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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中国烘焙食品行业规模（亿元，2012-2022F）

数据来源：uromonitor

世界烘焙市场总体规模预计超过3000亿美金，截至2018年，中国烘焙市场规模

超过2000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烘焙产品消费市场

从2012年至2017年，中国烘焙产品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3%，2017年中国烘焙市
场 总规模1945亿元人民币，2018年市场规模约为2065亿元人民币，至2022年烘焙
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

世界人均烘焙食品消费量平均水平每人每年为18.7公斤，2017年中国大陆人均烘
焙食品消费量为6.9公斤，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同期英国和美国的人均烘焙食
品消耗量分别为48.2公斤/人和40.2公斤/人，分别是中国的6倍和7倍；与饮食习惯
相近的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我国大陆的人均消费量仍具有两倍甚至三倍
的增长空间

2016年的烘焙行业统计数据，中国70%以上的烘焙糕点通过手工烘焙店销售，即
新鲜未包装糕点，大多为自有品牌；而同期日本销售的主要是包装类产品，其三大
品牌占据60%的市场份额

中国烘焙消费能力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市场综述-烘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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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80%以上的面包店使用冷冻面团或冷冻烘焙食品；法国工业化面
包店生产的面包中，冷冻面团产品已占有39%的市场份额；由于中国冷
冻技术发展起步较晚，约5%左右

工业化生产和连锁烘焙店一般有自建的面团工厂，而小型面包房、咖啡
馆、酒店、餐厅等则需要冷冻面团工厂解决人力、设备、配方、耗损等
问题，因此近年来冷冻面团行业发展迅速

随着冷链物流的发展，冷冻面团工厂有了更大的服务半径，对于工厂本

身或烘焙产业的扩张，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面团工厂也迎来新的发

展时机

冷冻烘焙食品诞生更易于扩大生产规模

市场综述-烘焙篇



冷冻烘焙食品的发展不仅可以使产品的成本下降，保质期也可以更

加延长，在口感上也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冷冻烘焙食品的发展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受众面也会更加广泛，未来烘焙行业会出现越来越

多的新产品

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冷冻面团工厂，至2013年，冷冻面团工厂超过50家，

除了中国本地企业，美国、日本的冷冻面团工厂也逐渐进入，当年估计冷

冻面团市场总额为20亿元，如今市场规模预期超百亿。

冷冻烘焙食品的诞生更易于实现连锁经营

市场综述-烘焙篇

速冻技术的应用、各种新颖预拌粉等为烘焙业特别是饼屋，提供了

生产鲜食的烘焙食品的可能性，由中心工厂生产，建立连锁销售网

和加盟店系统，为传统食品和现代工业结合的最有前途的模式



美团点评发布的《2019中国烘焙门店市场报告》，2019年上半年，美团点评

已收录的全国线下烘焙门店数量已接近50万家，其中面包蛋糕类门店接近40万

家，面包蛋糕成为烘焙门店第一大品类

味多美、巴黎贝甜、面包新语等烘焙连锁店面稳步发展，各地私房烘焙如雨后

春笋般崛起，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烘焙门店极具发展潜力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烘焙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市场前景趋势报

告》数据显示，手工类烘焙门店目前占据72.8%的市场份额，也是面包、糕点

类西式烘焙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

中国烘焙店面行业发展迅速

市场综述-烘焙篇



现制烘焙的短保烘焙产品更聚焦早餐市场，中长保产品更关注休闲食品市场，
中国的手工烘焙企业市场占比份额远高于其他国家

一线城市烘焙甜品门店数量占比下滑，三线及以下城市门店数量占比，已由
2016年的21.8%上升至2018年的34.4%，大量新店出现在下沉市场

中央厨房和冷链物流体系的发展，为烘焙店面的快速扩张提供便利

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青年群体是烘焙门店的主流客户，而且消费者中女性消
费人群占比为76.9%

