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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中国 

 
微笑无往不胜！  
 

 

 
“很高兴在这儿见到您！”我们经常在杜塞尔多夫展会上听到这句话。亲切的笑容是建立紧

密关系的纽带。在中国，人们时刻希望拓宽人脉圈，而我们在确保该过程顺利进行方面

扮演着核心角色。 

在我们的展会上，人人尽展欢颜——因为我们有无限创意！或许您还记得，1994年我们刚

创办ProWein（国际酒类展览会，葡萄酒和烈酒行业国际贸易展）时，仅租用一个展厅。

5年前，我们针对中国葡萄酒市场成立了ProWine China。今天，我们已将ProWein打造成

全球酒类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先展会。 

曾耀德先生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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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昊先生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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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举世瞩目。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放眼全世界可谓

独一无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同时调整经济增速，以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 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早已洞察先机。自1999年起，我们陆续在中国主要经济城市组建本地团

队，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业务联系。我们亦致力于协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为外国企业开拓商机无限

的中国市场。 

› 我们的成功秘诀何在？凭借强大的展会品牌和理念，雄踞市场心脏地带——实践证明，我们的展会在中国

取得了与德国同样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增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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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在中国，我们着眼长远、发挥优势、全力开发潜在市场；同时积极联系各类机构和政府部

门，提供交流和展示平台，为中国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的服务有何独到之处？ 

人们遇到生意上的老朋友或新伙伴时脸上流露的笑容，便是最佳答案。无论在德国杜塞尔

多夫、上海、香港还是北京，微笑背后全赖有我们无微不至、细心周到的展会策划——以

及我们的认真投入和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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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 我们的展会是重要引擎，持续推动工业发展——工业是杜塞尔多夫展会独步全球的领域。在

欧洲和中国，我们以深厚的专业知识，协助初创展会成长为业内领先展会，使行业专家有机

会接触并分享最优质、最具价值的全球人脉网络。 

›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因此，我们密切关注社会变革和市场动态。我们及早把握趋势，锐

意开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区域性和全国性展会。我们满怀激情，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因

为我们深知，我们是客户信赖的开拓者、支持者和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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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展览在中国 

› 我们是展会主办机构——享有全球最大市场。 

› 我们是未来塑造者——活跃于空前发展的沃土。我们以积极眼光看待这个独特国度的

变化。 

› 我们是支持者 ——真正的合作伙伴，自1999年创办以来，我们为各行各业提供源源不

断的创意。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屹立于市场大潮中央，掌握丰富的本土网络。我们始

终专注于一件事：助力客户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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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展览在中国 

三大城市 —— 三大枢纽 

“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高度重视人际关系。 

我们从多年办展经历中深知这个道理。 

北京 
政治中心 

上海 
经济中心 

香港 
辐射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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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0 

“繁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流行词。经历多年双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新常
态”：以长远眼光和可持续方式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 
 
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但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且协助推动此次发展！自1999年起，
我们一直在中国勤勉经营。今天，我们在中国商界积累了深厚人脉，与众多企业、个人保持密切联系。得
益于此，我们能够对中国发展状况形成独到见解。尽管经济表现指标非常有用，但我们不会让此类指标影
响我们对发展和趋势的判断。 
 
中国不再只是“生产基地”。年复一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创意摇篮。专利申请数量从2011 年的150万件增
长至2013年的220多万件。 

 
我们身处中国市场腹地，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为不懈追求理想的企业提供绝佳的发展前景。杜
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乐意为您指引方向，助您进军中国这个我们从一开始便参与建设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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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 
全球业务网络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
公司——西欧中心 

香港，上海，
北京 

杜塞尔多夫展
览在中国 

新加坡 

东南亚 

莫斯科 

连接欧亚的纽
带 

芝加哥 

北美总部 

日本 

世界最强出口
国之一 

新德里和孟买
印度次大陆两

大基地 

身处全球市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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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领域 

我们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注入了新鲜活力 
› 经多年悉心栽培的五大专长领域将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我们的核心专长领域是设备和机械工程——它

是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的传统强项、全球领先的行业展会以及当下在“中国制造2025”的纲领下作

为加快推进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 不断进步的医疗技术行业是我们同样重要的另一专长领域。全球领军展会——ProWein国际酒类展览会

是我们在中国大显身手的最佳示范，来自最佳葡萄酒产区的顶级葡萄酒——它是中国专业葡萄酒鉴赏

家的首选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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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牌展会 

