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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全球建材品牌博览会
地区

中东欧

欧亚

南非

中近东

南美

中亚

北非

中东

南亚

国家 

波兰 

土耳其 

南非 

约旦 

巴西 

哈萨克斯坦

埃及 

阿联酋 

印度

展会时间 

05.27-05.29 

06.03-06.06 

09.01-09.03 

09.07-09.10 

09.14-09.16

11.25-11.27

12.01-12.03 

12.08-12.10 

12.14-12.16

城市 

波兹南 

伊斯坦布尔 

约翰内斯堡 

安曼 

圣保罗 

阿拉木图 

开罗 

迪拜 

孟买

展会地点 

波兹南国际展览中心 

CNR 国际展览中心 

桑顿会议中心

安曼国际展览中心 

泛美国际展览中心 

阿达肯特展览中心 

开罗国际展览中心 

迪拜国际展览中心 

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日程

展品范围

【建材类】

厨房展区、衣柜展区、门窗展区、卫陶展区、地材展区、装饰材料展区、天花吊顶展区、石材展区、采暖通风展区、

壁纸墙布展区等

【建筑五金类】

装饰五金、家具五金、门窗五金、紧固件、管道连接件、建筑材料及配件等

2014 年展会精彩回顾

展会简介
CHINA HOMELIFE 全球建材品牌博览会努力拓展海外新兴市场，优化国际市场

布局，是米奥兰特在境外建立的民族展览品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全球建材品牌九国巡回展的

大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中国建材品牌产品，推介中国建材出口基地，并塑造中国建材出口

区域品牌，助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成为集区域产业招商引资、区域产业环境推介、

区域产业资本交流、区域产业技术交流、商品贸易、产品展示、国际项目合作、技术引进为一体

的平台。

01 02更多精彩，请至展会官网： www.chinahomelif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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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东欧 （波兰）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5 月 27 日 - 29 日       举办地点：波兹南‧波兹南国际展览中心

自 2004 年从波兰加入欧盟后带来了更稳定、更大的市场准入及财政援助。未来几年欧盟将为波兰注入 900 亿欧元，

改善其落后设施，这种繁荣又将增加了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据《全球建筑 2020》报告预测，未来的十年内，全球建筑市

场将以 4.9% 的速度增长，而东欧建筑业在 2010-2020 年间年均增长率预计为 6.7%，其中，波兰将成为建筑业增

长的主要阵地。

波兰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可同时辐射中欧、东欧、西欧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的发展使波兰在国际舞台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也使得波兰成为中国建材企业进入中东欧乃至整个欧盟地区的桥头堡。

2015 欧亚 （土耳其）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6 月 03 日 - 06 日       举办地点：伊斯坦布尔‧CNR 国际展览中心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新商业中心建筑数量下滑 43% 之际，土耳其新商场建造依然强劲。主要国际品牌对

土耳其零售业的投资在过去五年中保持 25% 的平均增长。该国议会通过向外国人放宽物业销售条例，取消外国公民

在该国置业的互惠原则，允许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 183 个国家的公民在土耳其购置房地产、建筑物和土地。2013 年

1-6 月，土耳其全国共销售 56.9 万套居住及商用房产，比去年同期增长 78%，为近年来新高。

国内市场需求的上涨推动了土耳其建材产品的进口需求。近年，土耳其建材进口，尤其是从亚洲进口比重不断增加。

2013 年，土耳其建材主要产品进口达到 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中国是土耳其最主要的建材进口来源国，中国

产品占到土耳其进口建材产品的约 32%，同比 2012 年增长 18%。另外，中国色釉料、耐火材料等建材也在土耳其

热销。

波兰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波兰    土耳其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2004-2013 年波兰建材产品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2013 年土耳其建材产品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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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01 日 - 03 日       举办地点：约翰内斯堡‧桑顿会议中心

南非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土木、扩建工程，为建材行业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建筑业市场每年衍

生出高达 90 亿美元的巨大商机，南非政府致力于将建筑行业打造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欲将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

比重提升至 25%。南非一众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机械加工工业的相对滞后和全面老化现象，建材产品的进口需求

旺盛。

我国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所以中国制造成为他们经济实惠的选择。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中国是南非十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制造的建材产品商家通过贸易协定，大刀阔斧的拓展容量巨大的非洲

市场。

2015 中近东 （约旦）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07 日 - 10 日       举办地点：安曼‧安曼国际展览中心

约旦作为一个政治中立国，有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大批富人与商人长期居住，并且与中东各国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关

系。5 万黎巴嫩商人长驻约旦，周边国家人口的大量涌入，带动了约旦房产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约旦是建材产品进

