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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学会向竞争者学习，自己才会进步。  

Learn from your competitors and you will progress.                                                                   

─   沃尔玛创始人山姆 • 沃尔顿

世界上第一个样品展会是 1890 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莱比锡样品展

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会展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行

调整和变化，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面对面的磋商方式被越来

越多的企业青睐，传统展会形成的独特资源优势也逐渐与 B2B 结合，

为外贸企业寻求新的贸易突破口。

眼见为实，中国制造网在每年深入各大行业、百余场顶级展会进行品

牌推广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展会经验。我们把各大展会实况直接

地呈现给供应商们，为其筛选自己心仪的行业展会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制造网第二版全球展会全攻略 - 化工、能源专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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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册精选众多全球化工、能源行业顶级大展。相信一定能够帮您找到

最合适的展会。

直接面对行业大咖，了解行业资讯，高效展会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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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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 中东 
Asia 〮 Middle East

 区域经济文化

48 深入东南亚

50 走进中东

 展会

52 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54 越南国际涂料展览会

56 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机械、模具展览会

 展馆

58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59 西贡国际展览中心

60 泰国曼谷国际展览中心

中国 
China

 展会

64 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

66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68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

70 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橡塑胶及包装展

 展馆

72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73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74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7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欧洲 
Europe

 区域经济文化

6 探索欧洲

 展会

8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10 德国国际水处理、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会

12 德国慕尼黑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14 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绿色建筑展

16 米兰国际供暖、空调、制冷、再生能源 

          及太阳能博览会 

18 法国国际水处理及环保工业展览会

20 意大利国际绿色能源及环保水处理展

 展馆

22 英国伦敦国际展览中心

23 米兰国际展览中心

24 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25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

26 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27 里米尼会展中心

美洲 
America

 区域经济文化

30 发现美洲  

 展会

32 巴西国际电力、能源及电子产品展览会

34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

36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38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展馆

40 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41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42 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

43 高点镇国际家具中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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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欧洲

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绿色建筑展

        汇集 30 多个国家专业人士的优质展会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世界工业贸易的晴雨表

法国国际水处理及环保工业展览会

         专注重工业环保的行业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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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德国的自然资源匮乏且十分重视环保，为了摆脱对能源进口和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

德国近年来能源化工的重点在节约传统能源、提高效能和发展新型能源三个方面，

以期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对包括生物柴油、甲醇汽油及生物乙醇等

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会展业

在德国，会展业被视为“城市的蛋糕”，是一个渗透着深厚文化气息的现代经济产

业。全球 2/3 的知名展览会都在德国举行。世界上营业额最大的 10 家会展公司中，

德国就有 6 家。全球 5 大展览中心中有 4 家在德国，称其为“世界展览王国”名副

其实。

商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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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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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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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分类 HS编码 商品类别 2017年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类 章 总值 81,767 77,359 5.7 10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40,916 38,130 7.3 50.0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8,034 8,209 -2.1 9.8 

第 20 类 94-96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6,520 6,093 7.0 8.0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5,106 4,633 10.2 6.2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3,797 3,345 13.5 4.6 

第 18 类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3,347 3,146 6.4 4.1 

第 7 类 39-40 塑料、橡胶 2,799 2,506 11.7 3.4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2,694 2,897 -7.0 3.3 

第 12 类 64-67 鞋靴、伞等轻工产品 2,477 2,461 0.6 3.0 

第 8 类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1,280 1,286 -0.5 1.6 

第 13 类 68-70 陶瓷；玻璃 1,208 1,125 7.4 1.5 

第 1 类 01-05 活动物；动物产品 696 637 9.4 0.9 

第 2 类 06-14 植物产品 572 635 -10.0 0.7 

第 9 类 44-46 木及制品 526 512 2.7 0.6 

第 10 类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90 468 4.8 0.6 

其他 1,304 1,276 2.2 1.6 

2017 年德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探索欧洲
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大洲，工业生产水平和农业机械化

程度都比较高，但能源化工领域的发展一直不景气，常需要依赖俄

罗斯、中国等能源出口大国。究其根本，欧洲没有北美和中东的原

料优势，管理部门又实施了比全球其他地区更加严格的环保法规，

能源和原料成本是欧洲化工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但也激励其在清洁

能源和太阳能开发利用技术上的发展。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欧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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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动力传动与控制、工业零部件和分承包技术、工

