sia
南亚

印度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博览会

         印度最专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电子元器件及生产技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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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的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 , 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基础。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现已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发展。南亚以其不断上升的国内需求、良好的投资环

境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最

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中印贸易情况

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引人瞩目，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

伙伴。据印度商业信息统计署与印度商务部统计，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2016 年 1-3 月进口额分别为 50.4 亿美元、

13.8 亿美元和 6.0 亿美元，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2.3%。

会展业

印度的经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飞速增长，国际贸易需求也随之提高，会展业的

发展应运而生，一些展览公司开始致力于在主要城市举办现代展览会。目前，印度

已经有十几个能够承办国际展会的展览中心，举办的展会多集中在建筑、消费品等

行业。

HS编码 商品类别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章 总值 15,006 14,407 4.2 100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5,038 4,120 22.3 33.6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588 2,612 -0.9 17.3

29 有机化学品 1,370 1,467 -6.6 9.1

89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689 312 121.1 4.6

72 钢铁 603 661 -8.9 4

印度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2016 年 1-3 月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多，印度逐渐改变了社交习惯，见面开始运用握手礼节，但

印度妇女除在重大外交场合外，一般不与男人握手。与印度人交谈，印度人喜欢谈

论他们的文化、印度的传统、有关其他民族和外国的情况，忌讳谈及国家政治、军

事以及个人私事等。与印度人进行商务谈判时，要有耐心，你会发现他们很会并且

很乐于谈价，价格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因素，他们很可能因为发现价格更低的

供应商而放弃多年的合作关系。

关于语言

印度主要官方语言是印地语 , 第二官方语言为英语。但要注意，印度的英语带有浓

重的口音，即便你会英语也不一定能够与印度人顺利交流。如有需要，建议聘请专

业的翻译同行。

南亚市场发展迅速的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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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博览会
EP INDIA

展品范围

电子元器件及组件，高、低压电源及开关设备，被动元件，控制元件，电路保护器件，

电源，电池，低压线缆，连接线，音视频线，线束等。

展会硬实力 

印度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博览会由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主办，是其全球电子

系列展会 Electronic World 之一。该展不仅是印度最专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电子

元器件及生产技术展览会，也是整个南亚地区最为专业的电子元件及生产设备展。

现场直击

印度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博览会除了印度本土企业，德国、中国、新加坡、

中国台湾均以国家展团形式出现，另外还有部分韩国、日本展商前来参展。印度近

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中

国产品在印度市场有着巨大潜力，因此该展会是中国企业了解和拓展印度市场的良

好机会。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参展商主要来自浙江乐清、宁波、温州、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很多中国参展

商反馈在印度有自己的老客户或者是代理商，借这个机会见面，同时争取开发一些

新客户。许多中国企业选择联合自己的印度代理商一起参展，提高了参展效率，展

台前人流络绎不绝。

印度最专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电子元器件及生产技术展览会

举办地点：印度班加罗尔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9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electronica-india.com

展出面积：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700 家

观众人数：10,000 人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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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ALO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PRAGATI MAIDAN

班加罗尔国际展览馆 新德里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印度·班加罗尔

建于：1901 年

地址：10th Mile, Tumkur Road, Madavara Post, 

Dasanapura Hobli, Bangalore 562 123, India

网址：www.biec.in

地点：印度·新德里

建于：2006 年

地址：Pragati Bhawan, Pragati Maidan,  

New Delhi, India

班加罗尔国际展览馆拥有 4 个展览厅，总占地面积约为

6 万平方米。展览中心致力于展览业务的专业化发展，

建馆以来，承接了国内外大型展览千余个。此外，距展

览中心 2 公里左右还建有专用停机坪供直升机起落。

展馆介绍

印度新德里国际展览中心是目前新德里设施最齐

全的世界级展览馆，紧连六大高速公路网络，邻

近新德里国际机场，附近酒店林立，交通便利，

离新德里市仅 45 分钟车程。该中心拥有四大主

展馆介绍

要展厅，每个展厅净面积达 0.35 万平方米，并备

有会议室，贵宾室，停车场，至今已成功举办众

多国际性展会。

亚洲│展馆 亚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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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重磅展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电专业展览

