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chinahomelife.com.pl     www.chinamachinex.com.pl

2017年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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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6-6.8
华沙国际展览中心

第六届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于2017年6月6日在华沙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开幕。本届展会入驻
波兰面积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展览中心-华沙国际展览中心，展会面积达到25000平方米。
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波兰当地及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近13848位专业
买家。展会现场成交额达1080万美元，比上届增长17%；意向成交额4100万美元，比上届增长
22%；累计成交额5180万美元，比上届增长21%；现场贸易配对377场次，比上届增长26%。

2017第六届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

展会面积：
约25000平方米

展会时间：
2017年6月6日-8日

展会地点：
华沙国际展览中心

参展企业数：
680家

首日开幕式盛况
欧洲议会副主席理查德-切内茨基先生、马佐夫舍省省长亚当-斯储兹克先生等参加开幕式并致辞，表示中国和波兰
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合作，马佐夫舍省目前已与中国山东省和河北省签署合作协议，接下来将和中国湖南省签订合作
协议 ，并都对展会表示了高度肯定。2017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是中东欧最大规模的展会。从2018年起，波兰
将开启与中国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希望能和中国建立更为坚实的经济合作、政治合作桥梁；经贸合作方面，中波
经贸交流将会更为密切与互信。

出席开幕式嘉宾：
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
欧洲议会副主席： 理查德·切内茨基
马佐夫舍省省长：亚当·斯储兹克
波兰市长代表：约安娜·提名斯卡
华沙商会主席 : 马欣·扎莫斯基
波兰议会农业发展委员会主席：萨哈依科·嘉热斯罗
杭州市商务委主任：刘晓明
中国驻波兰商务参赞： 刘丽娟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朱军
山东省商务厅代表： 臧耀刚
广东省商务厅代表： 陈旭暖
PTAK展览中心总经理：托马斯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董事长： 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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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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展区：果冻、饼干、布丁、糖果、葵花
籽、葡萄干、坚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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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展区：激光机、电机、马达、轴承、割草
机、包装机、熔渣机、干燥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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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摩配展区：铝踌产品、齿轮、卷边
机、保险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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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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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纺织服装
河南康菲特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童装，这次参加了土波墨三国联展，第一天已经和两个经销
商进行了洽谈，对展会效果很满意，正考虑参加今年的南非和迪拜展，
争取尽早定下来。

行业：家具
安徽戴家工艺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吊椅，开展第一天就爆满，现场样品早早就被预订完，并在
展间获得了“欧洲优品奖”这一殊荣，对展会效果非常认可，有参加下
半年展会的意向。

行业：灯具
广东顺德高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LED灯，是米奥兰特的长期合作客户，波兰展第一天买家流
量大，对展会效果很满意，后续会继续保持与米奥兰特的合作。

行业：建材
寿光市鹏元经贸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板材，展会与12个意向买家和4-5个高意向买家进行了洽
谈，产品在波兰当地非常受欢迎，期待和米奥兰特有更多的合作。

行业：家电
中山市金臣电器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家用电器，展会刚开始就陆续有买家来咨询，大概会和7-8
家优质买家进行深度合作，对展会效果非常满意，回国后考虑续订米奥
兰特其他国家的展会。

行业：食品
南通利泰健龙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果冻，这次波兰展会效果很好，波兰市场不错，可以打开中
东欧整个市场。预计参加下半年米奥兰特的迪拜展。

展商案例



4

行业：家居礼品
广州琦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玩具礼品，这次展会摊位虽然小，但是效果非常好，波兰及
其周边国家市场非常大，希望后续墨西哥展也能有像波兰展的好效果。

行业：五金工具
文登奥文电机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电动机、电动工具，认可米奥兰特的政府和商协资源，波兰
展现场效果非常好，现场便续订了2017年的约旦和巴西展。

行业：机械
山东清田塑工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为土工膜，展会现场的买家很专业，询盘的买家很多，开展不
久就接待了10个高意向的买家，下半年会继续与米奥兰特合作。