入伊拉克的重要通道，重建伊拉克将会出现至少 1000 亿美元的商机。同时，约旦每年建筑面积 500－600 万平方米，

建材大部分使用石材，很多建材产品都依赖进口。

中国约旦承包商协会会长称，随着约旦房地产市场的日益蓬勃发展，各类建筑材料有很大短缺。据往年伊拉克重建的

反馈：在数量供应和价格方面综合考量，他们更满意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波兰  |  土耳其    南非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约旦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2004-2013 年南非建材产品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2013 年约旦及周边地区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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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美 （巴西）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14 日 - 16 日       举办地点：圣保罗‧泛美国际展览中心

目前巴西建材市场的年销售额已达 300 亿雷亚尔（约合人民币 1147 亿元），发展潜力巨大。巴西国内房地产业蓬勃

发展，巴西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建设等很多方面的投资大增，2016 奥运会契机等将带动相关行业的需求大幅

增长，建材行业尤其会在这次机会中受益颇多。南非建材市场规模巨大，增长较快，并且对外依存度有上升趋势。

巴西进口量基本在总需求的 50% 左右，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数额相当可观，占当年总进口的 30% 左右。总体而言，巴

西市场对于中国建材企业有“潜力巨大、技术进步、政策支持”的机会，也有“制造成本增加、潜在竞争者增加、高端产

品缺乏竞争力、品牌弱势、开发设计能力薄弱、经济实力较弱”的挑战。因此，中国建材企业应该把握政策机遇、加大技

术研发、实施整合营销策略和品牌战略，形成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

2015 中亚 （哈萨克斯坦）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1 月 25 日 - 27 日       举办地点：阿拉木图‧阿达肯特展览中心

2014 年将实现工业创新发展“第一个 5 年计划”，建设 130 个投资总额 40 亿美元的工业项目。哈将继续实施公路、

铁路建设等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要综合发展创新产业集群、交通和能源建设。另外，哈获得 2017 年世博会举

办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世博园区的新建，需要大量的建材装饰产品。

近年来哈从中国进口的建材占其总进口的 30% 以上。建材零售价格非常高，例如卫生洁具、地砖等装修材料比中国

同类产品的价格平均高出 2 至 4 倍。因中国建材产品具有质优价廉的特点，非常符合哈萨克的市场需要，因此成为

哈国建材市场的首选。同时，哈国也希望并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在当地投资设厂。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巴西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哈萨克斯坦    埃及  |  迪拜  |  印度

2004-2013 年巴西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2013 年哈萨克斯坦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1009

2015 北非 （埃及）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01 日 -03 日       举办地点：开罗‧开罗国际展览中心 

埃及人口以平均每年 1.9％的速度稳步增长，住房需求不可避免的要同步升温，现在每年基本需要新增住房 25 万套。

为舒缓住房供求矛盾，埃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快若干郊区住房拓展计划的实施。埃及的房地产市场有望在

2014 年底和 2015 年逐渐恢复。埃及经济的复苏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影响，2014 年有望首先恢复，建材零售

供应将出现自 2011 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埃及人认为：来自中国的产品拥有相同或者更好的品质，但却便宜得不可思议。在埃及市场上，中国产品将与早期进

入市场的欧美品牌竞争，两者最大的差异是进入的时间早晚，所以缩短差距的最重要的手段就不应该再是时间。国内

企业普遍看好有着潜力巨大的发展空间的埃及建材市场。

2015 中东 （迪拜）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08 日 -10 日       举办地点：迪拜‧迪拜国际展览中心

迪拜是正在建设中的沙漠都市，再有十年，迪拜将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2014~2020 年迪拜市政建设包括

地铁、机场、世博场馆等将超过 100 亿美元，2014 有望突破 1000 万平米。阿联酋当地建材市场主要应对大型建筑

工程项目的需求，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目前建材产品的供应并不能满足阿联酋本地市场的需求，60% 的阿联酋建

筑项目都依靠建材进口。

中国是阿联酋建材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3 年，中国出口阿联酋的建材总额约 73 亿美元，占阿联酋建材总进口额

的 19% 左右 。迪拜是阿联酋建材市场的中心。阿联酋工业基础薄弱，国民存在重商轻工观念，把工业领域让给缺乏

社会基础和资金实力的外籍人士。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埃及   迪拜  |  印度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迪拜    印度

2004-2013 年埃及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2013 年阿联酋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2013 年度中国建材产品进口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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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亚 （印度）
建材品牌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16 日       举办地点：孟买‧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随着印度不断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在 2020 年左右“基建材料进口”方面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进口国。印度建