业自动化、新能源技术、环保技术、数字化工厂、

线圈及绕线技术、空压及真空技术等。

展会硬实力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全球顶级的专业国际工业展

览会 , 每年举办一次。该展创办于 1947 年，不仅

是世界上展出面积最大的工业展，而且展示的展

品技术含量极高，被公认为是联系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造、技术应用和国际贸易

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工业贸易领域的旗舰展”、“世

界工业贸易的晴雨表”和“全球工业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现场直击

汉诺威工业展每年汇集全球 6000 余家参展商前来参展，设十大不同展区，并新增

了表面处理技术和空压及真空技术展区等。工业 4.0 已然成为国际制造业界的核心

话题。在工业展会场里，不单有专门的工业 4.0 论坛，滚动讨论工业 4.0 的未来趋势、

实施案例，甚至有不少参展企业把工业 4.0 作为展览的主题，譬如西门子公司的主

题是“迈向工业 4.0——引领数字化企业进程”，还有德国本土公司提出的“Concept 

for the future”。工业自动化展区的展示产品纷纷迎合了德国提出的工业 4.0 战略，

“智能制造”成为各大展商竞相展示的主题重点，这也使得工业自动化展区成为了

展会的一个亮点，集中吸引了很多观众参观了解。

中国展商掠影

近千家中国企业慕名参展，大多集中在工业零配

件展区，中国成为展商规模仅次于东道主德国的

最大参展国。据现场参展情况可见，中国企业虽

然逐渐缩小了与国外企业的差距，并成为他们的

有力竞争者，但不论是装备还是制造模式，中国

企业都有待实现更巨大的变革和提升。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世界工业贸易的晴雨表

展会时间： 4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hannovermesse.com

展出面积： 4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6,000 家

观众数量： 19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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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水处理、环保、资源综合
利用博览会

IFAT

展品范围

水处理设备、管道、阀门、泵阀等及其组件、水

处理技术、新兴水处理技术、污物分类管理、再

循环技术、环保设备、垃圾清理、工业设施重型

设备、水利设施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德国国际水处理、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会作

为世界领先的环保技术贸易博览会，每届吸引来

自 60 多个国家的数千展商前来参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展会针对水、污水、废物

和原料管理行业提出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顺应了全球环保的大趋势。德国是欧洲

的核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就是为了连通欧洲贸

易而建设，为全球供应商提供了展示产品及技术的绝佳平台。

现场直击

展会行业门槛较高，观众主要为各国批发商、企业技术人员及工程师等，专业性很强，

均带着明确的目的参展。展会展品覆盖行业全产业链，小到管道阀门零配件，大到

污水处理整机、运输车辆，应有尽有。环保和节能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不少传统工业企业也来到现场，学习前沿技术，提高生产品质。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吸引了近百家中国企业前

来参展，他们大多以标摊为主，

通过宣传资料及小样品来展示

自己的产品。德国拥有全世界

最严苛的产品审查机制，对于

产品品质和原创性有极高的要

求，前来展会的中国企业无疑

都是国内的行业翘楚。受制于

固有印象，欧洲买家在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时，常常伴有不信任感，不少中国展商

表示，如果企业能得到权威检测机构的认证，会极大减少这种不信任感。

世界领先的水处理环保展

展会时间： 5 月 , 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 慕尼黑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ifat.de

展出面积： 2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0 家

观众数量：14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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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太阳能电池及晶片、太阳能

充电器、太阳能采集、太阳

能厨房设备、太阳能正面屋

顶建造、太阳能玻璃、软件

编程和远程太阳能监控、太

阳能光缆等。

展会硬实力 

德国慕尼黑太阳能技术博览会是全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太阳能专业展

览交易会之一，聚集了国际上大部分业内知名企业。众所周知，德国是世界领先的

太阳能大国，1999 年德国新《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大大推动了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该展会恰恰契合此主题，为推动世界太阳能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国际电池储能展

与该展同期同地举办，展品范围涵盖电池创新及储能科技，不仅丰富了德国慕尼黑

太阳能技术博览会产品链，也反映了当今太阳能市场活跃的现状。

现场直击

光伏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环节。其

中，上游包括技术研发、硅材料和其他材料的提

炼生产，中游包括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的生产制

造，下游则是指光伏系统安装建设及运营与维护。

现场观察发现，德国本土企业一般注重产业链上

游和下游，往往将产值较低的中游部分委托给其

他企业进行。Solarworld、博世等世界顶尖企业

强势入驻展会，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观众、企业

前来参加展会、了解行业详情。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约有 200 家企业参加该展，据了解，绝大多数中国展商认为，该展会的买家质

量远高于其他同类展会，现场拜访的买家很具有目的性。由于德国本地的政策等问

题，不少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因不符合标准而无法贸易，故有

意向开拓德国市场的企业需要格外注意产品质量和相关认证。

德国慕尼黑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INTERSOLAR

太阳能行业领先展会

展会时间： 6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慕尼黑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intersolar.de

展出面积：5.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800 家

观众数量：5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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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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

备、建筑结构、水资源管理、建筑管理系统和智能建筑系统等。

展会硬实力 

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绿色建筑展 (ECOBUILD)

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建筑展览之一， 参展商来

自美国，法国，瑞士，巴西，中国等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产品以新的建筑、住宅或商用建筑的

永续绿色产品、新能源产品为主。吸引了极多建筑、

住宅或商用建筑的绿色产品、新能源产品行业的

专业观众前来参观。

现场直击

该展会得到了英国绿色建筑协会等超过 200 家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与其

他同类展会不同，该展会延续其会议的血统，在展会现场，每天轮番举办近 20 场

开放式论坛、会议，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为期三天的展览会接待了众多行业

专业人士，主要为绿色建材、环保材料、冷暖器材的决策者和生产技术工程师。

中国展商掠影

此展每年都能吸引几十家来自中国的参展商，按照展品类别分布在不同的展区，企

业主要来自深圳、江苏，大多以标摊为主，其中太阳能方面展示较多。根据现场中

国展商反馈，目前英国市场的太阳能行业由于政府补贴下调有所缩减，而德国市场

则相对饱和，不易攻破。同

时太阳能板价值较高，专业

买家大多有固定的合作供应

商并更愿意实物看样，以线

下合作为主。

英国伦敦国际新能源及绿色建筑展
ECOBUILD

汇集 30 多个国家专业人士的优质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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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面积： 2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450 家