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国内唯一获得 UFI 国际认证的专业电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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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重磅展会

举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4 月，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itexpo.org

展出面积：1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700 家

观众人数：100,000 人

展品范围

智能硬件、机器人、无人机、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可穿戴设备、

智慧家庭、集成电路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展示全球电

子信息产业最新产品和技术的国家级平台。该展会同期举办 41 个主题、超过 100

场行业研讨活动，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亚洲智能机器人论坛、中国智能制

造发展推进大会、传感器与物联网应用高峰论坛等。

现场直击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创新、智能、融合”为主题，

吸引业内企业到场参展。博览会上共展示产品超十万件，其中约有 3000 件为首发

产品。展会上，各国派出的国际展团十分引人注目。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十余家韩

国企业联合参展，设立近 1000 平米的专业展区。博览会现场举办多场针对专业买

家与参展商的交流洽谈会。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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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电池技术展览会
CIBF

展品范围

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铅酸蓄电池、

空气电池、超级电容器、钠硫电池、 液流电池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电池技术展览会（CIBF）是国际电池行

业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同时也是中国电池行业第

一个通过商标注册保护的国际会展。CIBF 以其国

际化的舞台、电池行业全产业链的产品、专业化

的观众群体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为国内外用户、

采购商、经销商提供展示和交易的平台，已成为

中国电池行业的世界级盛会。

现场直击

中国国际电池技术展览会是公认的中国电池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占据深圳会展中

心的 6 个展馆。展会国际性强，不但设有专门的国际展区，吸引德国及日韩的优质

企业前来交流磋商，而且还吸引各国专业观众来访。前来参观的买家大多都有采购

需求，另外不乏供应商前来寻找值得合作的上下游企业，通过展会打造电池产业链

良好的闭环。

外商云集的电池行业展览会

举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5 月 , 两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ibf.org.cn

展出面积：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300 家

观众人数：40,000 人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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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

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电专业展览

举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9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ioe.cn

展出面积：11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00 家

观众人数：60,000 人

展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有源光通信器件、无源光通

信器件、光通信测试仪器、网络工程辅助设备

及材料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光

电专业展览，是国际媒体认证机构 BPA 的成员。

展会分设 LED 技术及应用展、光通信展、激光

红外展、精密光学展、智慧城市展等专业展。

展会观众流量非常大，专业度较高，业内专业

人士纷纷聚集于此，交流磋商。不少国外买家

也前来观展，采购产品。该展会是光电企业不

容错过的行业盛会。

现场直击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展品侧重于元器件、零部

件、加工机械等上游产品，例如蓝宝石研磨

机，研磨油，光栅等。在深圳国际光电博览会

这样的专业国际性展会上，无论参展商还是供

应商，从事外贸的企业已经过半，走出国门对

于光电行业的供应商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他

们往往都有稳定的国外客户，正在想方设法拓

展更多的业务。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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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WIRE CHINA

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线缆线材及管材行业盛会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9 月 , 两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wirechina.net

展出面积：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600 家

观众人数：40,000 人

现场直击

展会吸引来自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北美、西班牙、韩国、日本、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团

精彩助阵，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观众也以大规模组团形式到会参观。参展商纷纷反映在展会现场

上接收了不少订单，收效和成果颇丰，对展会带来的商机表示认同和肯定。展会规模空前，室外搭建了

两个临时展馆以满足展示需求。部分展团及展商还表示将扩大展出面积参展下届展会，以增强展示效果。

展品范围

线材生产与精制机械、加工设备、辅助加工材料、

材料和特种电线电缆、测控技术、检测工程及其

他相关领域、管制造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是亚洲最大、全球第

二的线缆线材及管材行业盛会，汇集全球知名企

业和顶级品牌。展会吸引业内技术专家及科研学

者前来参展，探讨行业最新发展和应用。展会呈

现三大特色展区，即“化学原材料专区”、“材料专区”和“线材制品和弹簧紧固件专区”

主题展示，丰富了展示内容。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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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EP CHINA

国内唯一获得 UFI 国际认证的专业电子展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展会时间：10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epchinashow.com