材及相关产品市场近年发展显著，从价格敏感型市场逐渐进入质量导向型时代，更切实的符合一个行业或者实际应

用需求。这种发展主要集中于园区建设、房地产及基础建设业等，对具有特殊功能的五金建材、高端设备提出新的要

求和需求。印度相关产品的进口商、分销商和经销商正在积极备货，以把握印度国家建设的机遇。

近几年，我国建材产业一直处于发展上升阶段，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建材产品出口，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出口

的国家和地区共达 215 个，而对印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 20%。

波兰  |  土耳其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印度

全球网络分布图全 球 建 材 品 牌 博 览 会

TURKEY土耳其

EGYPT 埃及

INDIA 印度

DUBAI 迪拜

JORDAN 约旦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POLAND波兰

BRAZIL巴西

MEXICO墨西哥

NIGERIA尼日利亚

南非共和国 SOUTH AFRICA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RUSSIA 俄罗斯

12

已拓展区域       计划拓展区域 

2004-2013 年印度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2013 年印度建材五金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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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展位

展位设计

海外推广

市场培训

贸易配对

境外协助

我们对优质展商提供更多的服务，帮助展商在出展时能够以更专业

的形象来吸引更多专业买家前来洽谈。

“有效买家”才是
展会的硬实力

通 过 VIP 资 格 审 核

的专业买家可享有住

宿、交通等多项服务，

进 一 步 确 保 大 宗 买

家、异地买家到会采

购，提升展商的现场

贸易成功几率。

  展会特色服务二       VIP 展商服务

  展会特色服务三       VIP 买家计划

  展会特色服务一       现场贸易配对
 

多语种翻译助力“现场贸易配对会”

展会引入现场贸易配对会的概念，旨在让展商和参观

买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展会现场身穿红色和黄色衣服

的翻译分别精通当地语种和英语等各国语言，帮助展

商和各国买家实现了零距离无障碍交流，保证了商谈

的进行。

 3  STEP
买家中心
审核采购商信息及采购意向

 5  STEP
展会现场
现场提供 3-5 家相匹配的采购商
一对一与中国展商进行贸易洽谈

 1  STEP
定制邮件
到达相关行业的采购商

 4  STEP
信息反馈
将相关展商主要产品目录反馈至采购商
确认现场配对安排

 2  STEP
呼叫中心
锁定意向采购商进行电话邀约 4 星级酒店 2 晚免费住宿

当地交通服务

VIP 专享休息区VIP 参观证

预先安排买家配对会 VIP 买家
尊享服务



  海外推广概况

>   短信推送 

    100,000+

>   海外呼叫中心 

    12,000+
    拨叫次数 

>   贸易集散地 

    现场推广 

    10,000+
    资料发送

>   邀请卡邮递 

    8,000 份 

>   新闻发布会 

    40+ 家
    主流媒体

呼叫中心

通过专业的行业数据库支持，国际呼叫中心每周为展会增加 6000

次外拨，每个月为展会带来超过 10000 人次的目标观众。

媒体杂志 

在 30 多家国际权威媒体上刊登展会相关报道与广告宣传页；

45 家主流网站在线媒体推广，超过 60 个页面。 

邮件营销 

观众邀约邮件发送，为适应当地及周边贸易商的语言需求，我们定

制了当地语言和英语双语的邮件。 

户外广告 

户外广告主要设置在当地最主要和最繁忙的街区，以便吸引与

展会主题相关的贸易商和批发商。 

 依托行业 深入地区 拓展海外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并不是常规意义的海外组展企业，我们是主办方。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具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国内会展行业

海外组展的领军企业。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带给中国企业独有的参展感受，海外展会的“中国

制造”的全方位推广，海外买家对中国产品的高度关注，全程贴心的

国人服务。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提供的服务不是简单的会务、签证服务，而是全方

位的一站式服务，最专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服务，最有效的买家拓展服

务，全球性的热门市场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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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奥兰特国际会展——致力于海外市场拓展的最佳实践者

 

企业愿景：造全球营销平台，塑民族展览品牌。

公司使命：让中国企业、产业、品牌走出去之路更宽广、更便捷、更高效！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 （股票代码：831822） 成立于 1994 年，米奥兰特在北京、上海、杭州、嘉兴等地设立分公司，员工总数达到 500 人，是从事

国际服务贸易业务的专业机构。发展至今已服务全球 30 多个国家，200 多个国际展览项目，涉及 20 多个行业。在中国与国际市场间实施系列

“走出去”和“请进来”贸易促进服务。

业务涵盖国际会展、电子商务、传媒报刊杂志、商务咨询等服务产业，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服务贸易型企业，公司同时还是 UFI 会员单位及中

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www.meori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