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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0-12.12 迪拜世贸中心

2017年12月10日，中国（阿联酋）贸易博览会、中国（阿联酋）服务贸易博览会、中国文化创
意和设计“一带一路”巡回展在迪拜世贸中心如期举行。展出面积达到44,000平米，共有来自浙
江、河北、上海、山东、福建、江苏等15个省市1,050家参展企业，2,200个展位。展览规模较
去年增长了46.7%。展会共吸引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约旦、巴林、科威特、黎巴嫩各国专业
观众约14,125人前来参观、洽谈和采购，同比增长28.4%。本届展会专业贸易配对约381场。在
线配对3373场。据不完全统计，现场成交金额约205.93万美元；意向成交金额258.51万美元。

展会面积：
约4,4000平方米

展会时间：
2017年12月10日-12日

展会地点：
迪拜世贸中心

参展企业数：
1050家

展会受到中阿政商界高度关注

迪拜展--向来都是米奥兰特的年度盛典，其展商和买家数量、展会面积、服务质量每一年都有新的突破。每一
年的迪拜展，已经成为了展商们最期待的一次宴会！

中阿各界领导出席了本届展会开幕式并致辞，祝贺
展会顺利举办，期待中印两国有更多的贸易往来。

迪拜工商会主席：H.E Al Majid Saif Al Ghurair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馆总领事：李凌冰
杭州市商委主任：刘晓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
经济商务室商务参赞：金磊
宁波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主任：张文虎
中国驻海湾代表处首席代表：周光曜
河北省商务厅会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李冠杰

国内外众多领导参观了现场多家企业。
多家媒体关注迪拜展并进行了报导。

2017年中国（阿联酋）贸 易 博 览 会
2017年中国（阿联酋）服务贸易博览会
2017年中国文化创意和设计“一带一路”巡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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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

展会现场

电力展区：电线、开关、逆变器、电度表、
蓄电池、导线等

建材展区：门、窗户、墙纸、油漆、浴室
器材、瓷砖、地毯等

五金工具展区：螺栓、螺丝、塑料防水篷布、
钻头、劳保鞋、安全手套、压缩机等

家居展区：玩具、杯子、收纳盒、垃圾桶、
餐盘、刀叉、相框、宠物床、肥皂盘、台灯

灯具展区：LED灯、平板灯、照明配件、聚光
灯等

纺织服装展区：女包、男包、T恤、衬衫、鞋
子、丝巾、帽子、毛衣等

家具展区：椅子、桌子、书架、柜子、床、蹦
床、床垫、商业用伞等

家电展区：点钞机、咖啡机、烤箱、洗衣机、
手机配件、空调、平板、电视机等

迪拜Homelife品牌展已经成为中东地区令人关注的中国品牌营销平台，不但吸引了海湾各国的
商人，更吸引了中东王室、政要慕名而来。展会第二天Sharjah沙迦王室的王后莅临展会参观并选
购，优质的中国产品让王后爱不释手，表示中国商品展已经成为阿联酋知名的展会，她将鼓励更多
的阿联酋企业家参与我们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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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勤实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运动服

企业做运动服装为主，首次与米奥兰特合作。劳总非常认可米奥
兰特的办展新模式以及“一带一路”市场的布局，谈话间说与米
奥联系有1年多了，但由于各种因素最后没去。之前也经常参加
政府类展会，今年第一次尝试参加米奥兰特的迪拜展，展会才刚
开始半天，劳总已经接待了近10个专业买家并进行详细沟通洽
谈，其中有3家高意向客户。劳总表示：米奥兰特借助政府的优
势，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加之O2O全新展会模式及专
业运营服务将超越众多其他展会公司，同时将来也希望米奥兰特
发展的越来越好！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产品：鞋

上海回力是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

参加迪拜展会已经是第二届了，这次在展会现场通过我们网展贸
对接到一家做得很大的采购商（shose market），拉了客户去
他们公司去谈细节，老板告之跟着米奥出展还是会有钱赚的，也
明白开发市场是要持续性。

杭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
产品：弯管机

迪拜现场的买家质量很高，基本上来到摊位上的都是采购商，并
且有部分还是竞争对手的买家。杭州德工对米奥的展会和模式非
常认可，目前在迪拜展会上沟通了超过20个意向买家，需要回
国后慢慢跟进。

展会第三天，杭州德工通过米奥兰特O2O“网展贸”APP客户
端上现场推荐的买家，买家如约到摊位上了。现场签订了明年的
展位，希望2018年迪拜展会有好位置。

苏州绝设婚纱礼服有限公司
产品：婚纱礼服

第二次参加迪拜展会，因2016年迪拜展会效果显著，2017年的
展位面积较去年扩大一倍。展会首日两位买家表示和绝设约好了
10:30的会议，主办方将买家引导至展位上，进行详细的沟通。
苏州绝设表示，米奥兰特O2O平台功能相当强大，省略了很多
复杂的沟通，直击买家，提高了参展效率。
2017年迪拜展会绝设婚纱的展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1、制作了大量邀请函邮寄给了海外客户；
2、米奥兰特O2O APP买家邀约也是相当充分；
3、同时还提供给组委会近80家买家清单，由米奥海外
callcenter进行逐个邀约。
展会首日，已经接待近20位邀约买家，此次展会收获满满。