机床、机械和设备 

休闲 

零售、贸易和服务 

健康与医疗技术 

时尚和生活 

在中国举办 
 
中国国际全印展 
中国国际橡塑展 
中国能源存储峰会 
上海紧固件与技术展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
能源产业博览会 
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中国国际管材展览会阀门世
界亚洲博览会暨研讨会 
3D fab+print中国研讨会 

在德国举办 
 
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会 
国际塑料及橡胶展览会 
能源存储——可再生能源存储国际峰
会 
国际铸造展览会暨技术论坛 
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学术会议 
国际加工与包装机械展览会 
国际玻璃技术展览会 
国际热处理展览会暨技术论坛 
国际铸件展览会 
国际管材展览会 
德国阀门世界博览会 
国际热处理峰会 

在中国举办 
 
中国国际房车展览会 

在德国举办 
 
国际船艇展览会 
杜塞尔多夫国际房车展 
国际远足及徒步旅行技术装备博览
会 

在德国举办 
 
杜塞尔多夫国际专业化妆品
展览会 
化妆师设计展 
杜塞尔多夫时装展 
国际发型设计博览会 

在中国举办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 
上海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展览
会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 

在德国举办 
 
国际零售业通讯、信息及保
安技术展览会 
国际零售业展览会 
国际酒类展览会 

在中国举办 
 
中国国际医疗创新论坛 
中国国际医疗创新展览会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及职业
健康展览会 

在德国举办 
 
安全+工作健康、个人保护设备及工业
安全 
国际医疗制造业配件、零件及原材料
展览会 
世界医疗论坛、国际展览会及会议 
国际残疾人用品及康复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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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展会 

› 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泰国国际包装印刷展（曼谷） 
› K国际塑料及橡胶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俄罗斯国际塑胶展览会 （莫斯科） 
› 阿尔及利亚橡塑展（阿尔及尔） 

› 越南国际塑料橡胶技术与材料展览会（胡志明市） 
› T-PLAS泰国国际塑料及橡胶工业展览会（曼谷） 
› 德国国际玻璃技术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中国展会 
 

中国国际全印展（上海） 
在线信息： www.allinprint.com 
印刷行业领先展会：两年一届的All in Print China中国国际全印展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印刷和印后加工行业的
专家级盛会。 
 
3D Fab+Print 中国研讨会 
在线信息： www.3dfabprint.com 
3D fab+print旨在为全球工业3D打印及增材制造业内人士提供互动交流。研讨会紧扣机械制造、航空航天、
汽车、3D打印如何带给企业新的商机。 
 
中国国际橡塑展 
在线信息： www.chinaplasonline.com 
引领行业最前沿的CHINAPLAS中国国际橡塑展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塑料和橡胶行业展会，亦是中国橡塑业界
的重要盛事。 
 

 

展会 
机床，机械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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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 国际加工与包装机械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加工博览会（芝加哥） 
› 伊朗德黑兰加工及包装展览会 （德兰黑） 
› 印度加工与包装展览会（新德里） 
› 国际加工与包装设备展览会（莫斯科） 
› 印度尼西亚国际包装展 （雅加达） 
› 肯尼亚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展览会 （内罗毕） 

http://www.allinprint.com/
http://www.3dfabprint.com/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


展会 
机床，机械和设备 

中国展会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在线信息： www.swop-online.com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由四大专业行业展会组成。Pacpro 展示包装材料生产及加工、各种包装材料（塑料、
纸、玻璃和金属等）、包装印刷以及相关加工技术；CHINA-PHARM 展示医药和化妆品加工及包装技术；
FoodPex展示食品加工及包装技术和BulkPex展示整批及外包装技术和运输。四展合一协同为专业印包及终端生
产企业买家打造一站式采购及交流平台。  
  
 国际包装材料生产及加工工业展览会 
  包装材料、印刷和相关加工技术的贸易展览会。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技术和设备展览会集中展示食品和饮料行业包装解决方案。 
 
 国际整批包装机械及技术展览会 
  为针对亚洲市场对运输和物流领域，BulkPex特别展出整批包装加工与运输领域的最新设备及技术，
 主要展品包括：包装及货品辨识、整批包装与运输、外包装及二次包装机械、自动化/智能包装解决
 方案等，适合于多个行业。 
  