展出面积：3.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000 家

观众人数：20,000 人

展品范围

输配电设备，发电设备，风能、太阳能、地热及潮汐发电设备、整厂设备，测试电

力设备及仪器，电力信息科技等。

展会硬实力 

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是国内电力行业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电力展。

该展始于 1986 年，是国内唯一获得 UFI 国际认证的专业电力展，轮流在北京、上

海举办。参展商大牌云集，包括西门子、现代重工、华明施、日立等知名企业，还

有来自德国、美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展团，展会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沟

通交流、贸易互通的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的规模和展商数量近年来有明显的下降，但部分老牌展商依旧有着不俗的表现。

不少中国参展商表示，近年来欧美地区的电力产品发展越来越快，国内很多企业都

成为了国外品牌的代加工点，核心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内供应商希望借助该展会，

改变目前的处境，开辟属于自己的市场。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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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展
CHINA ELECTRONICS FAIR

亚洲五大电子展之一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主题：电气电工 / 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11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icef.com.cn

展出面积：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300 家

观众人数：60,000 人

展品范围

工业级电子元器件、光电器件、高性能集成电路、电源模块、电池、嵌入式系统、

新型传感器技术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电子展 (CEF) 是目前行业内权威性较高，综合性较强的专业电子展。展会以领

先的基础电子技术、完善的战略布局促进中国电子产业自主创新，与中国电子产业

共同成长。同时该展是亚洲电子展览联盟 (AEECC) 五大成员之一，与日本电子展

(CEATEC JAPAN)、韩国电子展 (KES)、台湾电子展 (Taitronics)、香港电子展 (HK 

Electronics Fair) 并称为亚洲五大电子展。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极大地提高了 CEF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现场直击

中国电子展展区的分配非常合理，通过参观指南均能找到目标产品所在的展馆及位

置。除了中国展商外，韩国、日本、台湾等工业强国或地区均有展团。通过现场观

察可以明显发现国外展区的人气往往比中国展商的人气要高很多，这一现象并非偶

然。国外的产品在性能、工艺、质量上优势明显，中国电子行业想要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的发展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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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深圳会展中心
地点：中国·深圳

建于：2004 年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

网址：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自 2004 年开馆以来，已成功举办

近 2000 场展览，1350 多场会议，共接待观众达

2,000 多万人次。会展中心交通快捷便利，驾车

前往深圳火车站仅需 15 分钟、深圳机场仅需 30

展馆介绍

分钟。地铁 1 号、4 号线在会展中心站接驳，通

过市政地下通道从馆内步行到地铁站仅 150 米，

同时有十多条公交线路直达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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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中国·上海

建于：2009 年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

网址：www.shexpocenter.com

地点：中国·北京

建于：1985 年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庄

网址：www.ciec-expo.com

上海世博展览馆总建筑面积约 15.2 万平米，由五

个展馆组成。是一座设施先进、布局合理、节能

环保、交通便捷、功能齐全的高规格、现代化、

国际性会展场地。 此展馆毗邻黄浦江，位于世博

轴西侧，紧临中国馆、世博中心、演艺中心、五

展馆介绍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拥有 8 个展馆，每年

不定期举办 100 余场中小型展会，展出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该展馆座落于北京朝阳区北三环

东路繁华的商业中心，各类服务一应俱全，人气

展馆介绍

星级酒店，是高规格、国际性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馆坐拥周边数十条公交线路，

轨道交通 8 号线浦东周家渡站直达展馆，地铁 6

号、7 号、13 号线均可到达。

鼎盛，区位优势明显。展馆离市中心 10 公里、

离使馆区 5 公里、乘地铁至机场仅 20 公里，公交、

出租往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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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欧洲

德国柏林消费电子展览会

         德国最具规模的电子产品博览会之一

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通信技术爱好者的狂欢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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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市场

历史悠久的

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大洲，在 21 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仍居各大洲首位，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展览业发源地。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是欧洲代表性的工

业大国，他们的生产规模大，工业部门齐全，综合实力雄厚。

中德贸易情况

德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位居欧洲首位，世界第四。据欧盟统计局统计，

德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2016 年 1-3 月合计进口机

电产品 91.4 亿美元，占德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46.3%。中国为德第五大出口市场

