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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
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
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
辐射能力强，是进入欧盟市场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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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与其周边的中
东以及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又有宗教文化上的一致性。
土耳其与大部分邻国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进入土耳其
市场就等于进入多个国家的市场。

据了解，我国出口到土耳其的商品品类中，主要以机电
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化工产品、家具
玩具、塑料橡胶等为主。其它还有光学、钟表、医疗设
备、运输设备、陶瓷、玻璃、鞋靴、伞等轻功产品，纤
维索浆、纸张，纤维索浆、纸张，皮革  制品、箱包，
贵金属及制品，植物产品等

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土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77亿美元。

其中土耳其对中国出口23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6%；自中国进口254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3.0%

2013年至今，中国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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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6.3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2017年中国（土耳其）博览会于6月1日-3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本届展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杭州市商务委员会和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承办。展出面积达到10600平方米，展位数今年增加
至600个，比去年增长39%，展会观众累计近12000人次，贸易配对近418场，现场成交额达
2200万美元！
土耳其展目前已成为欧亚地区中国自办的、规模最大的自有品牌展会，其对杭州外贸的推动作用
日益显现。2016年杭州对土耳其出口6.19亿美元，同比增长4.34%，出口增幅高于全市出口平
均增幅。

2017年中国（土耳其）贸易博览会

展会面积：
约10600平方米

到展买家：
12000位

展会地点：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参展企业数：
300家



中外双方重要领导人出席：
开塞利商会秘书长 : 塞拉尔·哈斯那撒希

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 : 穆拉特·赫西尔马斯

开塞利商会主席 : 穆罕穆德

杭州市商务委主任 : 刘晓明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经商处商务参赞 : 黄松峰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 潘建军董事长

土耳其当地时间2017年6月1日上午10点
整，第四届中国（土耳其）贸易博览会在
伊斯坦布尔世贸中心正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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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商务委主任刘晓明先生首位发言：“目前，土耳其已经

成为杭州企业出口重要国家，超过1000家杭州企业在土耳其

发展，促进了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经商处商务参赞黄松峰发言表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土耳其提出的中间廊政策相契合，有利

两国双边贸易发展。”

杭州市商务委主任刘晓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经商处商

务参赞黄松峰、开塞利商会秘书长 塞拉尔·哈斯那撒希等领导人

进行巡馆，米奥兰特国际会展董事长潘建军先生向其介绍此次

土耳其展的规模、展区的划分及特装展位。

开塞利商会秘书长塞拉尔·哈斯那撒希作为土方代表发言：“中

国是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土双边贸易企稳回升，

其中中国（土耳其）贸易博览会的贡献不可或缺；土耳其十分

欢迎中国企业的到来，祝愿展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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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

现场照片

电力展区：熔丝开关，低压保险丝，单晶
硅棒,硅片,电池模块，接线端子，太阳能充
电控制器，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街灯，
电缆，铅酸蓄电池等……

建材展区：浴室柜，按摩浴缸，淋浴房，
PVC管道，地毯，密度板，胶合板，钢结
构建筑，钢板，刨花板，瓷砖，PVC板材
，地垫，汽车垫等等……

食品展区：葵花子，南瓜子，西瓜子，花生米
，八角，干姜，姜，蜂蜜，番茄酱，蔬菜罐头
，肉罐头，速溶咖啡等……

五金工具展区：螺丝钉，手动工具，切割片
，砂轮，劳保用品，轴承，铰链等……

机械展区：注塑机，贴标机，起重机，模具，
夹轨器，输送设备，食品机，粉碎机等……

家居展区：抹布，清洁布，包装盒，锅，烤
盘，笔，塑料工艺品，烟花等……

汽摩配展区：汽车引擎，刹车片，
零配件等……

灯具展区：LED面板灯，手电筒，防爆灯，筒
灯，台灯，照明控制系统，节能灯，感应灯等

纺织服装展区：提花面料，氨纶布，天鹅绒，
针织面料，丝绸面料，棉布，经纱编织布料，
纱线，涤纶印花面料，亚麻面料，PU / PVC皮
革，制服，衬衫，裤子，外套，裙子，围巾…

家具展区：桌椅、商用阳伞、沙发、床、床垫
、帐篷等

家电展区：洗衣机及配件，自动售货机，搅拌
机，榨汁机，冰淇淋机，电水壶，电视，音响
，DVD机，风扇，制冷设备，饮水机，冰箱及
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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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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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来源
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土耳其、伊拉
克、伊朗、黎巴嫩、乌克兰等多个
国家的专业买家12000 位，现
场成交额达2200万美金。

2017年部分参展大买家

Alkaled Lighting Systems

Tmag tekno makina

Na-Me Ind. & Trade Co.

Feu Light

Fusion Wholesale

IST Safety Co., Ltd.

