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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系列展会活跃于国际舞台
品牌系列展会活跃于国际舞台，
展会活跃于国际舞台，足迹遍布全球 4 大城市
通过法兰克福、
通过法兰克福、香港、
香港、迪拜及上海的展会，
迪拜及上海的展会，与会者受益于高增长市场
与会者受益于高增长市场优势
受益于高增长市场优势
作为全球性展览会品牌之一，Paperworld 已成为在纸制品、办公用品和文
具用品方面最重要的商务平台。2016 年，在 Paperworld 举办的四个城市
中，法兰克福展览公司成功汇聚了约 2,660 家参展商及近 84,260 名观众
共拓商机，并在展会中签订了海量合同，其中法兰克福展成为行业中最重
要的贸易平台。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消费品展副总裁可俐．范．金女士
表示：“Paperworld 四展凭借其国际化、商贸配对、多元化产品及高质量
等众多优势，不断增强行业信心。展会所提供的优质服务同样使文具产业
及其贸易合作收获甚丰。”
25 年来， Paperworld 母展 – 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品及办公用品世界展览会
一直是国际纸制品、办公和文具用品行业的首选，在此业内人士可以体验
到整个产品范围独特的广度和深度。在产业的全球化过程中，法兰克福展
览作为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公司，也将 Paperworld 国际化延伸至世界各
地。早在 2001 年，香港国际文具展已为 Paperworld 品牌闯出海外奠定了
成功基础。随后，2005 年 Paperworld China – 中国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
展览会在上海举办，2011 年在迪拜开办 Paperworld Middle East – 中东
(迪拜)国际纸制品、办公用品世界展览会，并与 Playworld Middle East –
中东 (迪拜)国际玩具展览会同期举行。
Paperworld 品牌系列展概述
品牌系列展概述
德国，
德国，法兰克福
Paperworld – 前瞻办公室与文具用品趋势
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品及
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品及办
制品及办公用品世界展览会
公用品世界展览会
下届展会：法兰克福，2018 年 1 月 27 至 30 日
Paperworld 是目前国际纸制品、文具和办公用品领域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和
产品展示平台。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贸易展会，Paperworld 每年在法兰克
福举办，展示行业的最新产品和趋势。展会为批发商、零售商、专项交
易、书商、互联网与邮购销售商以及广大消费者提供创新商业理念。上届
展会云集了来自 1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558 名买家和观众（其中近 70%
的观众来自德国以外地区）莅临，以及来自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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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是业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展览会。Paperworld 的产品范围包
罗万象，包括办公室及学校用品、礼品、包装和印刷配件、独特的文具产
品，以及用于私人和商业用途的书写与绘画工具。同时，Paperworld 亦提
供丰富多彩的同期活动、演讲和论坛，帮助客户启发灵感并掌握营商诀
窍。
阿联酋，
阿联酋，迪拜
Paperworld Middle East – 中东(迪拜)国际纸制品
国际纸制品、
制品、办公用品世界展览会
公用品世界展览会
下届展会：迪拜，2018 年 2 月 27 至 3 月 1 日
Paperworld Middle East 是近东与中东以及非洲流域最重要的纸制品、文
具和办公用品商贸平台。2017 年展会迎来了来自 42 个国家的 313 家参展
商（2016 年：304 家）以及来自 93 个国家的 6,443 名观众（2016 年：
6,774 名）莅临，再次肯定了它在该地区的卓越地位。第七届 Paperworld
Middle East 成为了展商接触和开拓新市场的理想平台，同时助力展商拓
展业务，展示创新产品，以及了解行业的趋势和发展。
中国，
中国，上海
Paperworld China – 中国国际文具及
国国际文具及办
文具及办公用品展览会
公用品展览会
下届展会：上海，2018 年秋季
2016 年 Paperworld China 参观人数较 2015 年上升（2016 年：来自 91
个国家 22,932 名观众到访；2015 年：来自 80 个国家的 22,548 名观众到
访），上届展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云集了全球 12 个国家的 510 家展
商展示创意产品（2015 年：全球 11 个国家的 476 家展商）。在既是商业
中心也是东西交汇点的上海，Paperworld China 是完美的交流平台。作为
专业一站式展会，Paperworld China 提供了全方位的产品范围，包括简约
典雅的文具用品、办公用品、企业礼品及手工艺品。
中国，
中国，香港
香港国际文具展
下届展会：香港，2018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
香港国际文具展是亚洲最重要的办公室和学校用品采购平台。2017 年展
会吸引了 20,821 名观众（2016 年：20,519 名）以及 255 家展商（2016
年：238 家）。展出的产品包括文具及办公用品、贺卡、手工艺必需品、
书包及礼品袋。此外，展会筹办了丰富的同期活动，由行内知名专家主
讲。本展会由法兰克福展览及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
其他消费品及休闲
其他消费品及休闲产业领域的展会
消费品及休闲产业领域的展会：
产业领域的展会：
阿联酋，
阿联酋，迪拜
Playworld Middle East – 中东 (迪拜)国际玩具
国际玩具展览会
玩具展览会
下届展会：迪拜，2018 年 2 月 27 至 3 月 1 日
Playworld Middle East 是玩具、游戏及儿童产品的交易平台。展会与
Paperworld Middle East 同期举行，相辅相成，为零售商和分销商带来增
值效益。法兰克福展览从 2002 年开始承办迪拜 Playworld Middle East 展
览。
中国，
中国，广州
Toy & Hobby China – 广州国际玩具及模型
广州国际玩具及模型展览会
玩具及模型展览会
Baby & Stroller China – 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
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展览会
用品展览会
下届展会：广州，2018 年 4 月 8 至 10 日
Toy & Hobby China 是广州玩具行业的买家、厂商、零售商和供应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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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的展会。由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及广东玩具协会(GDTA)
共同主办，该展会将于 2018 年 4 月与 Baby & Stroller China 同时举行。
两场展会于 2017 年吸引了 1,068 家展商（2016 年：1,006 家）及 53,856
名观众（2016 年： 48,521 名）莅临现场。
-完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简介
有限公司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
会议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约 2,3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超过 6.4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
相关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
的服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络渠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
活动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
场推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
料，请浏览网页：www.messefrankfurt.com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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