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会展业

德国号称“世界展览王国”，拥有 23 个大型展览中心，其中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展

览中心就有 9 个。在全球前 5 位的展览中心中，德国就有 4 个。目前，德国展览总

面积达 240 万平方米。在世界几个会展业大国中，德国举办的专业性国际展会数量

最多、规模最大、效益最好。

海关分类 HS编码 商品类别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类 章 总值 19,737 20,629 -4.3 1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9,141 9,486 -3.6 46.3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2,150 2,456 -12.5 10.9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1,696 1,798 -5.7 8.6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301 1,345 -3.3 6,6

德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2016 年 1-3 月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德国人很注重礼仪礼节，办事素以认真高效而闻名于世。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

经济往来中，德国人非常讲究信誉，时间观念极强。在商务场合，德国人在到达和

离开时均要和每位出席者握手。德国人重视称呼，一般情况不可直呼其名，称其全

称或仅称其姓都可。

关于语言

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英语普及度较高，在沟通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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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

展品范围

数字视听、移动智能终端、计算机、网络设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集成电路等。

展会硬实力 

德国汉诺威国际信息及通讯技术博览会作为每年最重要的全球性

综合类 IT 和通信产业盛会之一，是 IT 届各巨头、服务商的首选商

务平台。2016 年 CeBIT 的大会主题是“数字经济：参与 - 创建 -

成功”, 意在开拓数字经济，开创工业革命新时代。

通信技术爱好者的狂欢盛宴

举办地点：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6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ebit.com 

展出面积：5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0 家

观众人数：490,000 人

现场直击

CeBIT 是当之无愧为世界知名的消费电子展，全球

知名的软件和电子产业公司悉数到场。位于 2 号

馆的华为展台颇为亮眼，作为多年参展的 TCT 产

业领导者，借助展会现场的公开演讲、新品发布和

CIO 论坛等形式，展现了华为以创新信息和通信技

术联接世界的决心。不论懂不懂 IT，对来到现场的

观众来说，CeBIT 绝对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商在展会有不俗的表现，华为、中兴在展

馆内外做足了广告，中国中小企业展商在展会现

场也备受关注。展会现场涉及大数据应用、数据

安全和行业解决方案的论坛人气较旺，这些行业

相关的企业也利用机会开展数个招聘交流会。中

国的智能家居、数码周边产品和微型投影设备引

起相当多海外买家的关注。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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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消费电子展览会
IFA

展品范围

音响系统、电视机及其附件、录像机及

附件、汽车媒体、摄像机、数码相机、

娱乐设备、天线、信息与交流技术、通

讯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是目前

德国最具规模的电子产品博览会之一，由

于市场需求上升，从 2005 年起由两年一

届改为一年一届。参展商和观众数量的

不断增加和展会水平的不断提升，使该展

成为电子消费品行业最重要的信息交换

场所、了解行业发展方向的平台。

现场直击

在历届展会上，“新品发布”在柏林国

际消费电子展览会的成长史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近年来该展的重点是“智能”，

大家电在节能高效、智能互联方面不断

突破成为一大看点，小家电的产品线非

常齐全，在创新功能方面有着突出表现。

IFA 展不仅仅是消费电子行业的盛宴，更

是世界知名电子及电器产品的品牌宣传

和新品发布盛会，各品牌卯足全力在 IFA

展施展拳脚，赚足了来自世界各地观众

的眼球。

中国展商掠影

据多次参展的参展商和观众反馈，因受

到市场环境影响，展会规模及人流量近

年来有略微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行

业风向标地位不可动摇。大品牌的新品

发布引领着行业趋势走向，看新鲜的非

专业观众数量不少，但展会总体专业性

比较高，多数中国供应商表示后续会继

续参展。

千万众享

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制造网展台无疑成

为中国展区的闪亮焦点。与中国制造网

共同参展的四家“千万众享 - 展中展”

客户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深圳市纳

克斯特塑胶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制造网

的高级会员，其主要生产电脑音箱、蓝

牙音箱和网络摄像头，是深圳地区比较

知名的生产厂家，通过千万共享的展会

模式，他们收获了更多的新客户。

德国最具规模的电子产品博览会之一

举办地点：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9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ifa-berlin.com