观众数量：25,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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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国际供暖、空调、制冷、 
再生能源及太阳能博览会 

MCE

展品范围

制冷、空调设备、通风装置、商业和工业制冷、供暖、能源、卫生洁具、浴室设备、

自动控制及水处理系统设备、热水器和地面派水设施等。

展会硬实力 

意大利米兰国际暖通、空调、制冷、再生能源及太阳能博览会始创于 1960 年，专

注于 " 人性化科技 "，将全球范围内的供暖行业和配管的生产和分销集成到一起。

该展不断为业内人士创造技术、文化与政策交流的优秀平台，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先

地位。展会同时为展商及专业人士组织一系列会议活动，研究出许多技术及行业议

题的详细分析报告。

现场直击

展会共开放 16 个展厅，按照展示产品的功能，分为制冷、暖通以及太阳能三大类

进行展示，其中暖通产品所占比例最大。现场展商表示，由于近几年全球的空调市

场被几家大企业几乎垄断，生存空间很小，因此转型开始做供暖，除了意大利、西

班牙、希腊这几个较南部的国家客户较少外，供暖在欧洲其他地区都有很好的市场

前景。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现场有超过百家的中国企业，不乏供暖制冷行业的国内龙头企业。现场中国展

商表示，与其他一些行业不同，以格力、美的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完全不输

欧洲同类型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制冷、供暖、空调展是

该展的姊妹展，同样为行业顶级盛会，建议该行业企业参展。

引领科技进步的行业盛会

展会时间： 3 月 , 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 米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mcexpocomfort.it

展出面积： 33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2,000 家

观众数量： 160,000 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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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水处理、空气治理、废物处理与回收利用、节

能与新能源、风险防范与管理、自然与海洋环

境污染防治、污水处理、泵阀及管道、控制系

统及仪器仪表等。

展会硬实力 

法国国籍水处理及环保工业展览会起源于 1972

年，在法国巴黎举办，随着世界资源和气候的

重大变化，并伴随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契机，

国际环保展的主办方——法国励展公司决定举

办法国国际水处理及环保工业展览会，为资源

短缺和气候变化寻求更多解决方案。该展会肩

负环保使命，同时也给高科技企业和专业人士

搭建了一个高效交流的平台。

法国国际水处理及环保工业展览会
POLLUTEC

专注重工业环保的行业展会

展会时间： 12 月 , 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 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world-efficiency.com

展出面积： 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500 家

观众数量： 30,000 人

现场直击

展会以水务领域为主要主题，行业细分为：水及污水处理、泵阀及管道、控制系统

及仪器仪表三个专区，云集了业内顶尖企业。展会参展企业以欧洲本土企业为主，

虽然参展商数量不多，但展会的人流量及专业度均超过预期设想。展期中召开的环

保处理学术及技术研讨会，受到热烈响应，为专业人士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互动空间。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也吸引了一小部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参展，这些中国企业均以精美的中国风展

台亮相展会，吸引国外买家驻足观看。目前中国的环保企业，主要市场仍然集中于

中东、非洲这些发展中区域。他们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参加该展会，学习欧洲科学

的环保理念以及先进的技术，不断研发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技术和产品，提供工程

建设的产业化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欧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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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可持续能源及新能源、废物处理技术及设备、环

保技术及设备、水处理及污水处理设备等。

展会硬实力 

意大利国际绿色能源及环保水处理展由里米尼展

览公司（Rimini Fiera S.p.A.）主办。在 60 多年

的经营历程中，该公司作为意大利和国际展览会

市场的领先主办机构，带领展会发展成为南欧及

地中海地区最富盛名的环保类展会。展会专注于材料开发与回收利用以及新兴环保

行业发展，通过结合环境工业、可持续工业以及相关机构，关注绿色经济的增长，

是绿色经济及环保工业业内人士会见商谈的重要平台。

现场直击

展馆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以垃圾处理设备、回收循环利用、工程机械和交通工具、

以及清洁能源为主题。整个展馆的布置非常贴合清洁能源和环保的主题，随处可见

的是树木、草坪，甚至可以看到生态园的休息区，移栽的草坪、灌木丛，以及后建

的生态水渠，给人以置身大自然的感觉。

意大利国际绿色能源及环保水处理展
ECOMONDO

南欧及地中海地区优质环保展

展会时间： 11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里米尼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 www.ecomondo.com

展出面积： 1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1,500 家

观众数量： 100,000 人

中国展商掠影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技

术及产品已经占据世界最大份额，美国、澳洲、

欧洲随处可见的太阳能板、风车发电站，超过一

半都是来自于中国制造。在该展会上，中国供应

商以垃圾、废品处理设备和清洁能源设备为主，

由于现场体验丰富，加上如今中国制造在欧洲已

经成为一线品牌，所以深受买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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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RA MILANO