随着消费者对新鲜、有机、健康的饮食诉求日益强烈，全麦、黑麦等添加膳食
纤维，并且低油、低糖的现制烘焙产品愈发受欢迎

中国烘焙店面呈现以下特征

市场综述-烘焙篇



三大驱动因素助力中国烘焙业未来5-10年持续高增长

烘焙食品正餐化

面包、蛋糕、糕点等原本作为零食、
补充食品，现在却逐渐出现在中国人
的正餐中，特别是食用更加便捷的面
包，成为了都市人的早餐新宠。同
时，由于西式饮食文化的渗透，人们
在午餐和晚餐食用这类烘焙食品的几
率也在逐步攀升

烘焙食品多场景化

除了正餐摄入增加，聚会、出游等休
闲活动的增加为烘焙食品的消费带来
了更多的场景，正如蛋糕的消费场景
由单纯的生日蛋糕扩展到各类节日、
庆典、婚礼等，消费场景日趋多元化

根据购买渠道便捷化

目前烘焙食品的购买渠道只有线上线下
烘焙门店、商超便利店以及线上电商渠
道等。随着小型超市、便利店等新兴零
售渠道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越来越多
的短保和长保工厂也开始通过电商渠道
销售。相信由此带来购买渠道的便捷化
将持续提高烘焙食品的购买频次

市场综述-烘焙篇



市场综述-烘焙篇
中国烘焙店面行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商机

对烘焙技术水平提升、店
面运营管理、烘焙设备方
面需求迫切

青年消费者对烘焙产品早产
化、鲜食化、健康化的需求
旺盛，因此对烘焙新产品研
发、饮食文化推广方面需求
增加

中国烘焙企业主要有外资成熟
的烘焙品牌、内资跨区域连锁
品牌、规模较小但数量巨大的
地方烘焙品牌（包括私家烘
焙、网红烘焙店等），行业竞
争格局分散，缺乏强有力的龙
头企业和品牌，产业整合空间
大

对烘焙技术水平提升、店面
运营管理、烘焙设备方面需
求迫切

产业整合空间大 行业技术需求迫切 消费需求旺盛



“ 1+N” 烘焙行业新风尚

跨界业态融合——烘焙+咖啡、茶饮、冰激凌………

“轻食主义”日渐流行，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旺盛。轻食正当
时，它所悄然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饮食习惯，还有烘焙行业的新风尚

根据美团点评数据显示，2018年茶饮店中44%售卖甜品、40%售卖轻食、
27%售卖咖啡。茶饮、咖啡、鲜榨果汁、糕点、轻食、面包成为烘焙店
和茶饮店的交叉地带

2017年，中国便利店行业增速达23%，市场规模超过1900亿元，在超市和
商场销售额连年下滑的状态下，便利店保持强势增长，中石油、中石化等
纷纷加强便利店建设，增加咖啡、烘焙、简餐等内容，成为新的发展亮点

市场综述-特别篇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中国生咖啡消费量由2003年的11.69万袋(60kg)上升到
2018年的30.45万袋，年复合增长率为24.28%，而同期全球咖啡消费量年复合增速仅
为2.58%，中国咖啡市场增速几乎是全球的10倍

从2013年至2018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持续增加。2018年我国人均咖啡消费量约
为6.2杯，较2013年增长一倍，但人均消费量仅为香港人的2.5%，美国的 1.6%

2018年我国速溶咖啡约占我国咖啡市场总额的68%，即饮咖啡约占10%，现磨咖啡约

占18%。过去几年中，国内咖啡行业保持着15%至17%的增速，但传统速溶咖啡的增

速已经陷入停滞，只有1%到3%，增长主要来自于现磨咖啡，同时精品速溶咖啡崛起 ，

例如三顿半2019年双十一当天销售额超过3千万元

与全球平均2%的增速相比，中国的咖啡消费涨势惊人。预计到2024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均咖啡消费量可达到10.8杯。

随着国内消费者对咖啡好感度不断提升，我国的咖啡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在咖啡原料进口、精品咖啡豆消费、咖啡店面和线上销售方面，市场缺口较大。