展出面积：1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500 家

观众人数：200,000 名

① 柏林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均匀，但 9 月的早晚温差较大，

出行前注意准备适当衣物。

② 柏林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实施禁烟令，不可以在室内吸烟，否则

会收取昂贵的房间空气清理费用，少数房间有烟灰缸可以吸烟。

参展
Tips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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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OVER EXHIBITION CENTER MESSE BERLIN

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地点：德国·汉诺威

建于：1947 年

地址：Deutsche Messe，Messegelände 30521，

Hannover，Germany

网址：www.messe.de

地点：德国·柏林

建于：1914 年

地址：Messedamm 22, D-14055 Berlin，Germany

网址：www.messe-berlin.com

汉诺威展览中心占地 100 万平方米，共设 27 个

展馆。作为世界级展览馆，其拥有最完美的基

础设施和建造工艺，展场内不乏各类恢弘的标

志性建筑，包括 16,000 平方米的木结构 "EXPO 

Canopy"、欧洲最大的人行桥 "Exponale" 等。展

展馆介绍

德国柏林国际展览中心位于德国夏洛腾堡区，是

德国第五大展馆。每年办有近 80 个展览。通过

不断的扩建，柏林展览中心室内展览总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包括 26 个相连的展示厅，根据需要

展馆介绍

场除了室内展览空间，还提供 58,000 平方米的室

外展览场地。展场交通非常方便，除了连通法兰

克福、汉诺威和汉堡的南北火车外，还有两条 "

空中走廊 "，一条从西面连通火车站和 13 号馆入

口，一条从东面连通停车场和 8/9 号馆。

可分可合，并设有 10,000 平方米的中庭，与所有

展厅直接相连。展馆附近交通便捷，可乘坐地铁

到达。

欧洲│展馆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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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美洲

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世界上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展

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

         巴拿马总统主持的国际贸易博览会

美国视听显示技术与设备展

         北美顶级专业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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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美市场

机遇弥漫的

巴拿马是中美洲最南部的国家，其建立和贸易都与美国有重要关系，是世界上第一

个除美国以外使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鉴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巴拿马金融业

和转口贸易发达，并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中巴贸易情况

巴拿马是中美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又较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运河业务的带动下，

巴拿马的国内外贸易和服务业成就了巴拿马比较发达和开放的服务型经济。巴拿马

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在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中排第 3 位，

同时巴拿马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会展业

巴拿马贸易展是巴拿马地区最大的综合类国际展会，现场买家专业度较高，虽然在

展会规模和管理上还不够完善，但依托拉美和中国频繁的贸易往来，每年都会有百

家中国展商前来参展，周边众多国家的买家都会来寻求中国制造的产品。

商业文化

在正式社交场合，巴拿马人同宾客见面时常行握手礼。而在亲朋好友之间，见面时

常行拥抱礼，在街头遇见熟人时，则以点头礼为主。当地人接电话，往往先问您是谁，

这与欧美国家先自报家门的习惯不同。巴拿马人在商务活动中很看中对方的衣着，

外国客商在谈判场合最好穿西装。当地人对约会并不一定准时赴约，但作为外国客

商最好按时到达。第一次商务会面，可递上印有英文，西班牙文对照的名片。

关于语言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英语使用广泛，自由区内以英语为主。参展人员可以提前学

习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也可以聘请翻译人员随行。

巴拿马行业产值比例
15% 通讯、运输行业

17% 批发、零售行业

15% 建筑业

53% 其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美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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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展品范围

家 庭 影 院、 液 晶 电 视、 液 晶 显 示 器、

DVD 播放机、MP3、MP4、卫星电视产

品、蓝牙产品、扬声器、汽车音响、电池、

电子礼品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

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和

影响最广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之一。

该展于每年年初举行，是业内备受关注

的新品首发会，众多行业巨头纷纷前来“秀

科技”。

现场直击

CES 汇集众多创新型消费电子产品，展

会现场宛若科幻电影场景，让观众由衷

感叹。大量参展商坚持每年参展，除了

宣传公司产品，也是为了约见老客户或

了解消费电子产品趋势走向，制定公司

下一步计划。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现场

展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比较激烈。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供应商展品以音响设备、娱乐设备、

