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预告

联系我们

主办机构： 承办机构：
上海展官方微信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2号楼10层（10021）

电话：86-010-8778 9083���������� 86-010-8778 9002

电邮：xujinli@cccla.org.cn��������� yangyue@cccla.org.cn�
传真：86-010-6770 5379����������� www.cccla.org.cn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国际商会中心1801、 1802、 1805室（18048）

电话：86-0755-3333 1166�����������传真：86-0755-3333 1168-888

电邮：info@reedhuabo.com������官网：www.reedhuabo.com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裕通路100号宝矿洲际商务中心42层（200070）

电话：86-021-2231 7218��������������传真：86-021-2231 7205

电邮：shanghai@reedhuabo.com

参观咨询：400-680-7088

销售投诉电话：0755-33989211

3月 北京

第41届中国·北京国际礼品、赠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

2020年3月20-22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4月 深圳

第28届中国（深圳）国际礼品、工艺品、钟表及家庭用品展览会

2020年4月25-28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6月 成都

第12届中国（成都）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暨2020文创旅游商品展

2020年6月18-20日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7月 上海

第9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

2020年7月23-2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0上海国际礼品及促销品展览会

2020年7月23-2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8月 北京

第42届中国·北京国际礼品、赠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

2020年8月13-15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专注于中高端家居

装饰及商务礼品渠道

第九届上海国际
尚 品 家 居 及 室
内 装 饰 展 览 会

thThe 9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uxury Living and Interior

Furnishing Exhibition

2020年7月23-2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1、N2馆

招展函
Invitation



专注于中高端家居、装饰及商务礼品渠道

主办机构： 承办机构：

时间：

2020.7.23-25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1、N2馆

展会面积：

225,000m

展位数：

1,200

买家人数：

38,000

第九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

展会定位：

专注于中高端家居用品、家饰用品及商务礼品渠道

汇集广受国际认同的中国龙头生产型、设计与创新能力突出的卓越企业

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品质产品，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品质生活需要



展品分类
xhibitsE

陶瓷餐具  玻璃水晶  五金器皿  锅具  烹饪用具  烘焙用品  烧烤用品  餐具

酒具水具  咖啡具  保鲜盒  茶具  保温杯  酒店用品及饰品等

厨房及餐桌用品

清洁用品  收纳储藏  风格家具  浴室用品  箱包皮具  雨伞雨具  净化除味  保暖防护

健身运动  美容护理  户外休闲  整体家居等

家居休闲

装饰字画  香薰蜡烛  流水摆件  花瓶花艺  人造花卉  时尚钟表  灯饰  相框  镜子

节庆饰品  首饰盒  雕刻工艺  禅艺  铁艺木艺  装饰挂毯刺绣  设计师作品等

家装软饰

床上用品  抱枕靠枕  沙发垫套  椅垫  毛巾  地毯地垫  窗帘  乳胶用品  服装与配饰等

家纺布艺

智能家居控制设备  智能楼宇  智能家具  智能锁  智能安防  智能窗帘  智能马桶

智能垃圾桶  智能晾衣架  智能路由器  智能扫地机  智能机器人  智能血压计

智能音箱  智能开关插座  智能灯具  智能穿戴  智能家电  智能按摩器  无人机

体感车  空气净化器  家居清洁电器  个人保健小电器  厨房电器等

智能家居 

知名参展企业
ell-known ExhibitorsW

智能睡眠产品  改善睡眠产品  监测睡眠产品

健康睡眠



展商评价

赵冬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区域经理

我们是做西式电器，已经参展3次，去年销售额为90亿，这次展会效果

挺好，名片都发完了；开始我们以为都是江浙沪一带的买家，现在发现

也有很多华南华北的买家，银行积分客户较多。

彭泳权 广东潮州市泳升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展了，我们是通过潮州政府组团过来的。这次展会的

效果还不错，人流量还可以，接触到一些批发商、终端客户比较多，客

户专业度比较高。展会一年比一年好，下一届还会继续来参展。

买家评价

展会数据Exhibition Analysis

拓展新的客户

和销售线索 

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行业地位 

发展新的经销商、

代理商及合作伙伴 

了解最新行业趋势、

政策及市场信息 

签单/交易 

参展目的的达成率

汇聚优质供应商 汇聚优质买家

85% 83% 83% 80% 80%

展商满意度

非常满意 18%

比较满意 32%

还算满意 41%

91%的展商对参展效果满意    展商表示下届继续参展91%

下届继续参展

非常可能 16%

比较可能 29%

可能 46%

百货商超、家居卖场、零售商 20%

代理商、分销商、批发商 19%

公司采购及终端客户 9%

电商 10%

广告、礼品公司 8%

室内设计公司/装饰装潢 5%

专业买家主要构成 专业买家地区主要分布

40%

18%

专业买家最感兴趣的五类产品

11%

5%

山东

4%

家纺布艺及

卧室用品

17%
餐厨用品

15%
时尚家饰及摆件

13%
智能家居

11%
家居创意产品

10%

章维 东榆家居（上海）有限公司 商品经理

我们每届展会都会过来找供应商，这里的供应商比较优质，在行业来说

排名至少是前五，平时也会收到定期的新品发布。这次来展会的目的主

要是行业交流，来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趋势。

Burhanuddin Unwala  SAIF AL BURHAN TRADERS LLC  副总裁

我来自迪拜，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展会，我们是做家居装饰的，想找一

些厨房用品、装饰品。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优质的产品，而且两个展会

同时举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总的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观展体验，