到2024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可达10.8杯

市场综述-咖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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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眼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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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奈雪の茶和36氪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2019新式茶饮消费白皮书》，中国茶饮市场
（门店+原叶）的总规模在2019年将突破4000亿元，是咖啡市场（门店+咖啡豆）规模的2

倍。现制茶饮市场规模预估在500亿至800亿元

根据2019年4月《美团外卖奶茶真香消费报告》，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现制茶
饮门店数量已达到41万家，一年内增长74%

从2015年12月到2019年2月，新式茶饮品牌涉及的亿元级别融资事件达到8起，在资

本寒冬，美妆、咖啡、新茶饮等是为数不多的热门项目

随着青年群体消费习惯转变，新鲜、健康、时尚等标签变得越来越重要，出自茶饮

一脉的新茶饮承上启下，在传统和时尚之间引领消费新潮流

茶饮市场将持续保持3%-5%年复合增长率

市场综述-茶饮篇



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冰激凌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2018年我国冰激凌市场规模
将达435亿元

我国冰激凌生产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2018年线上冰淇淋品牌仅有60余家，而2019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140多家。钟薛高等网络品

牌抬高了冰淇淋市场的上限，双黄蛋等线下品牌抬高了市场下限，整个产业都在升级，市场

蛋糕被做大

天眼查统计显示，目前国内拿到机构融资的冰淇淋品牌至少有17家，其中鲜果丛林、
TopCream、nobibi、绮妙、Vivi Dolce、Petit Pree、冰天美帝、马里奥斯均拿到了天使轮融
资，钟薛高、冷恋、ICE机摩人、可米酷等品牌也已进入A轮融资阶段

线下渠道依然是冰激凌市场的主力渠道，但2015年以后，线上渠道发力加上小众品牌崛

起， 中国冰激凌市场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整个冰激凌产业持续升级中

市场综述-冰激凌篇



新市场新渠道—Bake & Shop

打造中国烘焙店面的行业盛会

 拓展国内外行业的优质资源

 一站式开店解决方案

 绝佳的品牌展示平台

 获取行业最新潮流趋势

 优质买家提前配对计划

Bake & Shop 依托于德国斯图加特südback母展在欧洲烘焙和糖
果业中累积的四十多年展览经验和行业资源，量身为中国烘焙店
面行业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行业盛会。
https://www.messe-stuttgart.de/suedback

südback

https://www.messe-stuttgart.de/suedback


全球系列展



1967
斯图加特酒店、餐饮、糖果店

和咖啡馆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斯图加特国际烘焙及糖果展览会

1978

1994
土耳其烘焙、糕点、冰激凌、

巧克力设备与技术展 览会

中国国际烘焙店加盟及配套展览会
2021.11.11-13

……  
待续

Messe  
Stuttgart

全球重要布局-亚洲子展落地



INTERGASTRA
 INTERGASTRA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主办，是欧洲三大酒店展之一。

 INTERGASTRA每两年一届，是欧洲酒店与餐饮服务行业内历史最悠久的展会之

一，也是顶级的推广与销售平台之一。

面 积： 11.7万平方米

展 商： 1,497

专业观众： 10万+

展览范围： 食品类、厨房设备及清洁、冷藏设备、酒店用品及装饰、
咖啡及糖果、酒水饮料、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服务及IT等

 官方网站：https://www.messe-stuttgart.de/intergastra

https://www.messe-stuttgart.de/intergastra


südback

面 积： 6.5万平方米

展 商： 708

观 众： 3.75万+

展览范围： 烘焙店、咖啡、冰淇淋、糖果及巧克力、烘焙设备及技术、冷藏设
备、销售终端设备、包装材料、烘焙原料及辅料、食品售卖车、店面
设计、销售耗材、服务、信息、管理等

 官方网站：https://www.messe-stuttgart.de/suedback/

 südback始于1978，由德国斯图加特主办，获得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和西南地区烘焙

行业协会以及巴登-符腾堡州糖果行业协会、BÄKO公司的大力支持。

 südback专注于烘焙店面行业，是欧洲顶级烘焙及糖果业展会之一，每届展会都能吸引

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观众。FRANKE咖啡连锁、MIWE、VEMAG、CORMAN、