电源等为主。产品一如既往主打质优价

廉，在创新性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到场中国供应商有 600 余家，除了众所

周知的“华强北军团”，华为、中兴在

现场通过美轮美奂的特装展台和现场活

动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互动。

尖端产品

CES 上， 各 大 品 牌 新 品 几 乎 都 围 绕

“SMART”“COMMUNITY”两个核心理念，

更智能、更人性化的交互成为大家争相

追逐的目标。热门产品包括 OLED、4K

投影仪，此外 VR 技术在游娱领域非常成

熟，各家企业都与 VR 结合进行互动。无

人驾驶汽车成为现场最大热点，意想不

到的是很多非汽车品牌也发布了无人驾

驶技术，例如乐视、LG。他们站在终端

消费者的立场上，意图赋予汽车更多功

能和使用场景。

世界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展

举办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1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ces.tech

展出面积：3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900 家

观众人数：160,000 人

① 展馆与展馆之间可乘坐 shuttle bus, 需提前了解展馆地图。

② 每年展位比较紧俏，须在展会现场预定下一年的展位。

③ 拉斯维加斯气候比较干燥，最好携带润肤产品。

④ CES 严查版权问题，中国企业曾在现场被美国警方搜查并没收宣传资料。

参展
Tips

虚拟展会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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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展会 〮 实况

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SMART EXPO 虚拟展会创新开发了科技验厂功能，买家在 PC/ 手机 /iPad 端可通过

全景技术了解工厂及供应商真实情况，加深中国制造网供应商在买家心中的印象，

增加信任度，促进合作。除了在线验厂，买家在 SMART EXPO 虚拟展会还可以很清

楚地了解到供应商的 OEM/ODM 能力，是否可打样，是否可实地验厂，是否可与经

销商合作等信息，极大减少了贸易难度。通过 iPad Pro 两秒交换名片、下载产品图

册，从中国制造网展位走出的买家，不用再拿着厚重的宣传册，为买家减轻负重，

真正做到零重量观展。更为重要的是，SMART EXPO 虚拟展会，以近乎同步的状态

让远在中国的供应商收到展会现场买家的真实询盘，不去参展胜似参展！

中国制造网以近百平米的特装展台亮相，将 SMART EXPO 虚拟展会带入 CES，让买家可以在中国制造

网的实体展位中体验酷炫的线上虚拟展会。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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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
EXPOCOMER

巴拿马总统主持的国际贸易博览会

举办地点：巴拿马城阿特拉巴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综合

展会时间：3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expocomer.com

展出面积：2.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700 家

观众人数：30,000 人

展品范围

家用纺织品、服装、纺织面料、装饰布、皮包、鞋类、

家用电器、厨卫、五金工具、五金配件等。

展会硬实力 

巴拿马政府历来都相当重视国际贸易博览会，把

一年一度的博览会看作是推动巴拿马经济发展的

绝好机会。巴拿马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除

了总统亲自主持开幕式外，每年还邀请中南美洲

各国进口商参加该博览会。由于历史悠久，加之

是国际性博览会，中南美洲的进口商已把该博览

会作为公司了解市场和组织采购商品的最重要的

博览会之一。

现场直击

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共有来自中国、韩国、阿

根廷、墨西哥、美国、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代表团参展。该展属于综合性展会，

展品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各行各业特色产品。

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和支持该展会，现场人流量可

观。现场展商表示，虽然该展会专业性不强，但

却是进入巴拿马市场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展商掠影

每年中国参展商约有 70 多家，中国除展览公司组团参展外，还有广东江门和浙江义

乌当地企业组团参展，企业主要展品是纺织品和家用陶瓷器皿等。现场中国参展商

表示我国对巴拿马的贸易主要在科隆自由贸易区进行，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经过自

由区被转到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也有一部分进入南美洲。许多中国展商表示，

产品主打质优价廉才是获得更多买家的关键。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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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视听显示技术与设备展
INFOCOMM

展品范围

LED 显示屏、显示器与屏幕、交互式智能白板、音响设备、数字告示系统、多点

触控显示屏、视听集成系统、音效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视听显示技术与设备展是北美顶级专业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主办方

