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介绍与相关数据

展会名称：

2015 中国顺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
Shunde Expo 2015

展会时间：

2015 年 8 月 20 - 22 日

主办单位：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顺德区人民政府



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



慧聪网

2015 年 8 月 20 - 22 日
www.shundeexpo.cn

同期举办：

中国（顺德）工业设计博览会

联系人：

展会场地：

中国·顺德展览中心

李伟莉 小姐 （Ms. Karen Lee)

展会周期：

一年一届

电话：

首届时间：

2001 年

+86 20 8755 2468 分机 12

展会综述：

中国顺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简称“顺德家电展”/“Shunde

传真：

Expo”）是亚洲家电行业的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专业贸易展。展
会创办于 2001 年，连续十四年专注于家电精品、配件及技术

+86 20 8755 2970
电子邮件
k.lee@koelnmesse.cn

的展示，已成为家电业的最佳贸易平台。2014 顺德家电展汇
聚了包括美的、万家乐、万和、东菱、容声、贝尔莱德、以

梁绍俊 先生 (Mr. Mattis Liang)

及台湾展团等近 700 家品牌企业参与，吸引海内外逾 30,000

电话：

名买家莅临采购。

+86 20 8755 2468 分机 15
传真：

已成功举办十四届的顺德家电展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参展
企业数量多、产品种类丰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家电行业
专业展览会。2015 年，主办方将对展区进行更科学的规划，
使整体布局更加清晰、合理，让海内外客商更方便地进行集
主要展品范围：

上届展会主要数据：

中参观、优选采购、关联拓展，享受展会。
1. 黑色家电
2. 白色家电
3. 小家电
4. 厨房及浴室家电
5. 智能家居系统
6. 家电配件
7. 服务及刊物
展览面积： 50,000 平方米
参展商：

693 家企业参展

观

31,711 名专业观众

众：

布展时间：

2015 年 8 月 17 日 09:00 – 8 月 19 日 17:30

撤展时间：

2015 年 8 月 22 日 15:30 至 19:00
2015 年 8 月 23 日 09:00 至 12:00

展会开放时间：

展商入场时间：

20 日

08:00 至 17:30

21-22 日

08:30 至 17:30

专业观众入场时间：20-21 日

09:00 至 17:00

公众开放时间：

22 日

09:00 至 14:00

22 日

09:00 至 14:00

+86 20 8755 2970
电子邮件
m.liang@koelnmesse.cn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
大都会广场 3311 室
邮编：510620
www.koelnmesse.cn

展会介绍与相关数据

参展费用：

光地（最小 27 平方米）：

1,000 元 / 平方米

普通标摊（最小 9 平方米）： 10,000 元 / 9 平方米
高级标摊（最小 18 平方米）： 1,350 元 / 平方米
* 标摊展位双开口：整体展位价格上浮 10% / 个双开口

展区分布：

项目管理：

七大主题展区，紧追家电发展潮流趋势


品牌形象区



精品厨电区



影音区



健康家电区



生活小家电区



配件区



工业设计展区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伟莉 小姐
电话：+86 20 8755 2468 分机 12
传真：+86 20 8755 2970
k.lee@koelnmesse.cn

展商联系：

中国及海外地区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梁绍俊 先生 （项目经理）
电话：+86 20 8755 2468 分机 15
传真：+86 20 8755 2970
m.liang@koelnmesse.cn
王芷蔓 小姐 （项目助理）
电话 +86-20-8755 2468 分机 11
传真 +86-20-8755 2970
mandy.wang@koelnmesse.cn
中国广东地区
佛山市有诚展览有限公司
林翠冰 小姐
电话：+86-757-2230 6715
传真：+86-757-2230 6719

媒体&配套活动联系：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范静雅 小姐
电话 +86-20-8755 2468 分机 16
传真 +86-20-8755 2970
m.fan@koelnmesse.cn

展会介绍与相关数据

观众联系：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梁雯妍 小姐
电话 +86-20-8755 2468 分机 16
传真 +86-20-8755 2970
mi.liang@koelnmesse.cn

展会官方网页

www.shundeexpo.cn （中文）
www.shundeexpo.com（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