中国国际医药（工业）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 
在线信息： www.china-pharm.net 
中国国际医药（工业）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始创于1996年，为全国医药和化妆品行业带来生产技术方面的最
新解决方案和创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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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swop-online.com/
http://www.swop-online.com/
http://www.swop-online.com/
http://www.china-pharm.net/
http://www.china-pharm.net/
http://www.china-pharm.net/


展会 
机床，机械和设备 

全球展会  

› 欧洲储能峰会（杜塞尔多夫） 

› 印度储能峰会（新德里/孟买） 

› 日本储能峰会（东京） 

› 北美储能峰会（圣迭戈） 

 

中国展会 
 

国际储能峰会 

在线信息： www.escexpo.com 

作为全球储能行业重大活动的推动力量，国际储能峰会有助于中国储能与国际接轨，助力企业了解全球趋势，提供了与

政策制定者、规划者、电网管理者、世界大型电力公司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是专业观众、参会代表和展商沟通交流、实

现储能技术商业化的绝佳平台。 

 

 

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 

在线信息： www.smartenergychina.cn 

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是在互联网能源和智慧能源产业内唯一专业的博览会，涵盖以下专题领域：

能源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信息和通信技术，这些将成为能效、节能和能源管理业务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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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escexpo.com/
http://www.smartenergychina.cn/


全球展会 

› 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杜塞尔多夫）；印度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俄罗斯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东南亚国际线材展； 南美国际线
缆及线材展览会；伊朗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 国际管材展览会（杜塞尔多夫）；印度国际管材展览会；俄罗斯国际管材展览会；东南亚国际管材展览会；巴西国际管材及泵阀展；美
国芝加哥国际金属加工及焊接展览会  

› 德国阀门世界博览会；阀门世界美洲博览会暨研讨会  
› 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学术会议；国际铸造展览会暨技术论坛；国际铸件展览会；国际热处理展览会暨技术论坛；国际热处理峰会；俄

罗斯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俄罗斯国际冶金暨铝工业展 
› 俄罗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中国展会 
 
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在线信息： www.wirechina.net 
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由上海电缆研究所与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如今已发展成为亚洲第一、
全球第二的的线缆及线材专业展览会。2018年，专业观众预计将达到46,000人，展商将达到1,700家。 
 
上海紧固件与技术展 
在线信息： www.fastenertradeshow.biz 
上海紧固件与技术展致力于为专业买家打造紧固件产品、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中国国际管材展览会 
在线信息： www.tubechina.net 
中国国际管材展览会已成长为亚洲影响力第一、全球第二的管材行业盛会。主办方也将和与会者们共同探求如何面对行
业的转型与变迁，以崭新的视角呈现了最新的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 
 
阀门世界亚洲博览会暨研讨会（苏州） 
在线信息： www.valve-world.net/vw2017  
阀门世界亚洲博览会暨研讨会为亚洲新兴市场油气、化工和能源等重点行业展示阀门制造和应用方面的前沿创新和尖端
技术。 

展会 
机床，机械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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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wirechina.net/
http://www.fastenertradeshow.biz/
http://www.tubechina.net/
http://www.valve-world.net/vw2017
http://www.valve-world.net/vw2017
http://www.valve-world.net/vw2017


全球展会 

› 国际零售业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国际零售业通讯、信息及保安技术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印度零售业展会  
› 国际酒类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新加坡） 

 
中国展会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 
在线信息： www.c-star-expo.com 
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零售展览会，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2017 在行业人士的支持下成绩斐然，取
得巨大成功。零售行业人士不仅采购最新前沿产品，对于展会现场的热烈氛围亦印象颇深。 

 
上海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展览会 
在线信息： www.prowinechina.com 
上海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展览会自2013年首展至今已成长为亚洲地区葡萄酒和烈酒行业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现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展商参展——在亚洲地区绝无仅有。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 
在线信息： www.prowineasia.com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致力于为亚洲葡萄酒生产商提供全方位优质参展服务。该展会每年一届，在新
加坡及香港轮流举办。展会将携手全球领先食品饮料展 ——HOFEX，于2017年5月首次在香港举行。 
 
 

展会 
零售，贸易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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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c-star-expo.com/
http://www.c-star-expo.com/
http://www.c-star-expo.com/
http://www.c-star-expo.com/
http://www.c-star-expo.com/
http://www.prowinechina.com/
http://www.prowineasia.com/


展会 
休闲 

全球展会  
› 国际船艇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杜塞尔多夫国际房车展（杜塞尔多夫） 
› 国际远足及徒步旅行技术装备博览会（杜塞尔多夫） 

