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www.chinahomelife.com.cn官方微信

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邮箱：sherrywang@meorient.com    手机：13801900491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218 号现代交通商务大厦 21 楼

公司网站：www.meorient.com      展会官网：www.chinahomelife.com.cn

浙江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邮箱：huangfei@meorient.com    电话：0571-87362681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 23 号大街高科技孵化器 3 号楼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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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China Homelife 全球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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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世贸中心 

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日程

展品范围

【民用家具】  品牌家具、现代家具、古典 / 新古典家具、户外家具及用品、儿童家具、软体家具、藤制 / 竹制家具、餐

桌椅、收纳组合家具、床垫等

【办公家具】  系统办公家具、书房家具、办公沙发、电脑桌、文件柜、保险柜、会议桌椅、办公椅等

【定制家具】  医院家具、学校家具、酒店家具、餐馆家具、机场家具、公共座椅、其他定制家具等

【家居饰品】  厨房 / 浴室用品、窗帘布艺、餐厅用具、灯饰照明、地毯、布艺家纺、工艺品、装饰画、时钟、花艺及其他

装饰品等

【配件及原辅材料】  家具 / 橱柜五金配件、办公家具配件及气弹簧、家具面料及皮革、软体家具辅料与部件、家具

板材与表面装饰、家具涂料 / 粘合剂和化工等

成功企业案例：
企业的信任是米奥兰特发展的最大动力

米奥兰特为参展企业提供系统的海外市场推广服务。坚持通过“一对一，点对点”的方

式帮助参展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知名度。浙江某知名品牌家具公司，从事酒店

家具及系统办公家具对外贸易。2013 年第一次登陆迪拜展便收获颇丰，实现其出国

参展期望。企业股东之一王总表示：愿意相信米奥兰特的平台，与米奥兰特共同成长。

展会现场完成 2014 年展位预订，展位面积实现 50% 的增长。

成功产业基地案例：
“世界椅业，安吉智造”

有规划有步骤的引入产业基地，成功利用全球营销平台服务中

国产业基地走出去，这对于中国人自主海外办展组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2014 年迪拜展与安吉椅业市场进行对接，第一次以

“世界椅业，安吉智造”产业基地品牌展示。以区域品牌方式在

迪拜市场进行推广及招商，这一模式获得安吉家具企业认可及

响应。2013 年迪拜展现场，安吉企业仅有 90 ㎡展位，而 2014

年展出面积迅速扩大至 450 ㎡，其中不乏行业品牌企业如安

吉富和、大康控股等。同时针对产业基地的市场推广宣传，大大

增强了安吉椅业产业基地在中东市场的曝光率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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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东欧 （波兰）
中国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5 月 27 日 -29 日       举办地点：波兹南·波兹南国际展览中心

波兰是欧洲家具市场输出枢纽，也是全球第四大家具出口国，仅次于中国、德国、意大利。波兰

90% 的家具用于出口，主要出口国是德国、法国、捷克、英国、瑞典、荷兰，欧洲市场上销售的沙

发床有一半产自波兰。波兰也是宜家第二大货源国，宜家家居 18% 的产品来自波兰。

波兰家具产品利润较高，根据 CBI 报告显示，中东欧的家具价格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价格，波

兰本土销售的家具价格属于中上，即使同品牌的同产品，在波兰的售价也会超过德国、西班牙、

荷兰、葡萄牙等国。

2015 欧亚 （土耳其）
中国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6 月 3 日 -6 日       举办地点：伊斯坦布尔·CNR 国际展览中心 

土耳其本身是家具消费大市场。土耳其是欧洲第二大人口大国，拥有超过 7600 万人口，其中城

市人口占 70%。土耳其现有住房 1860 万套，其中 81% 的房屋建于 1970 年之后，多数房屋到

达装修节点，家居用品需求增势明显。土耳其每年有近 500,000 人结婚，组建新的家庭。土耳其

每年平均增加 40 万套新的住房，带来对家具用品的大量需求。 

2013 年土耳其家具消费额为 125 亿美元。2010-2013 年间家具消费额的增长率达到

16.1%。过去十年，土耳其对家具的需求增长了 380%。土耳其办公家具、户外家具和各类家具

五金市场达到增长高峰。土耳其家具分销渠道密集，国内拥有32382 家家具零售店和家具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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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波兰家具进口来源国比重     波兰家具产品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土耳其家具进口来源国比重       土耳其家具进口总体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波兰 土耳其 巴西  |  迪拜  |  印度  |  南非  |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波兰 土耳其  |  巴西  |  迪拜  |  印度  |  南非  |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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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美 （巴西）
中国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9 月 14 日 -16 日       举办地点：圣保罗·泛美国际展览中心

