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www.chinahomelife.com.cn官方微信

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86-21-51797008    传真：+86-21-5179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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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571-86723222     +86-571-867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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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非  |  约旦  |  巴西  |  哈萨克斯坦  |  埃及  |  迪拜  |  印度
CHINA HOMELIFE

Home
Electronics



2015 年 CHINA HOMELIFE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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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世贸中心 

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日程

展品范围

【白色家电】  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冰柜、制冰机、电热水器、零配件等

【生活家电】  除湿机、空气净化器、洗碗机、消毒柜、电热水器、电扇、吸尘器、饮水机、电熨斗、零配件等

【厨房小家电】  榨汁机、面包机、多士炉、电磁炉、冰激凌机、电饭煲、咖啡机、搅拌机、零配件等

【视、听频产品】 电视机、影碟机（VCD、SVCD、DVD）、录像机、摄录机、收音机、收录机、组合音响、电唱机、激光唱机

（CD） 等

【通信及周边产品】 手机、手机充电器、手机保护壳、手机配件如耳机、充电线等

【电脑系统及周边】 电脑、鼠标、键盘、电源线材等

【车载电子产品】 车载导航、车载充电器、汽车音响、车载蓝牙、车载 DVD 等

【电子游戏及其他】 游戏机、数码产品如数码相机等、音响系统、电子元器件、测试测量仪器等其他产品

2014 年展会精彩回顾

展会简介
“HOMELIFE”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全球系列）品牌博览会努力拓展海外新兴市场，

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是我国在境外培养的民族展览品牌。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展

示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品牌产品，推介中国出口基地，并塑造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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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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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身处欧洲中心，是连接东西欧的桥梁，拥有一个近 4000 万消费者的国内市场。电子消费品将成为波兰增长最快

的产业之一，电子消费品在波兰的需求依然持续增长。2012-2016 年波兰电子消费品市场每年将以 10% 左右的速

度增长。波兰自身对电子设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波兰大型家电生产是强有力的，但小家电及消费电子国内生产能

力锐减，基本从国外进口。

目前，中国的家电产品已经在波兰市场上拥有良好的口碑。中国出口波兰的家电产品总额占中国出口波兰贸易总额

的 30% 左右，是中国对波兰出口的第一大类。由于从波兰出口或转口欧洲可以避免高额的关税，并且更容易进入欧

洲市场，近几年来波兰受到亚洲家电制造企业和进出口公司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5 欧亚 （土耳其）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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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拥有超过 7500 万人口，再加上近年来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土耳其家电行业将是一个非常有

吸引力的市场。近十年来，土耳其家电需求以每 2.5% 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 年至 

2013 年，土耳其白色家电的需求增长了近 1 倍，达到 160 亿美元。家庭影音设备、彩电、电脑等需求都有较大涨幅，

其中个人电脑从 2006 年的 6500 万台增长到 2013 年的 278 亿台，增长 4 倍。  

由于家电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土耳其商人开始大量从远东国家主要是中国进口家电产品，或进口零配件来组装。中国

是土耳其最大的家电进口来源国，占总进口家电的 34%。中国出口土耳其的主要家电产品是吸油烟机、电热水器、电

视机、空调等。近两年土耳其夏天气温升高，大量进口空调，我国的海尔和美的都已经是市场上常见的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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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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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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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共和国拥有 5000 万人口，趋于年青化，大约 70% 的人口在 35 岁以下，这批人的消费频繁，家电、电子产品的

需求旺盛、更新较快。在南非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家电、家具和电子产品等耐用品的销量却逆势上扬。家用电器在非洲

的普及率较低，这也意味着该市场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非洲家电产品的需求量每年以 5.5% 的速度增长，而许多非

洲国家工业基础薄弱，行业发展不平衡，家电产品自给率不足，配套能力低，大部分设备、部件和原材料需要进口。

中国是南非电子电器第一进口来源国，市场比重达到 48%。南非的面包机、榨汁机、咖啡机等小家电基本依赖中国进

口。中国的小家电在南非市场火爆，市场占有率均达到 70% 以上，面包机、榨汁机等更是达到 90% 以上。南非大家

电市场前景可观，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也在稳定增长，近 5 年年增长率达到 19%。南非更欢迎中国制造的节能产品。

2015 中近东 （约旦）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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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政府积极支持电子产业发展，大力推动全体民众加强对电子产品的认识和运用，使得电子产品市场零售和批发

开始活跃。电脑消费群体以中小型公司和家庭用户为主。他们追求价格便宜的中低档次产品，但要售后服务周到。最

近几年，由于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多，市场上电脑配件销售十分火爆，电脑市场是约旦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