LESAFFRE等品牌连续多年参展。

https://www.messe-stuttgart.de/suedback/


IBAKTECH

面 积： 5万平方米

展 商： 341

观 众： 8万+

展览范围： 烘焙店、咖啡、冰淇淋、巧克力、烘焙和冰激凌设备及技
术、烘焙原料及辅料、模具、冷链贮藏、包装耗材、销售
终端、信息和服务等

 官方网站：http://ibaktech.com/

 土耳其烘焙展（IBAKTECH）是土耳其唯一的烘焙和糖果业展览会，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
公司组织，EKMADER(土耳其面包和烘焙机械工业协会)、GIDAKAT (食品添加剂工业协会)
及土耳其厨师和面包师联盟联合支持举办。展会已成功举办12届。

 土耳其地处亚欧大陆链接处，辐射中东和欧洲市场，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烘
焙类展会。展会获得土耳其贸易部和土耳其中小企业发展组织的支持，是中东地区规模最
大的烘焙展。

http://ibaktech.com/


Bake & Shop

官方网站：www.bakeandshopexpo.com

Bake & Shop 是德国südback的亚洲子展，与土耳其IBAKTECH同为其全球系列展会。
借助于südback积累四十余年的行业资源和展览经验，Bake & Shop 专注于烘焙店面

领域，致力于搭建烘焙店面行业的商贸、交流、一站式采购平台。

面 积： 12,000+ 

展 商： 500+

专业买家： 15,000+

特约买家洽谈中心：为不同客户提供B2B精准对接，预计
70%的特邀买家个人年采购预算超过5000万元

中央厨房特色体验区：为原辅料供应商、设备商、烘焙学
校、品牌店铺等提供现场展示和推广平台

活动赛事：同期将举办高端产业论坛、烘焙师培训、店主
培训及多种赛事和推广活动

中国国际烘焙店加盟及配套展览会

http://www.bakeandshopexpo.com/


关于Bake & Shop



Bake & Shop 是德国südback的亚洲子展，与土耳其IBAKTECH同为其全球系列展会。

根据Euromonitor 2016年的烘焙行业统计数据，中国70%以上的烘焙糕点通过手工烘焙店销售，即新鲜未包装

糕点。近年来，以好利来、味多美、巴黎贝甜、85°C等为代表的老牌烘焙连锁不断扩张，以及原麦山丘、奈

雪の茶为代表的新式连锁店成绩喜人，再加上自主创业的私房烘焙崛起，烘焙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沿袭母展südback的展览定位，Bake & Shop 致力于为烘焙店面行业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为烘焙店主、 烘焙