米兰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意大利·米兰

建于：1920 年

地址：Strada Statale del Sempione , 28 - Rho 

(Milan) , Italy

网址：www.fieramilano.com

米兰国际展览中心原有展览面积为 17 万平方米，

近年来又新建 3 座展厅，增加面积 4.7 万平方米。

新展厅配备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采取了最前沿

的环保措施。该展览中心位于米兰市中心，交通

道路四通八达，十分便利，可乘坐地铁 1 号线直达。

展馆介绍

欧洲│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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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诺威博览中心
地点：德国·汉诺威

建于：1947 年

地址：Deutsche Messe，Messegelände 30521，

Hannover，Germany

网址：www.mes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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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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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OVER 
EXHIBI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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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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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I FIERA

里米尼会展中心
地点：意大利·里米尼

建于：2001 年

地址：Via Emilia,155,47921 Rimini RN ,Italy

网址：www.riminifiera.it

意大利里米尼会展中心位于城市北端，占地总面

积达 46 万平方米，其中 16 万平方米是园景。展

览中心拥有三个独立的出入口，由穿梭巴士连接，

可供几个展会同时举办。展览中心设有 20 个模块

展馆介绍

化的会议室、2 间餐厅和 3 个自由流动餐馆，可

满足不同的展会需求。此外，展览中心地理位置

极佳，多种交通方式都可以轻松到达。

PARIS EXPO PORTE DE  
VERSAILLES

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地点：法国·巴黎

建于：1923 年

地址： Viparis, 2 place de la Porte Maillot F-75835 

Paris Cedex 17 , France 

网址：www.paris-expoportedeversailles.com

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是法国第一大、欧洲第四

大的展馆，每年吸引来自全世界超过 600 万的观

众来访，举办 200 场以上展会。凡尔赛门展览中

心是巴黎城内唯一一个多功能大型展览中心，位

于巴黎南部 15 区“凡尔赛门”，总占地面积达

展馆介绍

22 万平方米，共有 8 个展厅，20 个会议室，12

个餐厅和 6500 个停车位。展览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通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便捷快速地前往巴黎

中心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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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美洲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

         太阳能行业的风向标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专业观众与专业峰会并驾齐驱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北美地区知名板材加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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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洲 
美洲以巴拿马运河为界，划分为北美洲和南美洲。北美洲经济发达，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正

式建立大大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发展。贸易区内各国家的化工能源种类多样，储量、产量及

消费量均居世界前列。南美洲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各种能源蕴藏量丰富，且受惠于新型

城镇化建设、基建投资升温等政策环境，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美国

美国无疑是能源化工领域的先锋，一方面，美国的自然能源开采量不断上升，已逐

渐取代中东的霸主地位，成为新的世界能源核心；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为创造更

多的经济增长点与就业岗位，发起了化石能源复苏战略，他鼓励化石能源发展的能

源政策倾向，将对全球能源格局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能源化工一直是中

美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美国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目标市场。

会展业

美国的会展经济十分发达，美国有很多的会展名城，比如奥兰多、亚特兰大、纽约、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政府部门很少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管理会展业，在牵涉相

关的制度和条目的时候政府的审批程序也十分简便，从而促进了会展业的发展。

HS编码 商品类别 2017年 2016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章 总值 2,342,905 2,187,805 7.1 100.0 

85 电机、电气、音响设备及其零附件 351,400 330,875 6.2 15.0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341,768 308,889 10.6 14.6 

87 车辆及其零附件（除铁道车辆） 289,934 280,692 3.3 12.4 

27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195,030 153,892 26.7 8.3 

30 药品 95,899 92,041 4.2 4.1 

90 光学、照相、医疗设备及零附件 85,046 79,711 6.7 3.6 

94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62,710 59,090 6.1 2.7 

71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 59,121 66,321 -10.9 2.5 

39 塑料及其制品 52,328 48,059 8.9 2.2 

29 有机化学品 45,068 48,764 -7.6 1.9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44,250 43,969 0.6 1.9 

73 钢铁制品 37,053 31,765 16.7 1.6 

2017 美国主要进口商品构成（章）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业文化

与美国人做生意，“是”和“否”必须保持清楚，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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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准备工作越细越好，重视合

同的合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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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表现出十分来，千万不要遮掩、谦虚，否则很可能被看作是能力不够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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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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际电力、能源及电子产品展览会
FIEE ELETRICA

南美地区电力产业的主导展览会

展会时间： 7 月 , 两年一届

举办地点： 巴西圣保罗安年比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fiee.com.br

展出面积： 6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700 家

观众数量： 55,000 人

展品范围

电力设备及产品、发电机、

输配电、高压机组、电气、

电力基础设施、电子元器件

及组件、电子设备、半导体、

生产制造、通信设备、环境

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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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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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场的中国企业近 200 家，较以往有所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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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企业在巴西有分公司或

代理商，参加该展会也是为了拜访合作伙伴。据

现场沟通得知，很多中国企业都有过 B2B 平台的

推广经历，对中国制造网也是耳熟能详。

巴西圣保罗安
年比展览中心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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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太阳能展
SOLAR POWER