展商说



4

买家阵容
据现场统计，共吸引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约旦、巴林、科威特、黎巴嫩、也门及阿曼各国等的专业观
众约14,125人，付费大买家（Hosted buyer）1834人前来参观、洽谈和采购，买家数量较去年同期
增加近28.4%。本届展会专业贸易配对约381场。在线配对3373场。据不完全统计，现场成交金额约
2,059,291美元；意向成交金额25,851,103美元。

2017年部分参展大买家

Abanos Furniture Industries & Decoration LLC

ALMUTLAQ FURNITURE

ROYAL FURNITURE

RAK Ceramics

DUBAI CERAMICS

Al Furqan

Papyrus Stationery L.L.C

Housetex Company Ltd.

Remal Al Sahra Furniture Industries

Kalima Curtain Co. L. L. C

14,125  

11,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17

2016

近两年迪拜展会现场买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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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宛家居

通过“O2O”APP找到了迪拜当地最大的超市零售商，并且和对方介
绍了我们的供应链服务。买家表示通过使用我们“O2O”APP找到了
核心供应商，这次还一起带南非采购商到现场一起。为什么买家选择
中宛？正是因为她们在迪拜当地有使用我们的海外供应链服务，能快
速看样达成合作。希望在南非也有这样的配套服务！

买家与展商360°无死角对接
2017年迪拜展会现场，众多买家自己提前打印好预约单，直接“冲”
到展位找预约的供应商洽谈。同时，展前展商下载“网展贸”APP后，
及时获取买家入场信息，时刻关注买家动态，确保能更顺利的与买家
接洽，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和买家沟通，邀约展会现场见面，进一步洽
谈，买家在展会期间也准时到达展会现场，与预约展商洽谈。
迪拜展会现场，为了保证展商及时解决“网展贸”模式使用过程中的
疑问，米奥兰特在设置了培训专区，为展商提供“网展贸”培训，及
时为展商答疑解惑。

网展贸 之 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服务   两优一创 

O2O案例精选

广州跃炜贸易有限公司
倪跃金  General Manager

米奥兰特的“网展贸”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外贸模式，能够让我们直接
面对采购商，即时得到客户的反馈信息。同时，米拓供应链是今后未
来贸易的趋势，可以节约仓储成本，共享空间模式降低现有成本。通
过O2O APP有提前预约了近20家采购商，迪拜展会现场基本都来到了
展位上洽谈。米奥兰特的新模式让工厂更容易迈出出口的第一步，对
接“一带一路”市场。展会期间去参观了米拓供应链的迪拜仓库，非
常正规，先进，空间大，我们期待后续更多的合作！

“网展贸”展商说

O2O-米奥新利器，展会神助攻

√ 优化采购商采购流程，加快加速采购周期
√ 优化外贸供应流程，快速有效建立客户信任
√ 创建中国制造商和境外渠道买家的供应链，促进外贸转型

真正做到外贸闭环

米奥兰特设在迪拜的中国商品（中东）LCD分拨中心
迎来了迪拜Homelife的中国展商，45,000平的五层立体库商品上架整
齐，恒温及恒温恒湿给仓储商品最好的保存环境。
配合米拓供应链管理服务，和米奥兰特会展、247APP形成的网展贸服
务平台，为新时代中国外贸打造全新的全球市场拓展解决方案。

展商进行米奥兰特海外供应链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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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配对
展会现场明星增值服务-Matchmaking贸易配对
为展商和买家提供一个舒适、便捷、交流无障碍的区域，以帮助展商实现展前精准匹配买家，展中

一对一无障碍洽谈。帮助大买家与现场到访第一时间找到匹配供应商。

双方通过APP确认贸易配对3373场，本届迪拜展会现场贸易配对场数共381场。

展前定
向邀约

与精准
买家

“一对一”高效交谈

您将在
Matchmaking

享受到的
服务

小语种
翻译 

优雅舒适
的环境

381 

338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2017

2016

近两年迪拜展会现场贸易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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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纸媒

媒体报道-网络媒体

媒体报道-户外广告



土耳其

埃及
印度

迪拜

肯尼亚

尼日利亚

波兰

巴西

墨西哥

南非

哈萨克斯坦

约旦
伊朗

2018.5.31-6.2

2018.6.6-6.8

2018.6.12-6.14
2018.9.5-9.7

2018.9.11-9.13

2018.9.16-9.18

2018.9.20-8.22

2018.9.26-9.28

2018.12.4-12.6

2018.12.5-12.7

2018.12.11-12.13
2018.12.17-12.19

2018.12.22-12.24

SEE YOU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