为美国国际信息交流行业协会。该展展品涵盖面广，汇聚了应用在教育、交通、

安防、医疗、娱乐、建筑和政府部门等领域的视听技术和解决方案。

现场直击

美国视听显示技术与设备展在展会期间同期举办了 300 多场教育研讨会、制造商

讲座和行业会议，吸引近 7000 位专业人士参与。展会主办方对于展会本身的软性

宣传十分到位，不仅每天提供的“Show Daily”，带来最具时效性的展会新闻，

而且手机端也提供“Infocomm”App，与参展商和现场观众实时互动。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展商约 40 家，到场的中国展商主要以深圳的公司为主，展示产品则以 LED 光

电产品、投影仪视频设备为主。相较于欧美企业，中国展商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

大多仍停留在制作加工层面。中国的知名企业华为及中兴通讯也参与了该展会。

它们凭借精致的展台搭建和科技产品，赢得观众不住称赞，与多数中国展商形成

鲜明对比。

北美顶级专业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举办地点：美国弗罗里达奥兰多会议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6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infocommshow.org

展出面积：3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900 家

观众人数：30,000 人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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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奥兰多橘郡会议中心
地点：美国·弗罗里达

建于：1996 年

地址：9990 International Dr, Orlando, 

FL 32819-8105 , USA

网址：www.occc.net

展馆总面积达 650 万平方米，会议室总面积达

29,091 平方米，49 个会议室可分为 141 个独立

的会议室。礼堂可提供 2,643 个座位，阶梯教室

可提供 160 个座位，公共区域可分为北厅、中厅

和南厅。附近酒店星罗棋布，交通便捷。

展馆介绍

ATLAPA CONVENTION CENTER

巴拿马城阿特拉巴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巴拿马·巴拿马城

建于：1980 年

地址：CC Atlapa , Via Israel , San Francisco , 

Panama

网址：www.atlapa.gob.pa

阿特拉巴国际展览中心坐落于巴拿马城，由巴拿

马旅游局运营，于 1980 年 6 月启用。该会展中

心是集展览、会议、贸易、信息交换、餐饮娱乐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展览馆。它包含 19 个

展馆介绍

且大多为 600 人以上的大型会议室。展馆交通便

捷，巴拿马托库门机场到此只有十几分钟车程，

附近酒店林立，食宿也非常方便。

美洲│展馆 美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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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中东

中东国际计算机、通讯 & 消费性电子信息展 & 金融展

         全球第三大、中东第一大的电子通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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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东市场
土豪集聚的

中东地区既保守又现代，在消费电子领域上持开放态度。该地区总人口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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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计算机、信息与通信、消费类电子产品基本依赖进

口。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制造的中等消费电子产品具有价格不高、质量不错的特点，

十分受当地人喜欢。

中阿贸易情况

迪拜处于“五海三洲”中点的重要战略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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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西亚达 30 多个国家，在迪拜可以找到全世界

各国家及地区的商人。石油经济、贸易产业及旅游会展三大国民经济支柱保证了当

地居民的购买水平。

会展业

迪拜会展政策透明、开放，近年来更是飞速发展。政府对展会、会议及旅游等带来

大量人流的活动十分支持，出台大量扶持政策。当地买家青睐展会，线上电商模式

虽然发展迅速，但中东非地区买家习惯且喜欢用传统展会的形式来进行批量采购，

因此客观地刺激了迪拜会展业的发展。

2014 年 3903451

33411302013 年

中国同阿联酋出口总额（万美元）

1576336

1282353

中国同阿联酋进口总额（万美元）

2014 年

2013 年

商业文化

和当地人做生意必须要够有耐心，阿拉伯人都有迟到的习惯，却往往要求对方先到，

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常常被阿拉伯人客观延迟，建议不要在同一天同一时段内紧密安

排会晤和商谈。由于当地人与欧美国家信仰不同，因此在许多方面、尤其在消费电

子方面并不盲目追捧欧美，全凭质量、价格说话，因此中国供应商与中东客户打交

道时应更多对性价比把关。

关于语言

迪拜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但该地区百分之九十都是外来人口，且迪拜本地居民

受教育水平高，故英语才是最主要的商业语言。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中东│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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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际计算机、通讯 & 消费性 
电子信息展 & 金融展