Polat Medical Textile

Sonay Textiles

Marke Elektronik Ltd.

Teknim Electronics Industry&Trade Corp.

Teknogea Istanbul

Polimek Elektronics Co., Ltd.

Sera Cosmetics Inc

AkayPlastikLtd

CasalineHousehold Products

Vega Trading Ltd.Co.

Epas Horeca Furniture

Murat Plastic Co., Ltd.

Alkor Aluminium

ORGANIK ADHESIVES 

YesilyaylaCutlery Tools Co. PIRGE

ASRIN PLASTIK VE KALIP AS

MeksanCutting Ind. Ltd. Co

AYDOSA MAK. SAN. VE TIC. LTD.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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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邦克日用品有限公司
2016年参加了迪拜、印度两国联展。今年参加土耳其、波兰、墨西哥
三国联展，展位客户源源不断，收获颇多。崔总在展前参与了247数字
预展项目，展会之前就很认真地回复每一位买家询盘，约定买家现场看
样下单，所以效果很好。

浙江坚利工具有限公司
企业第一次参加我们米奥兰特的展会，现场效果真的不错超出了他们的
预期，企业主要生产多种电动工具，其中电钻很受土耳其客户喜欢，有
多个意向客户，其中一个现场跟签订了50万美金的订单。方总对次此次
参展买家特别满意，会继续参加我们的哈萨克等展会。

杭州添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第一次参加土耳其展会，该企业在展前通过247平台推广，已经有
103个询盘。展会第一天来接洽的买家络绎不绝，对于米奥兰特这项展
前推广服务表示非常满意。意愿跟随米奥兰特开发更多一带一路市场。

郎溪真海机械有限公司
展会首日现场效果出人意料，见到了几个意向程度比较高的客户，意向
成交额101万。第二天现场谈成12万美金的订单。企业负责人表示要跟
着米奥“一带一路”展会一直走下去！

双枪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的土耳其展会上双枪竹木火爆景象还历历在目，点燃了所有买
家的热情，产品大卖。2017年再一次来到土耳其参展，刚开始布展期
间就已经有国内参展商和土耳其当地工作人员看中了他们的产品。展会
首日展位不出所料挤爆，第一天就收到了3本厚厚的名片，第二天来着
土耳其当地和伊朗的大采购点名要和他们见面谈代理权。

江西瑞晶家饰有限公司
第一次参加土耳其展，展会效果超出想像，张总表示当地土耳其的客商
都很喜欢他们的产品，客人一波接一波，甚至有买家要把他们摊位所有
样品全部买下来。张总表示土耳其市场很不错，明年会继续来土耳其。

展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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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配对

买家说

展会现场五星好评明星活动-Matchmaking贸易配对
为展商和买家去洽谈提供一个舒适、便捷、无障碍交流的区域。帮助展商展前邀约精准匹配买家、

展中一对一洽谈；帮助现场到访买家及时匹配相应供应商。

本届展会贸易配对场数达418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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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GPAZ
President-Msc.FLUTURA XHABIJA

我来自阿尔巴尼亚，我有自己的公司，同时我也是阿尔巴尼

亚女企业家协会的主席。我不是第一次来伊斯坦布尔，因为

伊斯坦布尔有很多的展会，但是来中国展会还是第一次。这

里中国商人都是面料生产商，准备非常充分，会讲流利的英

语，通用语言很好，因为英语是通用语言。其次，他们善于

交谈、销售合理价格的产品。

Machin Abzar Choob Group
Managing Director-D.Nikouel Moghadam

公司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做电动工具和辊轧成形机械。公

司有60多人，之前一直和台湾的Lion公司合作，同样也参加

各大展会8年多了。去年，我们开始和中国内陆的公司合作，

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专业。而

且我们80%的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在展会上，我们谈了

两家公司，有一家是做电动工具的。



247在线平台
打造全新B2B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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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展商在247平台展示产品，同时也可主动联系247平台
推送的精准买家，而买家对兴趣的产品也可发起询盘或对供应
商发起线下贸易配对邀约。展中现场买家也可以通过247平台
搜索到供应商产品及摊位号，并根据信息找到供应商洽谈

247平台后台土耳其展会议邀约场次已超过400场

杭州添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灯具
今年第一次参加土耳其展会，该企业在展前通过247平台，已经有103个
询盘。展会第一天来接洽的买家络绎不绝，企业展前就能与买家沟通，
效果才会这么好。

浙江坚利工具有限公司
产品：电钻
与247在线平台预约的买家在展中见面，现场洽谈后接到了 50万美金的
订单。该公司负责人非常出乎意料的表示：“我参加展会这么多年，从
来没有在展会上现场接到过订单！Homelife真的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成功案例展示



海外推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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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



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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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