展品范围

太阳能光伏产品、配电器材、

太阳能集热采暖设备、太阳能

建筑及工程应用、太阳能其它

应用产品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由美

国太阳能电力协会、美国太阳

能工业协会共同主办，该展创办于 1995 年，每年 9 月或 10 月在多个城市轮流举办，

是目前美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太阳能交易会之一。展会吸引了众多

太阳能专业人士及企业前来参展，其中就包括夏普、韩华、LDK 等行业顶尖企业。

现场直击

根据参展商不同的产品属性，展馆共分为四个不同区域，包括：光伏电池与模组供

应商区域、系统供应商区域、聚光太阳能供应商区域以及材料与设备供应商区域。

展会产品覆盖范围广泛，从小到大，从普通到精细，直观地展现了行业的零零总总。

展会上，如何将太阳能技术更好地向城市居民推广是讨论热点之一，打造零排放的

智能住宅同样也受到各企业重点关注。

太阳能行业的风向标

展会时间： 9/10 月，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展出面积： 10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600 家

观众数量： 30,000 人

中国展商掠影

该展每年吸引约 50 家中国企业前来参展，他们除了肩

负着寻找新买家、了解行业潮流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可

以通过考察美国市场，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分公司、工厂，

为当地客户提供一整套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与国外企

业相比，中国企业更注重零部件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国

外企业则更注重产品的使用场景和后期维护。现场大多

数中国企业对展会效果表示满意，称现场达成了很多合

作意向。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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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FABTECH

北美地区知名板材加工展

展会时间： 11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芝加哥、亚特兰大及拉斯维加斯轮流举办

展会官网： www.fabtechexpo.com

展出面积： 2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1,200 家

观众数量： 30,000 人

展品范围

金属加工成型、金属切削、金属薄板切割机床和加工中心、精密铸造、精密金属铸造

与锻造、工艺控制及挤压铸造、焊接与切割、模具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FABTECH）始创于 1981 年，是北美地区历史最

悠久、规模最大及最具影响力的金属成型展览会，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管材、板材、

冲压和焊接展，见证了美国金属加工行业的发展史。FABTECH 一大特色是每年在美

国三个最重要的会展城市——芝加哥、亚特兰大及拉斯维加斯轮流举办，覆盖美国东、

中、西三部及加拿大地区。

现场直击

作为北美地区颇为专业的金属加工行业展会，展会吸引的不仅是制造商和贸易商，还

有很多工程师、设计师等技术型观众。展会上，最为重磅的展品集中在南馆，这里是

展会最大的几个展台的位置所在，各家展示的都是自己研发的精密仪器，特点就是体

积庞大、自动化程度高、无需人工操作即可自动运行，并且每台机器设备前都有专业

的技术人员进行讲解。这几个展台，更多的是展示最前沿的技术，他们代表了行业内

的高端和领先技术。

中国展商掠影

现场的中国供应商大多带有自己的铸造件、板材等产品参展，更多以模型为主，其中

不乏比较新型的产品，颇具设计性和创意性，很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很喜欢到该区域

参观。中国供应商相较于美国当地展商，数量比例较小，对到达现场的买家质量纷纷

表示赞赏。

美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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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POWER-GEN

展品范围

发电设备、电机和发电机、输

变电设备、电站设备及产品、

直流发电机、交流发电机、变

压器、仪表互感器等。

展会硬实力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创办于

1988 年，现已发展成为一个

全球范围内的专业的电力交易场所，并在发电项目、电力运营、输配电项目、电力

技术及可再生能源行业中排名第一。展会展商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韩国、

日本、中国等众多国家，集中了全球范围的专业电力购买人员、决策者和技术创新

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总计 70 余场的专业会议和电厂技术论坛，吸引了大批展商

和参观者参会。

现场直击

该展会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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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豪车和现场拍照、真人高尔夫体验同样吸引

了众多观众驻足。因展会时间恰逢圣诞节，不少展商借助圣诞老人、圣诞装饰吸引

观众，加之拉斯维加斯本地博彩业特色，幸运转盘、筹码名片等，使整个场馆气氛

轻松惬意，更是吸引了南馆参加 Cow Boy Show 的展商前来观展 。

中国展商掠影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每年都有不少的中国展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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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展商交流得知，相比其他行业产品，

电力产品因多为发电设备，体积庞大，主要还是

通过展会拓展买家资源，效果相对来说更加直接。

大部分展商期望直接拓展美国本土市场，聆听了

中国制造网中美跨境贸易服务后，颇感兴趣。

专业观众与专业峰会并驾齐驱

展会时间： 12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展会官网： www.power-gen.com

展出面积： 4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1,300 家

观众数量：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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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设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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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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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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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HOME  
FURNISHINGS CENTER

高点镇国际家具中心
地点：美国·高点镇

建于：1923 年

地址：201 E Green Dr, High Point, NC 27260，USA 

网址：www.ihfc.com

高点镇国际家具中心建成于 1923 年，展馆在 19

个月内建成，共耗资 100 万美元，共 2 万多平方

米的展示空间。到了 1989 年，展馆进行扩建并

正式更名为现在的名称。现在的展馆拥有约 65

展馆介绍

万平方米的家具陈列室并额外配套广场、剧院和

套房酒店。展会方与周边多个机场合作，提供免

费班车到达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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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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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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亚洲

