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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球乐器行业翘首以盼的第 16 届 Music China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
览会将于本周隆重开幕，迎来 30 个国家及地区的 2,135 家知名乐器品牌
和供应商，展览面积 125,000 平方米，规模为历届之最。
展会将于 10 月 11 至 1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菁女士表示：“随着 Music China 临近开幕，
一众乐器行业人士和音乐爱好者均蓄势待发，以最佳的姿态迎接这个年度
盛会。今年我们很荣幸能再次为业界提供一个包罗万有的平台； 2017 年
展会除了规模空前，其全面性和质量亦再次提升。通过云集行业领袖、举
办一系列研讨活动和现场表演，本届展会将继续秉承理念，致力促成商业
贸易和扶植音乐文化，并提供无可比拟的音乐鉴赏和交流机会。”
今年与展会规模一同扩充的包括国际展团部分，展会迎来 12 个海外及地
区展团，包括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
兰、波兰、西班牙、中国台湾和英国，汇聚领军企业，展现精彩绝伦的乐
器新品和各地音乐文化。当中，波兰及保加利亚展团首次亮相，观众可从
两大展团中，了解两地乐谱出版及小提琴制造的悠远历史和最新面貌。
除此之外，今年展会亦继续迎来世界领先的乐器品牌和创新先锋，包括：
英皇考级（ABRSM）、Alfred、BAM、百灵达（Behringer ）、BG、哈
曼（HARMAN ）、博兰斯勒（Bluethner）、布菲（Buffet）、卡西欧
（Casio）、达达里奥（D’Addario）、EKO、ESP、Fazioli、Fender,
GEWA、星海（Hsinghai）、Ibanez、JBL、津宝（Jinbao）、 河合
（Kawai）、KORG、LTD、Marshall、美得理（Medeli）、Miyazawa、
Muramatsu、Music Sales、 珠江钢琴（Pearl River）、Petrof、 罗兰
（Roland）、三益（Samick）、Sankyo、Sauter、Schimmel、Schott
Music、Seiler、Selmer、斯坦格列（Steingraeber）、施坦威
（Steinway）、Tama、Taylor、Tombo、雅马哈（Yamaha）等。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17 Music China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世纪大
都会 1 号楼 11 层，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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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与展会共同登场的包括一系列研讨活动，聚集众多重量级嘉宾、学者
及音乐家，传授营商诀窍，为观众带来灵感激荡的音乐之旅。当中，
NAMM CMIA 行业论坛将围绕“乐器在我身边 – 论社区乐器演奏及音乐
教育普及”的主题展开讨论，来自不同领域的行业专家，将会以全球视角
分享他们对音乐及文化普及的见解。主办方亦将再度举办专为乐器经销商
和代理商量身打造的“如何操作”经销商培训课程，探讨包括“客户关系管
理 – 如何通过个性化沟通促进销售增长”及“琴行及培训机构进入中小
学的渠道与盈利模式”等重点课题。
2017 Music China 还有多场教育活动、大师课程和工作坊，汇集各个界
别的专业及音乐爱好者，助力观众深入学习音乐知识和文化。其中，
Music China 音乐课堂将邀请来自不同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知名企业代
表，以及著名音乐人，就音乐教育、钢琴教师的艺术素养及儿童音乐剧课
程的教学方法等课题，展开热烈讨论。
除此之外，提琴制作大师工坊
提琴制作大师工坊将云集多位国际知名制琴师，现场演示非凡
卓越的巧手工艺及业内知识。第八届上海华乐国际论坛亦是展会焦点活动
之一，在现场举办二胡、笛子和古筝系列论坛，传承中乐文化，并特设箜
篌文化活动区，展示古代箜篌珍品。
为推动创新技术及乐器新品，同场亦将举办技术交流与应用讲座，邀请众
多行业领军人物，当中包括美国 MIDI 制作商协会主席汤姆．怀特先生，
他将分享对 MIDI 未来发展的见解。与此同时，首次推出的 Music Lab 音
乐实验室将于室外展区登场，展示一系列创意音乐及声音装置，突显乐器
与音乐创作的无限可能。
其他不容错过的精彩活动包括 JZ Day 爵士名家系列
爵士名家系列活动，著名爵士音乐
家及学者将亲身演绎出色的爵士乐演奏技巧。
另一个备受期待的亮点活动还包括星梦启航（
星梦启航（SchoolJam），2017 德国
校园乐队比赛 SchoolJam 冠军乐队 Mikroschrei 将亲临现场，带来激情演
出。此外，齐鼓乐（
齐鼓乐（Drum Circles）将联同日籍鼓乐导师增永红実女士，
带领观众领略动感节拍，体验鼓乐魅力。为了推动新世代的音乐教育与文
化，今年儿童音乐城堡将再次闪耀登场，让孩子接触并演奏各种不同的乐
器，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除此之外，展会亦将带来超过 1,000 多场室内和户外的现场表演，涵盖各
种音乐风格，包括摇滚、爵士、乡谣、重金属、流行、古典音乐等等。亮
点包括：
• 美国重金属乐队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将带来激情表演，该乐
队的创作歌曲曾提名格莱美奖
• 史上最知名的鼓手之一 John Frederick Robinson 专场演示会
• 著名硬摇滚乐吉他手、目前在 The Dead Daisies 乐队中演出的 Do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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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rich，将以 Baroni lab 代言人的身份展示其吉他演奏的超高技艺
• 曾获拉丁格莱美奖、身兼意大利知名吉他手、制片人、艺术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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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马西莫 · 瓦里尼（Massimo Varini）吉他现场演奏
德国当代鼓手和作曲家 Jost Nickel 将演绎独具一格的鼓乐魅力
曾获日本“最优秀吉他手大奖”等奖项的田中彬博，将带来吉他独奏，
展示其高超天赋及歌曲中呈现的活力
• 爵士的即兴天地: 黄任强三重奏与英国最美爵士人声 Tiny May 带来倾
情演绎
• 猴子军团现场表演，该乐队以新金属为主要曲风，2016 年代表中国登
上亚洲最大规模摇滚音乐节 SUMMER SONIC 的舞台
• 中国指弹击他演奏家、韩国 Crafter 吉他品牌代言人宋依凡将以指弹吉
他奏出中国风
2017 Music China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详情请浏览
http://www.musikmesse-china.com.cn 或发邮件至
music@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其他 Musikmesse 品牌展会包括：
•
•

Musikmesse
2018 4 11

年 月 至 14 日，法兰克福

NAMM Musikmesse Russia
2018 9 13 16

年 月 至 日，莫斯科
更多法兰克福展览 Musikmesse 旗下乐器行业品牌展会信息请浏览
www.musikmesse.com。
-完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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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约 30 个地区聘用逾 2,3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47 亿欧元。集团与众
多相关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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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管道的各个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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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