2013 年约旦自中国进口的家电中冰箱进口占 36%，空调占 23%，洗衣机占 20%, 热水器占 13%，电视以及音响设

备约占 8%。约旦家用电器进口的 65% 用于本国使用，其他转口至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伊拉克以和阿联酋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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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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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美 （巴西）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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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是一个年轻化的国家，兼具高劳动力和高消费能力。巴西中产阶级已超过 50%，中产阶级人数的提升提高了巴

西整体消费者购买能力。2014 年巴西下调 100 多项产品进口关税，这一措施极大了鼓舞了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出

口企业。巴西家电消费市场规模大，巴西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和奥运会契机，将有力刺激家电产品的消费。

目前巴西市场上主要流通的中国产品是 DVD、吸尘器之类的小家电。中国凭借产品种类繁多和价格相宜的优势，已

成为巴西最大的电器及电子产品来源地。中国对巴西的家电出口占巴西家电市场总进口额的一半左右。巴西对中国

的家电进口依存度高，进口年均增长率为 32%。巴西成为中国家电出口的新增长点，中国家电出口巴西总额近五年

占比份额增长了 80%，巴西已成为中国家电第七大出口国。

2015 中亚 （哈萨克斯坦）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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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15 年，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 1.6 万美元，届时哈萨克斯坦将成为全球人均高收入国家之一。哈家电年销

售总额约在 11-15 亿美元之间，进口家电约占市场总额的 70%-90%。哈国电子产品市场是当前中亚地区发展速

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市场之一。在日用、办公、音视频设备及手机等 16 种产品零售业中，有 12 种产品一年内在哈国

电子产品市场容量从 7.33 亿美元增长到 12.44 亿美元，增长幅度近 70%。

中国是哈家电及消费电子第一进口来源国。哈萨克斯坦市场中，带有“中国制造”标记的产品早已在这里牢牢扎下了

根。价格便宜的中国电器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畅销多年。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中哈贸易将迎来空前的

贸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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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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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北非 （埃及）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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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埃及的一项支柱产业，埃及政府曾对家电的生产和销售控制较严。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埃及的家电主要由国营

的 IDEAL 公司组装生产，自 80、90 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一批与日本、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合资的私营企业开始

投资家电组装生产，形成了 EL-ARABY、BAHGAD 集团、OLYMPIC 集团等家电企业，主要生产电视机、收音机、

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热水器、电暖气、电风扇等。

但是由于埃及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家电关键零部件，如电视显像管、洗衣机电机、空调 / 冰箱压缩机等，全

部依赖进口，家电业总体水平仍局限于组装生产。当地能够生产的零部件包括家电外壳、部分开关等。埃及进口家电

整机以及大量零部件、原材料。主要进口产品有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音响、电饭煲等。

2015 中东 （迪拜）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08 日 -10 日       举办地点：迪拜‧迪拜世贸中心

近几年迪拜政府每年举办购物节，吸引了几百万游客来迪拜观光购物，迪拜市场上电风扇、吹风机和电熨斗等小型家

电产品价格便宜，易于携带，深得各国游客们的青睐。阿联酋有非常发达的零售和批发渠道，商品从进口到分销各个

环节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在迪拜约占 3/4 （约 50 万） 的外籍居民，他们必须购买空调、冰箱和洗衣机等大型家电，

而且回国时本国政府对带回的大型家电还能给予免税的优惠。

中国是阿联酋家电第一进口来源国，2013 年中国主要家电出口阿联酋突破 65 亿美元。阿联酋主要家电零售商有

Napro, Nobel, Mega,Supra 及 White-WestingHouse 等，店内大部分小家电由中国家电工厂 OEM 代工贴牌

销售。据阿电器销售人员反映，中国家电在阿反响较好，可以同国际品牌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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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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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南亚 （印度）
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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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有近 12 亿的人口，几乎约等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奠定了印度市场的活跃和增长态势。由于印度人民收入增长、

信用卡普及、电器下乡实行、网购便利等原因，印度电器消费品市场规模有望在 2015 年达到 217 亿美元。目前为止，

印度的家电制造业并没发展，当地几乎很难看到印度自己的生产厂。印度从国外进口超 330 亿美元的家电产品和一

些原器件，家电进口成为继石油和黄金之后，印度第三大进口产品。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电器进口来源国，印度自行生产的电器远不及中国产品的性价比高。从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大部分的电器消费还是倾向于中国较低科技含量的家用电器。未来几年，农村电器消费将保持 25% 的复合增长率， 

2015 年有望 达到 64 亿美元。印度农村消费力将与城市持平，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进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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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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