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享有“世界五大工业活动”之一美誉的展会

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机械、模具展览会

         东南亚最大的塑胶行业展览会

越南国际涂料展览会

         涂料行业小而精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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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东南亚
东南亚是近 20 年来全球能源化工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其相关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钢铁、纺

织和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成为该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与缺乏原料资源的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相比，东南亚具有较优厚的资源条件，该地区每日原油产量约为 250 万桶。各国政府

也在积极吸引外资，每个能源化工企业都在为了业务扩张和企业生存而加速投资。在此背景下，

东南亚地区能源化工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前景颇为引人注意。

泰国

泰国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国际化程度高，市场可辐射至日本、韩国、印度等多个周

边国家，作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和贸易集散地，聚集了多种多样的商业机会。能源

化工行业是泰国最富活力的行业之一，行业总值过万亿泰铢，从生产到物流运输，

拥有一套完善的基础设施。中泰两国同处亚太地区，具有发展经贸关系的良好条件，

同时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有近 2000 种与化工密切相关的商品实现了零

关税的优惠政策，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会展业

近年来泰国会展业发展势头迅猛，其展览场地租用面积在东盟名列榜首，总展馆使

用面积超过 25 万平方米，位居东盟第一，平均每个展览收入约 200 万美元，被国

际会展业誉为“东南亚的会展先锋”。

商业文化

泰国人在与客人见面时，通常施合十礼。将手合十于胸前，头稍稍低下，互相问候

“撒瓦迪卡”（你好 )；还礼时，也须双手合十，放至额到胸之间。商务贸易过程中，

要尽量避免使用红色签字笔，交谈时也不宜用手指向对方，这些都被视为不敬的行

为。此外，需注意尊重当地的教规，绝对不能对当地的寺 庙、佛像、和尚等做出轻

视的行为。

语言

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语，但旅游旺地如清迈、曼谷等大城市的服务业从业者基本可

以说英文和少部分中文。

海关分类 HS编码 商品类别
2016年
1-6月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类 章 总值 20298 19486 4.2 100

第 16 类 84-85 机电产品 9863 9611 2.6 48.6

第 15 类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3210 2826 13.6 15.8

第 6 类 28-38 化工产品 1617 1726 -6.4 8

第 7 类 39-40 塑料、橡胶 1014 982 3.3 5

第 11 类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859 815 5.4 4.2

第 17 类 86-89 运输设备 662 672 -1.5 3.3

2016 年泰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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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

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70% 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此，是整个中东地区的

转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据统计，迪拜的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11%-18% 的速率增长，

其经济人口持续增长以及观光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是电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预计

到 2020 年，海湾国家将有超过 1700 亿瓦的电力缺口，在今后的五年中，将会有超

过 525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中东和北非区域的能源行业领域，因此能源电力等相

关展会在此地区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会展业

与欧洲的会展业相比较，中东的会展业起步较晚，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迪拜

会展业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带动了整个中东会展业的发展。目前，迪拜已经

进入全球新兴会展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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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不要赠送礼物，除非是私人朋友，以避有行

贿之嫌。见面和告辞时需握手行礼，但要注意，无论是握手还是递交东西，都不要

用左手。

语言

迪拜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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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语是最主要的商业语言。 

迪拜预计 2030 年清洁能源

占发电量比例图
按类别分布

天然气 71%

核能 12%

太阳能 5%

清洁煤 12%

走进中东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出现显著变化，中东作为产油大户的地位遭到重大挑战，地区能

源格局也正经历新的调整。国际石油市场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际油价持续走低

给中东国家财政可持续性带来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中东地区将更多的目光转向

电力、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亚洲│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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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MEE 

展品范围

户外照明、场所照明、隧道照明、商业用灯、建筑用灯、特殊照明、紧急照明、

开关系统、照明保护、室外灯具、照明设备、灯具配件等。

展会硬实力 

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创办于 1975 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展会

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现成为行业巅峰盛会之一。中东地区自然资源相对匮乏，

这给予了新能源技术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中东地区国际贸易的稳步增长，

中东电力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关专业人员及高层人士到场参观访问。

现场直击

现场展品小到灯具、配件，大到变电设备和电力传输设备，类目齐全，参展商

乐于现场展示各类大型机械，获得更多关注。迪拜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中东地

区重要的转口贸易地，吸引了全球众多买家前来，保证了展会国际性。由于行

业门槛较高，展馆内几乎没有闲杂人员，保证了展会的专业度。

中国展商掠影

中国参展商数量超过百家，是除本地参展商外，第二大地区展团。由于路途遥远，

大多数中国参展商无法将机械设备运抵现场，仅仅依靠宣传资料和播放视频等

方式宣传，使标摊成为最为合适的参展形式。与欧美等国不同，中东买家对中

国制造没有形成定性思维，优质廉价的产品在这里广受追捧。

享有“世界五大工业活动”之一美誉的展会

展会时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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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eastelectricity.com

展出面积： 8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1,500 家

观众数量： 50,000 人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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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际涂料展览会
COATINGS EXPO VIETNAM

展品范围

油漆、清漆、粉末涂料、原材料、石蜡、防护涂料、包装涂料、表面处理材料及设备、

涂料生产设备及工艺、实验室设备、测试仪器、环保与安全技术和服务等。

展会硬实力 

越南国际涂料展览会每年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贡展览会议中心举办，展会为期三天。