从业者等提供全方位服务，打造烘焙店面行业的专业展览。

官方网站：www.bakeandshopexpo.com

中国国际烘焙店加盟及配套展览会展会介绍

专业买家： 15,000+

展 商： 500+

面 积： 12,000+

http://www.bakeandshopexpo.com/


展商构成
 加盟店

品牌加盟店、店面装饰、解决方案及服务等

 饮料
 茶、咖啡、水果和蔬菜汁

 朗姆酒、力乔酒、餐前开胃酒、鸡尾酒、

葡萄酒等

 食品供应商和陈列柜

食品供应商，OEM/ODM代工等

 冷臧运输车辆

 烘焙设备

烤箱、搅拌机、锅炉、自动化面包生产和

包装设备、测量技术、手推车、烘焙工具、

烘焙器具模具等，烘焙相关实验室及检测

设备、烘焙工艺与发展技术

 烘焙产品包装
烘焙产品包装材料、包装设备及工具、包

装设计

 烘焙原辅料产品

面粉、坚果、肉制品、特殊香料和配料、

谷物、油制品、烘焙馅料、蛋糕装饰、

烘焙添加剂和防腐剂、奶酪和乳制品等

 服装

围裙、手套、特殊服装、制服等

 烘焙培训和认证机构及服务、媒体

 收银机和信息技术



烘焙成品批发商、经销商及代理商

烘焙原辅料经销商 烘焙生产商

咖啡馆、茶饮店

私房烘焙工坊

烘焙师

个人烘焙工作室

烘焙培训机构

餐饮机构

加盟店投资人

酒店、商超、卖场

投资机构、咨询公司、行业顾问

家庭烘焙爱好者

其他

买家来源

烘焙店、面包房

中央厨房



中国、德国、土耳其四展联动，以四十余年行业经验专注于烘
焙店面领域，打造店面一站式采购服务平台

德国展团、美国展团、土耳其展团、日本展团、韩国展团等组
团参展，国外优质原辅料集成商、设备商、工具商、贸易商等
参展，汇集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的高性价比产业资源

B2B精准对接，组织来自中国、德国、土耳其、日本、韩国等地
的特邀买家，其中70%的特邀买家年采购预算超过5000万元

世界级赛事，在中国进行最终选拔后，选手将赴德国、土
耳其参加决赛，闪耀世界舞台

我们的优势



为什么在南京举办

市场下沉

• 长三角地区拥有经济、文化、地域三重优势，是烘焙产品的主要消费区
域。近年来，烘焙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新兴“蓝海”市场，对技术、设
备、品牌连锁加盟等市场缺口较大，特别是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烘焙店
面行业发展迅速

政策扶持

• 发改委于2016年公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南京被定位为
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将成为“上海-南京-安徽”长江下
游经济带的中心，即“上海-江苏-安徽”长江下游经济带的中心。随着南
京城市地位的上升，南京将迎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利好

自有展馆

•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交通网络覆盖全国，配套设置成熟完善。南京斯图加
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负责展馆管理工作



四十余年打造全球行业资源网络
行业展会覆盖欧洲、中东地区和海湾地区、亚洲地区



国际销售团队招募国外优质展团
关于烘焙展项目-全球超过6个办公室共同服务

China·Beijing,Shanghai,Nanjing,Gua
ngzhou…

United Arab Emirates·Dubai

Turkey·Istanbul

Germany·Stuttgart

Morocco

Kenya



国际展商线上展示
数字连接打破地理空间的局限

NEW

 企业在线无间断地展示产品、公司相关信息

 观众与参展商在线实时沟通和一对一视频

 跨区域吸引更多新客户

 与买家建立联系，线上交换名片

 召开一对一的会议，讨论业务需求



Matchmaking——特邀买家计划
行业资源一对一的配对服务，接洽国内外资源，提供全球烘焙领域的集成商、采购商洽谈配对的机会

特邀买家是具有采购决策权的高级决策人，他们希望在展会中寻找

相匹配的产品或资源，带有明确采购计划和意向。

谁能成为“特邀买家”？

未来或近期对Bake & Shop展会中的产品有购

买需求或合作意向

拥有行业身份，可以来自烘焙店面、贸易公司

等，也可以是有加盟意向的单位和个人等

对采购或加盟拥有话语权，包括决策权、推

荐权、审核权等

钻石级：采购预算在1000万元及以上

铂金级：采购预算在500万元（包含）至1000万元

黄金级：采购预算在100万元（包含）至500万元

什么是“特邀买家”？

“特邀买家”的级别



现场赛事接轨世界顶级杯赛
通过Bake&Shop闪耀世界舞台

2021 2022

中国区·初赛

C h i n a · N a n j i n g

茶饮、咖啡·复赛

T u r k e y · I s t a n b u l

烘焙·复赛

G e r m a n y · S t u t t g a r t



行业主题峰会与论坛沙龙
国际烘焙协会资源打造高水准的行业会议



职业技能和经营培训—烘焙师与面包店主
国际烘焙协会、院校与讲师资源



关于主办单位



Bake & Shop 由中国国际商会、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和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CCOIC）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全国性商会组织，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商会

（ICC）工作的国家商会，在开展与国际商会有关业务时使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名称，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实行会员制，主要职责是促进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代表中国工商界向国际组织和中外政府部门反映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推