巴西是拉丁美洲各国家具产品的供应国，阿根廷是巴西最大的家具出口国，约占其家具出口总

额的 18%。 近几年，巴西家具市场的对外依存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之前的只有 4% 提高到

2013 年的 15%，增加了 10 几个百分点，同时该趋势有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 

巴西对中国家具的依存度高，中国目前已成为巴西家具产品第一进口地。中国在巴西总家具进

口中的份额从 2004 年的不到 3% 已结飞速蹿升到 2013 年的超过 30%。

2013 年巴西家具进口来源国比重     巴西家具全球进口额增长情况
（单位：亿美元）

中国

美国

韩国

其他

38.2%

15%7.9%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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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东 （迪拜）
中国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8 日 -10 日       举办地点：迪拜‧迪拜世贸中心

迪拜是整个中东的金融经济中心。它以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完善齐备的

基础设施，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最大的贸易中心，直接影响海湾六国、西亚七国、

非洲及欧洲南部国家的终端市场，辐射全世界的 20 亿人口。

迪拜 2020 世博为家具市场带来蓬勃商机。迪拜市场至少有 70% 的家具依赖进口。阿联酋民

用家具消费额达到 15 亿美元，每年以 19% 的需求增长。随着 2020 世博会的来临，迪拜将增

加 46000 间酒店套房，而迪拜的商务办公需求未来 5 年内将得到超过 50% 的增长。

    阿联酋自中国进口家具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 年阿联酋家具进口来源国比重

中国

意大利

马来西亚

其他

63.3%
7.5%

3.8%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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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家具及配件市场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家具进口第二来源国，

2013 年哈萨克斯坦全球家具进口额达到

7.69 亿美元，近 5 年平均增长 11%。哈积

极推进“廉价住房”保障计划，稳定增长的房

地产市场为哈萨克斯坦的家具市场带来了

巨大的消费潜力。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

邻邦，随着“新丝绸经济带”建设的推进，中

哈贸易将迎来新高峰。

埃及家具及配件市场

中国是埃及家具进口第一来源国，2013 年

自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占埃及全球进口的

42.5%，同比 2012 年增长 21%。我国是埃

及木制卧室家具的主要供应国，中国制造的

家具占据埃及进口家具的一半以上。

南非家具及配件市场

南非历年来都有大量的进口家具需求。南非办

公家具市场发展尤其显著，但是南非当地的产

品供应不足，二手办公家具市场火爆。中国是南

非共和国家具进口第一来源国，2013 年自中

国进口的家具产品占南非全球进口的 55.2%，

近 10 年平均增长 18%。“中国制造”遍及南非

人日常生活，南非有 11 家专卖中国产品的大

型商贸城。

约旦家具及配件市场

中国是约旦家具进口第一来源国，2013 年自

中 国 进 口 的 家 具 产 品 占 约 旦 全 球 进 口 的

37.5%，同比 2012 年增长 6%。约旦没有像欧

美等国对中国低价产品的高进口关税及贸易壁

垒的限制，中国的家具企业进入中东市场不需

要担心反倾销，准入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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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东 （印度）
中国家具及配件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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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是一个庞大的家具消费市场。印度人口超过 12 亿，城市化速度非常快，每年 40% 的城镇

人口增速，带来庞大的住房需求，每年需要新增和改造 1000 万套住房。家具市场规模约为 80

亿，并将以每年 25%-30% 的速度增长。

办公家具及酒店家具是未来重要增长点。近 10 年内，印度办公空间需求增长了 36%。预计未来

5 年内，印度将新增 5500 万平米的办公空间；印度被认为是仅次于中国的最有利益的宾馆市

场之一。尽管接下来 3-5 年将增加 60,000 个宾馆房间， 这个行业还是满足不了经济以 7-9%

的速度发展的长期需求。

2013 年印度家具进口来源国比重        印度家具产品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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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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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展位

展位设计

海外推广

VIP 展柜

贸易配对

市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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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特色服务二       VIP 展商服务

全球网络分布图家 具 及 配 件 博 览 会 全 球 系 列
已拓展区域       计划拓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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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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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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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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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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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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