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INTERNATIONAL
PREMIUM ZONE
国际精品区
2017.10.21-25

义博会

全球采购贸易平台

中外采购必到 内销外贸并举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简称“义博会”)创办于 1995 年，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日用消费品类国际性
展会，由商务部、浙江省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已连续举办 22 届，每年 10 月 21 日～25 日在浙江义
乌举行。义博会参展成效显著，已成为目前国内最具规模、最具影响、最有成效的日用消费品展会，是
商务部举办的三大出口商品展之一，先后被评为中国管理水平最佳展会、中国(参展效果)最佳展览会、
最受关注的十大展会和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展会等，并获得了国际展览联盟（UFI）的认证。
日期:

2017.10.21-25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

100,000 平方米 (10 个馆)

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浙江省义乌市宗泽路 59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

浙江省商务厅
义乌市人民政府

展务执行：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伙伴：

香港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016 现场数据
专业采购商：

100,000

2,190

216,300

平方米

展商

人次

63,160 人
现场交易额：

人民币 174.8 亿元

中国 义乌
全球日用消费品集散地
义乌批发市场共占地 550 万平
方米，拥有 7.5 万个商铺，经营
26 个大类、180 多万种商品。
日人流量可达 21 万人次。

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义博会

1

5 大优势

高效
义博会被多个媒体及组织公认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及
规模最大的消费品/小商品展览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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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
首届义博会于 1995 年举行，历史悠久，并由中国商

批发市场”
- 世界银行、联合国
义乌拥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5,000 名境外客商常驻，每年海
外客商近 50 万人次 。2016 年
出口国家按金额依次为印度、伊
拉克、伊朗、美国、阿联酋。

____________________

务部主办及浙江省人民政府举办。

“电商创业最活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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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位置

- 2016 年阿里研究院报告

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城市，大量中国及海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造就了不少

外的客商常驻及定期前往采购。

大型网上平台以及大量微商和
网店。义乌乃是小商品国内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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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面向内销及外贸

基地，2016 年国内采购商以双

中国国民消费力每年上涨，受此影响，2016 年义博会

位数增长。

迎来双位数的国内采购商增长，同时，维持其在国际
客商的深厚影响力。

5

拓展网上销售及微商渠道
义乌评定为中国“电商百佳县”
、"电商创业最活跃的
25 个县(市)"第一名。不论是国际网上商店或是国内微
商，均以义乌为采购基地。

展品范围
• 五金工具、日用五金

• 日用消费品

• 针纺织品及头饰

• 机电机械、配件

• 家居用品

• 玩具

• 电子消费品

• 宠物用品

• 文化办公用品

• 家用电器

• 节庆用品

• 体育用品

• 电子商务及服务

• 工艺品、饰品

• 户外休闲用品

隆重介绍

国际精品展区

国际精品展区
旨在展示国际化及高品质产品，为海外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国内高
品质供应商提供一个优质平台拓展销售渠道。
义乌乃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城市，汇聚海内外采购商、零售商
采购批发。同时，义乌已成崛起网上商店以及微商的采购基地和集
中地，生气勃勃、商机处处

拓展国内销售渠道
优越展馆位置
集中展出优质产品

国际精品区由香港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策划。
香港雅式展览成立于 1978 年，为国际专业展览公司，于香港、北京、上海、深圳、新加

www.adsale.com.hk

坡设有分公司，每年于中国举办 15-20 个大型展览会。

2016
展会报告

买家情况

同时面向内销及外贸，买家主要为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进出口贸易商和电商。
国内买家行业:
批发商 - 22.15%
生产商 - 18.99%
进出口贸易商 - 11.54%
零售商 - 10.23%
经销商 - 14.74%
电商/网上零售商 - 10.11%
百货超市 - 5.18%
其他 - 7.06%

海外买家行业:
2016 义博会吸引了不少海外及

批发商 - 32.22%

国内知名零售商莅临，包括:

生产商 - 15.82%
进出口贸易商 - 26.29%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



京东商城

百货超市 - 4.49%



兰亭集势

其他 - 6.49%



麦德龙



青岛利客来集团



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

亚洲 - 66.83%



沃尔玛

非洲 - 14.51%



武汉中商集团

欧洲 - 9.33%



物美超市



浙江万客隆



浙江苏宁云商

零售商 - 7.06%
经销商 - 4.56%
电商/网上零售商 - 3.08%

海外买家地区:

南美洲 - 4.48%
北美洲 - 3.73%
大洋洲 - 1.12%

22 年，双童吸管与义博会的共同成长
今年已经是他第 22 个年头参加义博会，双童吸管也从创业初期在展会寻找外贸订单，
开拓眼界的主要目标转变成为内外贸并举，不断创新产品工艺，巩固及扩大品牌知名
度为目的，更成为传递义乌精神和行业标准的领军者。
“双童吸管创办初期，也正是义博会举办的早期，双童吸管 22 年，义博会 22 届，我
们是同年兄弟，并且一起经历风雨，义博会给双童吸管的发展各个阶段带来过无数机
遇，双童吸管就是从义博会走向世界的”
-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
全世界最大饮管品牌生产商

2016
展会报告

同期活动

每年义博会期间，配合市场需求举办多个活动。 2016 年活动以采购洽谈会及电子商务为主。

采购洽谈



“浙江制造”品牌建设高峰论坛



中国零售业百货商品（义乌）采购峰会



义博会电商专场 – 京东招商大会



义博会电商专场 – 兰亭集势订货会



大型零售商采购专场 1 & 2



新兴行业（境外客商）采购专场



2016 年秋冬针纺织品采购对接会



五金行业（境外客商）采购专场



家居用品行业（境外客商）采购专场



智利客商专场推介会



进口商品与品质家居采购对接会

电子商务



中国品牌微商展区



“趋势与转型” 中国义乌首届移动电商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2016 中国互联网+新媒体创新创业大会



国际网红争霸赛



2016“网站第一村•青岩刘”创业时尚盛典



义乌购快递通上线发布会



义乌跨境出口电商发展论坛

策略风向



中外商会会长合作发展论坛



“浙江制造”品牌企业与市场、资本对接会

地理位置
义乌市位于中国浙江省中部，距上海 260 公里，
杭州 120 公里。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我国最大的
小商品出口基地之一，商品已出口到 219 个国家
和地区，年出口 57 万多个标准集装箱，外贸出
口占 65%，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数达 3059 家
居全国县域首位，

交通
飞机航班
直飞航班连接香港、北京、广州、深圳、台北、
乌鲁木齐、重庆等共 19 个城市。
高铁
每天停站义乌的火车达 607 趟。
高铁来往上海只需要 1.5 小时；杭州 35 分钟。

邻近生产基地
义乌为邻近长三角生产基地的采购及
货品集散中心，包括：
慈溪– 电子电器
柯桥 – 布料
上虞 – 雨伞
台州 – 眼镜、塑料制品、家居用品
温州 – 纽扣、鞋子、包装材料
永康 – 五金产品、
诸暨 – 袜业及内衣

拓展经销渠道，成为义博会展商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地址: 香港北角渣华道 321 号 6 楼
邮箱: yiwufair@adsale.com.hk
网站: www.adsale.com.hk
办事处:
Hong Kong

香港

Tel 电话: (852) 2811 8897

Fax 传真: (852) 2516 5024

Beijing

北京

Tel 电话: (86 10) 5129 3366

Fax 传真: (86 10) 5129 3366

Shanghai

上海

Tel 电话: (86 21) 6169 8388

Fax 传真: (86 21) 6469 3665

Shenzhen

深圳

Tel 电话: (86 755) 8232 6251

Fax 传真: (86 755) 8232 6252

Singapore

新加坡

Tel 电话: (65) 6235 7996

Fax 传真: (65) 6235 6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