行业：汽摩配
南昌佰世特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汽摩配件，波兰展3个已经在合作的买家去了现场，并去
买家工厂进行了拜访，波兰的市场和产品都是对口的，2018年会参加
墨西哥展。

行业：电力能源
长兴天宏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太阳能电板，展会第一天名片和宣传册就已全部发完，对展
会效果和247在线平台很满意，下半年会参加米奥兰特的巴西展会。

行业：机械
淄博德沃金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是“搪瓷反应罐”设备，是米奥兰特的长期合作客户。公司非
常认可米奥兰特组织的展会，为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帮助，无论是政策方
面还是展会效果，都帮助他们在“一带一路”外贸上指明了方向。

展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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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阵容
据统计，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波兰当地及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13848名专业买家参展，
比上届增长9%。

2017年部分参展大买家
Company AB S.A.

KLER

Armor Lubricants

Pomorskie Centrum Meblowe

Wielkopolska Giełda Odzieżowa Sp. z o.o.

Andarex A. Mosiejczuk, D.Nazarczuk Sp.j.

ALMAR

BETA PLUS

BISBUT M PASTERAK SPÓŁKA JAWNA

CATERINA

Comintel Piotr Babiak

FH KRIS Hurtownia BHP

FHU Twoje Okno

LOGO JACYGRAD ZAWADZKI SPÓŁKA JAWNA

MALINA SP.J.

MALINA SP.J.

MARO producent pościeli

MISTRAL MH SP Z O O

NICI ITD

PPUH Firany Janczewski

TELZAS

Irys

KPS Sp. z o.o.

ORNO-LOGISTIC Sp. z o.o.

P.P.H.U. "STEVEN"

AKSTOL

Bol Ann Sp. j.

"Gawliś" Firma Remontowo-Budowlana

HYDROSERWIS

KAMAR

13848  

12628  

12000 12500 13000 13500 14000

2017

2016

近两年波兰展买家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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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邦克日用品有限公司
通过247在线平台预约了一家当地大型商超，并与其在展会现场进行贸易配对，采购商对公
司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对展会效果非常满意，非常看好247在线平台，展会现场续订了
2017年约旦和巴西展会。

深圳市锐爱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247在线平台邀请了波兰当地电脑配件经销商现场洽谈，展会第三天经销商来到公司摊
位进行洽谈，表示非常喜欢他们产品。本来这次参展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但没想到在展
会现场效果很好，对米奥兰特247在线平台线上预约买家的模式非常感兴趣，这让参展现场
很有底气，很期待墨西哥展的收获。

247在线平台上，关于波兰展的流量1923843人，在线询盘
总数达4901场；由247平台预约，后续现场成功洽谈的有
566场。

展会现场米奥兰特首席运营官Binu向马佐舍夫省省长亚当·
斯储兹克先生和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先生等一行介绍247在
线平台，对247在线平台给予肯定，表示米奥兰特O2O模式
走在了展会界的前列。

247在线部门经理许蓓向山东省商务厅代表臧耀刚先生和广
东省商务厅代表陈旭暖等一行介绍247在线平台，247在线
平台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为中国外贸企业在开拓一带一路市
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米奥会展致力于帮助外贸企业高效获取商机，利用O2O模式，提升参展效果。买家利用247在线平台找到感兴趣的产
品和对应的展商，并与展商预约进行深入洽谈，展中展商提供适合买家的产品样品，买家看样下单，提高买家和展商
参展效率；247在线平台与线下展会结合打造全新O2O模式，驱动外贸交流，让参展效益最大化。

247在线平台助力打造全新O2O模式

案例精选

KOCIN STARY COMPANY 
Aleksandra Bawor

主要采购汽摩配产品，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汽摩配产品，

非常喜欢采购到的产品，样式新颖，物美价廉，对这次

展会非常满意。

LION TEXTILE COMPANY 
Cezary Godlewski

主要采购纺织服装类产品，展会中的纺织服装类展商非常

多，展会组织非常有序。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波兰展，觉

得展会非常好。

买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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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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波兰展会贸易配对场数377场，比上届增长26%。