广，在企业界积极倡导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截至目前，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数量已达26.1万家，其中包括绝大多数中央企业、全国性金融机构以及一大批知名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国际商会已经成为我国会员最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涉外商会组织之一。

关于主办单位



Bake & Shop 由中国国际商会、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和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Nanjing Stuttgart Joint Exhibition Ltd.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由德国斯图加特

展览公司和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公司承接

各种展览、会议、活动等，涉及物流装备、教育、旅游、房车露

营及生活家装在内的众多行业。

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商会常务理事单位，常年代理及主

办的国际专业展览会有100多个，累计服务了80,000多家外向型企业，公

司通过UFI（国际展览联盟）和ICCA（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认证，还是

广交会海外合作伙伴MREP，2020年迪拜世博会官方授权票务商。

关于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国际商会（CCOIC）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企

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全国性商会组织，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商会（ICC）工作的国家商

会，在开展与国际商会有关业务时使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名称，业务主

管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实行会员制，主要职责是促进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代表中国工商界向国

际组织和中外政府部门反映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在企业界积极倡导

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截至目前，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数量已达26.1万家，其中包括绝大多数

中央企业、全国性金融机构以及一大批知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国际商会已经成为我

国会员最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涉外商会组织之一。

以建设枢纽型商会组织为目标，中国国际商会内设办公室、会员发展部、综合业务部、

会展部、双边合作部、多边合作部、法律服务部、培训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

局、党委等办事机构，与中国境内外其他商协会组织开展机制性合作，向会员和其他企业提

供国际交流、行业合作、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会展策划、项目招商和业务培训等服务。

 官方网站：http://www.ccoic.cn/

http://www.ccoic.cn/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化的展览、活动、会议组织机构，同时还运营着十一万平

方米最先进的展览及会议场馆—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每年承接80场大型展会。自2012年运营以来，公司已经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活动及会议，

涉及物流装备、教育、旅游、房车露营及生活家装在内的众多行业。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分别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和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成立。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是德国著名的展览公司，依托巴登-符腾堡州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地理区位

优势，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营销网络覆盖各大洲，在世界各地有54个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南京河西

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是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面

负责江苏领先的展览中心—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工程建设和场馆经营管理工作。

官方网站：www.messenanjing.cn/



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是中东国际展览集团（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简称迪拜MIE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迪拜MIE集团于2000年在阿联酋迪拜成立，是较早在

阿联酋成立的专业展览机构，开辟了中国企业“以展团形式”赴中东参展之先河。在迪拜展览

市场成熟后，迪拜MIE集团又陆续开辟沙特、卡塔尔、伊拉克、埃及等周边国家，成为100

多个当地知名国际展会的总代理，累计帮助8万多家中国外向型企业进入中东非市场。同

期，迪拜MIE集团在全球设立多家分公司，逐步形成了“立足中东非，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发展理念和服务特色。

官方网站：www.mieevents.com/

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ieevents.com/


国际化团队
不同的项目选择不同国际背景的项目经理，用国际化的筛选方法选择
适合我们的有潜力的市场

全方位多层级宽领域推广方式
户外广告、报纸杂志、新闻报道、电视电台、网站邮件、社交媒
体、新闻发布会、展位推介会

同期活动
B2B精品买家配对、WORKSHOP研讨会、国际支持单位

迪拜MIE集团

线上展览GTW平台
产品上线展示，买家询盘，智能匹配，在线洽谈和预约在线视频
会议、营销统计等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展馆官网：http://www.nanjingexpo.com.cn/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处河西新城核心区域，是一座集展览、会议、住宿、餐饮、演艺、赛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场馆。位于南京最具国际化都市概

念的元通商圈，高端商业综合体建筑群、网红地标国青中心、南京眼以及现代化滨江新岸线近在咫尺。总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

 展馆9大展厅，室内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

 博览会议中心，4.65万平方米，强大的会议设施，满足不同规模会议需求。

 博览中心酒店，252间客房，商务人士理想之选。

 地下停车场，可泊车5800余辆，含近40个大巴停车位。





Thank You!
期待与您合作

2021年11月11-13日
中国·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www.bakeandshop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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