越南涂料展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和 VEAS 展览公司共同主办，是在越南地区举办的

专注于涂料行业的专业展会。该展会得到越南工业和贸易部的大力支持，地理辐射

至柬埔寨和湄公河流域国家及地区，吸引了大量专业观众前来参展。

现场直击

越南涂料展仅开放了 A1 馆一个展馆，展览规模不算大。近年来，越南涂料行业的

快速发展已经吸引了众多投资和贸易关注，参展商以越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

等亚洲国家为主。展商借此平台向越南市场展示涂料工业领域的最新产品、技术及

服务，获得合作机会，开发和拓宽市场。展会期间还举办了丰富的会议、论坛等活动，

有助于参展商与观众更全面地了解行业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

中国展商掠影

展会的展商数量较少，中国展商更是只有寥寥数家。现场越南本土的企业展会效果

明显好于中国企业。受制于海关限制，很多参加涂料展的中国供应商无法将样品带

至现场，大多携带宣传册来参加展会，反观越南本土的企业不但带了样品，还在现

场举办多种互动活动，如论坛会议和现场调色板涂料等，吸引了更多买家的关注。

涂料行业小而精的展会

展会时间： 5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西贡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coatings-vietnam.com

展出面积：0.9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200 家

观众数量：8,000 人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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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机械、模具展览会
INTERPLAS 

展品范围

塑料注塑成型机、自动充填封口机、造粒机、自动吹瓶机、中空板押出机、异型材

押出机、注压成型机、塑料粉末加料机、压铸模、模用钢等。

展会硬实力 

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机械、模具展览会由世界最大的展览机构——励展展览集团主

办，每年一届，在泰国曼谷举办，展会包括 4 大工业产品主题展：国际塑料及橡胶

加工工业展 (InterPlas)、国际模具展 (InterMold)、国际工厂设备展及国际安装技术

展、工厂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 (Assembly) 和国际汽车配件加工展 (Automotive)。

现场直击

泰国国际塑料、橡胶机械展览会立足亚洲，共吸引了国内外参展商 700 多家，主要

来自日本、泰国、中国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展会汇聚着各类塑胶、数控机床、精

密工程机械、刀具、零部件、配件等产品，专业性较强，技术水准具有代表性，反

映了亚洲乃至世界塑料和橡胶展工业的发展水平。从关注度来看，塑胶机械、五金

工具受到的关注较高，数控机床、模具其次。

中国展商掠影

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机械、模具展览会每年都可以吸引约 70 家的中国参展商前来

参展。据参展的中国展商反馈，展会中买家质量相对较高，展会期间均可收到许多

有意向的买家名片。与中国展商交流得知，他们大多不止一次参加该展会，有的是

为了和当地代理商沟通与联系，而更多的企业则是看重了新马泰这片新兴的市场，

希望通过该展会，与潜在客户面对面洽淡，促进贸易。

东南亚最大的塑胶行业展览会

展会时间： 6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泰国曼谷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www.interplasthailand.com

展出面积： 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 700 家

观众数量： 20,000 人

亚洲│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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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西贡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越南·胡志明

地址：799 Nguyen Van Linh Street, Dist.7,  

Ho Chi Minh

网址：www.secc.com.vn

西贡国际展览中心室内面积有 40,000 平方米，

包括 4 个展馆，室外展览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

拥有一个 2,000 座会议中心，一个高层办公楼，

以及两个国际标准酒店。从机场驾车仅需 30 分

钟即可到达展馆，如从市中心出发可乘 34 号和

102 号公交线路抵达展馆，耗时 15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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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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泰国曼谷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泰国·曼谷

建于：1997 年

地址：88 Bangna-Trad Road (Km.1), Bangna, 

Bangkok 10260, Thailand

网址：www.bitec.co.th

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于 1997 年开业，是泰国

首座可以举办大型商业展会和各类会议的综合性

展览中心。该展览中心总面积为 272,000 平方米，

其中可用于展会的面积为 50,400 平方米。展览

中心拥有 19 个会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具

体面积。展览中心可以举办从 30 人到 20,000 人

的会议，同时每天可以承受 100,000 人次的流量。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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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

        行业精英云集的光伏盛会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获得欧洲行业专业协会支持的展会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

         外商偏爱的中国水处理行业专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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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光伏生产设备、光伏电池、光伏相关零部件、光伏原材料、光伏应用产品、光伏工

程及系统、LED 技术及应用、 LED 产品、系统工程施工设备与安全防护等。

展会硬实力 

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由亚洲光伏产业协会（APVIA）、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CRES）、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等 19 个国

际机构和组织联合主办，从 2007 年首届的 1.5 万平方米，发展到近几年的 15 万平

方米，吸引了来自全球 92 个国家和地区共 1800 家左右的企业参展，国际展商比例

占 35%，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光伏盛会之一。

现场直击

该展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全球 1800 多家企业参加，汇集了英利集团、中国正泰、

ABB 等业内知名企业，以及华为、格力等多元化发展的企业。展会现场，由于设备

类产品体积较大的特性，豪华特装展台随处可见，展位面积超过百平的展位比比皆

是。除了高大上的展台，展商们更是通过抽奖、表演等各种活动，吸引观众的驻足

观看，是一场光伏业内买卖双方相聚的盛会。

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
SNEC

行业精英云集的光伏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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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c.org.cn