展前定
向邀约

与精准
买家

“一对一”高效交谈

您将在
Matchmaking

上享受到的
服务

小语种
翻译 

优雅舒适
的环境

299  

377  

0 100 200 300 400

2016

2017

波兰展近两年贸易配对场数情况 

458名资深买家通过O2O平台提前预约现场贸易配对，中东欧资深采购商LPP S.A., AB S.A., POLOmarket sp. z o.o. 
, 9design, TOPMET light, ELPROD等均通过O2O平台在展前达成洽谈意向，并到会与供应商进行深入洽谈。
LPP连续两天来到波兰展会现场，展前预约了37场贸易配对，现场又临时增加了30多场，在现场为更多的展商争取
了更多的机会。

部分历届参与贸易配对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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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欧洲优品奖”颁奖典礼在华沙具有112年历史的
Warszawaski Dom Technika举行。马佐夫舍省省长
亚当·斯储兹克先生、华沙商会主席马欣·扎莫斯基先
生、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朱军先生、米奥兰特国际会
展董事长潘建军先生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企业颁
奖。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苏州绝设婚纱礼服有限公
司 、佛山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戴家工艺有
限公司、山东邦克日用品有限公司等12家获得“欧
洲优品奖”这一殊荣。

“欧洲优品奖”不只是波兰的认可，更是整个欧洲大
陆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品质认可。该奖项助力于中
国外贸企业塑造品牌形象，推动企业中东欧市场的开
拓，更提升了中东欧买家现场的采购信心。

中东欧经济论坛是16+1框架下的中东欧重要合作论坛。波兰国家发展部秘书长Jerzy Kwieciński先生和马佐维亚省

副省长Wiesław Raboszuk致开幕辞，黎巴嫩，罗马尼亚，乌克兰及美国的商会代表出席开幕式。

在中东欧经济论坛中，参会人员就三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为：

   以自治为经济发展基础的中央、区域及地方行政性合作

   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合作项目：16+1的未来

   如何克服最常见的文化误解

在会议最后，中东欧自治联盟与美洲-拉丁美洲自治联盟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16+1”合作简要说明
在“一带一路”沿线所及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东欧占16个。在“一带一路”正式提出的前一年，中国与这16个

国家的合作机制（即“16+1”合作）开始形成。“16+1合作”涉及经贸、投资、基础设施、金融、旅游、教育、农

业、人文和地方合作等诸多领域。同中欧合作大局同步并举，致力于实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和欧盟三方共赢，走出了

一条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务实合作新模式。

中东欧经济论坛

“欧洲优品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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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展会同期，“如何与中国企业合作”主题论坛顺利举行，吸引众多专业买家前来参会。此次论坛帮助参会买家解答

了在与中国企业合作中遇到的一些文化差异、习惯差异等，为买家提供与中国企业开展贸易交流与业务时的政策、

交通、税收等方面的商务信息。

欧洲议会以官方名义参与2017年波兰展，欧洲议会副主席理查德·切内茨基先生出席2017年波兰展开幕式并致辞。波

兰展是欧洲议会官方支持的第一个中国展会。

欧洲议会副主席理查德·切内茨基先生这样评价：波兰展是中国与中东欧16国最重要的贸易交流平台，因此欧洲议会

决定以官方名义参与本次展会，希望中国与波兰以及其它中东欧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亚当·斯储兹克先生（马

佐夫舍省省长）更是希望波兰展成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贸易交流平台。

波兰展获得欧洲议会的高度认可

“如何与中国企业合作”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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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线上

部分媒体列表

媒体报道-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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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电视媒体

媒体报道-社交媒体

媒体报道-纸媒

波兰当地电台RDC在展会现场进行实时转播。
为更多的波兰买家播报波兰展讯息，扩大展会影响力，更利于“中国制造”更好的
走进中东欧市场，增加中东欧买家的采购信息。
RDC电台1994年成立，历史悠久，通过现场转播，为华沙和马佐夫舍人民提供可
靠并及时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