希望这个展会能再扩大规模。



同期活动A ctivities

探究国瓷经营之道

卓艺、斯达高、永丰源等陶瓷龙头企业，

教你如何经营国瓷品牌，开拓销售渠道。

教你如何打造爆款产品

洛可可分享产品设计经典案例，剖析爆款

产品设计全过程。

展会亮点H ighlights
特色展区F eatures Galleries

中国产业龙头

买进口的不如买出口的，高品质中国

        制造畅销海外。居元素、凌丰、

              梵卡莎、万事泰、木森、新

              西亚等一大批家居用品及装

              饰品的行业龙头生产型企业

              都在这里。

潮州特色陶瓷

中国知名瓷都的潮州组团参展，

古韵古风地为大家呈现中国陶

瓷的最强制造实力。

中高端商务礼品

依托励展华博强势礼品渠道

资源，优选数万精品，为

你打开商务礼赠新思路。

智能产品体验区

最新智能产品、潮流数码产品、

黑科技产品都在这里，现场感受

全新智能生活体验。

中式特色礼品专区

汇集各色中式礼品、中国风产品，

为你提供商务礼品、节庆礼品新

思路。

家·生活展区

全方位打造家居生活样

板间，切身体验家居产

品在不同家居场景中的

应用。



全方位买家推广
arketing PromotionsM

全方位强势推广，吸引华东专业买家

新国际17馆全开，优势资源共享

第9届上海尚品家居装饰展、2020年上海礼品展、第114届百货会，三展同期，新国际17馆

全开，励展强势整合，优势资源共享，让您的参展质量最大化。

N1
N2

一对一买家邀请 精准买家配对服务

华东专业市场走访

华东相关展会走访

线上媒体广告投放

拓展精品门店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地铁7号线 – 花木路站下车，1#出口，步行约5分钟到达；

地铁2号线 – 龙阳路站下车，步行约10分钟到达；

距浦东国际机场35公里，西距虹桥国际机场32公里。

N3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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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办方发布的最新展位图为准

励展华博展览 ( 深圳 )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爱华

电话：0755-3398 9220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联系人：徐金丽

电话：010-8778 9083

联系人：杨玥

电话：010-8778 9002

��联�C ontact

家装软饰        厨房及餐桌用品        智能家居N1馆产品类别：

家居休闲        厨房及餐桌用品        健康睡眠        家纺布艺N2馆产品类别：



13 14

2020 23-25 九（标识★为必填项）

研发/设计

★

★

★

★

★

★

★

★

★

★

★

★

★

★

□智能家居

□整体家居及风格家具

□家居创意及设计师产品

□陶瓷

□厨房及餐桌用品

□家居储藏及收纳

□箱包皮具 

□床上用品

□家纺布艺

□浴室用品

□健身及美容护理

□装饰字画及挂饰

□时尚家饰及摆件

□玻璃及水晶制品

□茶具杯壶

□照明灯饰

□节庆饰品

□户外休闲

□其他

展品内容

（中文内容不超过20字）

（中文） 

（英文）

★

（主办单位填写）

2每个9m 标准展位配置包括：展位三面围板、层架9块、桌子1张、椅子2把、射灯2盏、纸篓1个、电源插

座1个、展位内地毯、公司名称楣板。

展区：    A区  标准展位¥15,500元/个                           光地¥1,550元/平方米      

              B区  标准展位¥14,500元/个                          光地¥1,450元/平方米
2

               双开口展位：另加¥800元/个                        （* 光地36m 起租）

N1馆 N2馆 展位号

参展须知（主办方保留最终解释权）

1. 请提供准确、完整的信息，否则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励展华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所提供的信息将用于本次展会和其他励展华博公司认为合适的其他用途。

3. 展期内禁止零售，以保证展览秩序及维持贸易展会的专业性。

4. 严禁私拼、转让展位，一经发现将永久取消其展位申请资格，并拒绝其参加励展华博公司在各地举办的展览会。

5. 对于展会现场摆放的产品类别与申请表上所填内容不相符的企业，励展华博公司将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6. 对于违反以上参展须知的企业，励展华博公司有权请其离开及查封其展位。

7.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存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商标权、版权、设计、名称，以及已

    注册或尚未注册的专利权。

8. 为保证展会整体形象，主办方保留调整部分展位位置的权力。

★

参展流程：①传真申请表及营业执照——②编号排队——③挑选展位——④付款——⑤主办发出“参展确认书”确认参展资格

Part 4    第四部分

Part 5    第五部分

Part 3    第三部分

Part 2    第二部分

Part 1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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