 
 

 
 
中国展会 

 
中国国际房车展 
在线信息： www.aicshow.com 
中国国际房车展览会全面呈献国际知名品牌产品和服务，包括房车、配件、定制解决方案和
房车度假等，现已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的主要贸易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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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aicshow.com/


展会 
健康与医疗技术 

全球展会  
› MEDICA世界医疗论坛、国际展览会及会议（杜塞尔多夫）  
› 国际医疗制造业配件、零件及原材料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国际残疾人用品及康复设备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 巴西国际医院诊所实验室用品、设备及技术展览会（圣保罗）  
› 印度医疗展（孟买） 

 

 

中国展会 
 
 

中国国际医疗创新展览会 

 

在线信息： www.medicalfair.cn 
中国国际医疗创新展览会顺应国家医疗器械产业“十三五”规划，促进医疗器械创新。从事医疗器械研发、生
产及应用等全产业链的行业领袖将汇聚一堂，全面开启商贸交流、获取最新行业资讯。 

 
 
 
COS+H  

在线信息： www.sino-safework.org.cn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会全方位展示各类防护衣物、安全系统等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产品和服务，
现已发展成为业内领先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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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国际医疗保健，医学工程及制药展览会（莫斯科）  
› 亚洲国际医疗制造业展（新加坡）  
› 泰国国际医疗展-医院，诊断，制药，医疗，康复设备器材专业展（曼谷）  
› 安全+工作健康、个人保护设备及工业安全（杜塞尔多夫）  
› 亚洲职业安全及健康展览会（新加坡）  
› 印度国际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会 

› 土耳其国际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会 

扫描并关注

展会二维码 

http://www.medicalfair.cn/
http://www.sino-safework.org.cn/
http://www.sino-safework.org.cn/
http://www.sino-safework.org.cn/


服务 

为您打点一切 

我们全力以赴——尤其注重细节，因为我们深信细节决定成败。例如，我们减轻客户工作量，助力

展商无忧参展。我们提供签证申请表等详细信息。不要忘记还有《服务指南》以及酒店提示、观众

在线登记等，您可轻松直抵展览中心。 

对海外观众而言，前往中国或许有点让人望而却步。我们能够为您处理这一过程涉及的繁琐细节。
我们三大城市的国际团队是处理跨文化问题的专家。我们竭尽所能，务求最大限度减轻您的组织工
作和负担。这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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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四大服务范围 

› 展览和会议策划 

› 展位搭建和技术 
› 基础设施和餐饮服务 
› 市场营销和通信 

 

 

专业服务，为您专属定制 

› 展商服务 
› 专业观众服务 
› 合作伙伴和宾客活动组织者服务 
› 会议组织者服务 
› 在线服务 
› 新闻媒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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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市场枢纽 

›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是上海新国际博览的股东之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作为“中国市场枢

纽”的美誉实至名归。如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已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通道。原因之一是

其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中国商业中心地带——上海浦东。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概况 
 
› 17个展厅 
› 200,000平方米室内展览场地 
› 10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场地 
› 4,730个停车位 
› 20个装载坡道 
› 51间会议室 

› 3 个入口大厅 

› VIP 停车场 / 停车场 

› 地铁站 
› 附近的购物中心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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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中国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完全有理由说一声“谢谢”——感谢中国企业对我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的全
球领先展会的兴趣日增，感谢中国展商和观众对我们的信任、不远万里绕行半个地球来到位于德国杜塞
尔多夫的商贸之源参展参观。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的统计数据反映了这一点。过去十年间，
中国专业观众数量增加一倍以上。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在杜塞尔多夫各类展会上举办的活动数量将持
续增加。 
 

杜塞尔多夫：首选目的地，会展城市。对希望成功立足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我们的全球领先展会、行
业一流展示平台无疑是它们的首选目的地。这些展会是建立业务联系的理想场所——来一两杯德国经典
老啤酒（Altbier）助兴可能更佳。 德国的交易会是这个行业充满活力的会议场所。我们正是这一切活动
的组织者。我们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能够在该领域发挥所长。我们称之为“当真心遇上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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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杜塞尔多夫展馆 



联系我们 

更多信息？  
其他问题？ 

希望更深入了解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 

 
联系我们： 
›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88号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1号楼307室 邮编201203  

› 电话： +86 021 6169 8300 

› 传真：+86 021 6169 8301 

› 网站：www.mds.cn 

关注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与有限公司 
微信和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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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d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