GITEX DUBAI

展品范围

电脑产品及配件、虚拟专用网、嵌入式计算机技术、消费类电子产品和配件、金属

打印机、电源供应器、生物识别系统、销售点系统等。

展会硬实力 

中东国际计算机、通讯 & 消费性电子信息展 & 金融展（GITEX）是在阿联酋迪拜举

办的“全球第三大、中东第一大”的电脑通讯展，也是较成功的计算机、通讯和消

费性电子展览会。迪拜固有在展会中采购产品的贸易习惯，所以 GITEX 是扩展中东

市场不容错过的机会，参加此展会对扩大产品宣传，开拓中东市场非常有利。

现场直击

GITEX 按不同行业分类，共开放 11 个展馆，为期 5 天。观展需付费进场，保证了观

众的专业度。参展企业中以中东企业为主，欧美、中、韩、日等国的参展商也不在少数，

现场还划分了中国展区、韩国展区、美国展区等。在展会上可以看到 IBM、西门子、

三星、华硕等活跃于世界 IT 市场的著名厂商，他们带来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科

技产品，充分体现科技改变生活。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有近两百家中国供应商参展，展品包含无线

蓝牙耳机、平衡车、智能家居等高新技术产品，

中国展区人流量可观，很多参展商反馈展会效果

不错，高质量买家较多。中国制造网与来自深圳

主营无人机的 Aleck 先生交流后得知无人机现场

吸引了大批访客咨询，一天能收到数十个意向买

家的信息，公司之前主要做欧美市场，从展会效

果来看中东市场也值得开发。

全球第三大、中东第一大的电子通讯展

举办地点：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10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gitex.com

展示面积：7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0 家

观众人数：140,000 人

中东│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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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 CENTRE 
SHARJAH

沙迦会展中心
地点：阿联酋·沙迦

建于：1977 年

地址：Al taawun Street,Al taawun,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网址：www.expocentresharjah.org

沙 迦 会 展 中 心 是 阿 联 酋 的 第 一 座 贸 易 会 展 中

心，整座会展中心分成 4 座主展馆，总面积为

128,000 平方米。展馆靠近迪拜国际机场和沙迦

国际机场，从迪拜国际机场出发需要 10 分钟左

右到达展馆，如从沙迦国际机场出发，则需 15

分钟左右的车程。阿联酋被视为通向中东国家的

第一站，而沙迦会展中心就是那把打开中东市场

大门的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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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展馆 中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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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的规模最大的机电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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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XMIE

展品范围

机床设备、橡塑机械、工模具、节能照、安防设备、食品加工机械及印刷包装设备、

工业清洗及清洁设备、工程机械等。

展会硬实力 

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由中国商务部特别授权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台

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该展会素有“两岸机电第

一展”之称，是目前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的规模最大的机电展览会，每年吸引来自中国、

美国、德国、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共襄盛会。

现场直击

展会按照专业划分，设置了机床设备、节能照明等九大专业展区，吸引 OTC、

YAMAHA、ABB、松下等近百家境内外著名企业集中亮相。众多参展商表示，企业若

想要获得更好的盈利，就必须做很多辅助性的宣传，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的开展便是给广大供应商和买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下交流贸易的机会。展会还吸

引了许多台湾企业前来参展，展商数量和产品种类逐年增长。

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的规模最大的机电展览会

举办地点：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会主题：消费电子

展会时间：4 月 , 一年一届

展会官网：www.straitsfair.org.cn

展出面积：6.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900 家

观众人数：40,000 名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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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CENTER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地点：中国·厦门

建于：2000 年

地址：厦门前埔临海环岛路内侧

网址：www.xicec.com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位于前埔临海环岛路内侧，占

地面积 47 万平方米。展览区主楼长 432 米，高

42.6 米，可设 2,000 个国际标准展位，两翼各有

面积为 6,500 平方米的无柱厅，可容 3,000 人的

展馆介绍

集会和 2,000 人的宴会。展馆距离火车站约 17.9

公里，距离飞机场约 12.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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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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