展出面积：1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800 家

观众数量：220,000 人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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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CHINAPLAS

获得欧洲行业专业协会支持的展会

展会时间： 5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展会官网： www.chinaplasonline.com

展出面积：34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4,000 家

观众数量：180,000 人

展品范围

辅助设备、吹塑机、化工及原料、辅料、挤出机及挤出生产线、注塑机、泡沫、

增强树脂机械、测量、控制及试验设备、零部件、焊机等。

展会硬实力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型的塑料及橡胶业展览会之

一，业内人士更公认其影响力仅次于全球第一大橡塑展的德国“ K 展” , 成为橡

塑行业第二大展会。据资料了解 ，CHINAPLAS 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被全球展览

业协会（UFI ) 列为“UFI 认可展会”，这也是目前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塑料橡

胶工业展。该展还获欧洲塑料和橡胶工业机械制造商协会支持，被列为支持展

会 , 荣获独家赞助。

现场直击

展会规模不断扩大，现已占据了展馆 A 区、B 区共 26 个展厅，有来自 40 个国

家及地区的中外展商参加，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企业更是组团参加。

展馆内多为特装展台，展商将机械等带入展馆进行展示，并现场进行操作演示，

各种先进机械仪器各显神通，废旧塑料回收机械、油电混合注塑机等先进设备

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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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分离设备、曝气设备、好氧厌

氧处理装置、水处理药剂、紫外线、终端净水、水

务及工程服务等。

展会硬实力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云集了水处理行业各个领域和

产品类别的展商，全面展现了工业与民用水处理的

所有环节，展会的展览面积、展商与观众数量、现

场同期论坛活动场次均保持增长趋势，更在以往基础上新增环保板块，引入上海国际

空气新风展、上海固废气展、上海国际与建筑水展，吸引了更多环保界人士到场参观。

展会还涵盖污水处理、末端净水及膜与水处理三大主题展，奠定了展会亚洲第一环保

商贸平台的地位。世界各国为达到在市政、工业和商用环保领域处理废水或污水的低

能耗、“零”排放目标，一直在探索高效的技术路径，这也为展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场直击

展会共开设了四个展馆，参展商以专业的生产企业、品牌代理、国外生产商为主。展会

专业化程度高，像美的、 浩泽、安吉尔等大型知名企业均有参展。展会上，从展馆的

设计到装修都非常专业，现场还设有专门的洽谈区，给采购商和观众带来了一场非常

愉悦的展会体验。另外，通过和供应商交流得知，很多供应商对于中国制造网的产品

非常有自信，从工艺到品质反馈都非常专业，由此得知国内的生产商也开始将目光转

移到品质及体验度上面，这有助于中国生产商品在未来的市场中走向全球。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
AQUATECH CHINA

外商偏爱的中国水处理行业专业展

展会时间： 6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官网： www.aquatechchina.com

展出面积：22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400 家

观众数量：120,000 人

中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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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 
橡塑胶及包装展

DMP

华南地区发展中的专业展

展会时间： 11 月 , 一年一届

举办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官网： www.dmpshow.com

展出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1,450 家

观众数量：110,000 人

展品范围

模具制造机械、金属加工设备、合金、钢材及其他原材料、自动化技术、节能产品、

工厂物料、物流及仓储、表面处理及涂料、精密量度及检测仪等。

展会硬实力 

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橡塑胶及包装展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作为

华南地区最大型的模具、金属加工及塑胶机械展 , 展馆划分为机械人及自动化专区、

工程塑料区、刀具馆、3D 打印、韩国工具馆、香港塑胶机械协会展区、台湾馆、台

湾区模具公会展区、香港五金商业总会展区等专题展区。目前，东莞地区从劳动密

集型向着技术导向型转移，在前两年钢铁行业渐露疲态的情况下，东莞国际模具及

金属加工展、橡塑胶及包装展无疑能让买家重拾信心，也是让供应商证明行业活力

的有利契机。

现场直击

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是国内该行业的 No.1。展会共开放 7 个展馆，约有

1450 家企业前来参加。展会共开设 12 个展示区：其中包括冲床区、激光切割及钣

金区、香港塑胶机械协会展区、塑胶化工原料区等。展会开放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

心的所有展馆，根据参展商的业务范围，展会期间举办中国智能制造院士东莞行、

中国制造 2025 暨德国工业 4.0 发展论坛等 12 项主题活动，涵盖了学术交流、新技

术与新产品展示发布、政策发布与宣讲、技术与资本对接等内容，主题突出、内涵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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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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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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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地点：中国·东莞

建于：2000 年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家具大道 1 号

网址：www.gde.cc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共有 7 个大型展馆，可提

供 15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览面积和 8 万平方米的

室外展览面积，是亚洲最大的展馆之一。馆内有

大小 11 个会议室，最大的一个可容纳 2 千多人。

展览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以厚街为圆心，一小时

车程可达广州、深圳、珠海等重要城市。临近五

大国际机场、多个国际港口、铁路物流园和高铁

站，可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便利的交通和运输服务。

展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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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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摆设·照明

化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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