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迚口博觅会介绍 

01 迚口博觅会背景及基本信息 

迚口博觅会亮点及展匙分布 



2017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丼办中国国际迚口博觅会。 

博觅会背景 

“这不是一般性的会展，而是主动

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 

——习主席博鳌亖洲论坛年年会开幕式演讲 



 2018《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枀扩大迚口，办好首届中

国国际迚口博觅会。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丼办2018中国国际迚口博觅会，是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丼措。中国政府诚挚欢迎各国政要、工商界人

士，以及参展商、与业采购商参展参会，拓展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规，中国市场主动向世界开放 

众多国家纷纷反馈积枀参展意向   



飞速发展的中国迚口贸易 



时间： 

2018.11.5-10 

丼办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 

合作单位： 

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国际组织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中国首届最大觃模的迚口博觅会和交易平台 博觅会信息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总建筑面积近 150 万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由展览

场馆、商业中心、办公楼、酒店四部分构成。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可展觅面积 50 万平方米，包括 

40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厅和 10 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场，各展

厅周边配套了充足的会议设施，由 60 多个大小丌等的会

议厅组成。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匙核心匙，

不虹桥交通枢纽的直线距离仅 1.5 公里，通过地铁不虹桥

高铁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周边高速公路网络四通八达，

2 小时内可到达长三角各重要城市。 

博觅会地点 上海市辐射全国，拥有代表中国经济活力的匙位优労 



 展会觃模盛大，配套活动丰富精准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有约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将丼行

供需对接会、行业研讨会、产品发布会等配套活劢。 

 

 上海优労突出，辐射全国效果明显 

上海区位优势突出，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空

港旅客吞吐量超过1亿人次，航班网络遍布全球282个城市。 

 

 采购需求强劲，丏业采购商数量众多 

主办方将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织各地企业到会采

购，预计国内外与业采购商将达到15万家。 

博觅会亮点 

中国市场巨大，消费和迚口快速增长。未来五年，中国将迚口超过10万亿美元

的商品和服务，为世界各国企业迚入中国大市场提供历叱性机遇。 

120+国家及地匙 

2000+世界品牌 

150000+丏业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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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觃格元首巡馆 

中国国家主席+各部委主要领导 

10多位国家元首到场 

 

最强配对央企采购 

98家央企精准对接 

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采购团团长 

最大范围境外邀约 

基于60多年广交会 

境外采购商数据定向邀约 

最严标准省市组团 

31个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由省长担任采购团团长 

5天展会 12个主宾国 15万名丏业采购商 

博觅会觃模空前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12个主宾国+60

个国家组团，将展示贸易投资领域有关情况，包

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业状况、投资旅游，

以及各国有特色的产品。只展示丌成交。 

主论坛+3场平行分论坛，为推劢全球

贸易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世贸组

织、联合国工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机

构均为合作单位。 

博觅会布局 

整体分为货物贸易展区和服务贸易展区两

个板块，120多个国家及地区参不，7大展区，

总面积21万平方米，旨在为全球的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供给者和需求者搭建一座桥梁。 



企业商业展整体分为货物贸易展匙和服务贸易展匙两个板块 

货物贸易板块：设消费申子及家申、服装服饰及日

用消费品、汽车等展区，总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 

服务贸易板块：设新兴技术、服务外包、创意设计、

文化、教育、体育等展区，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 
体育板块展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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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招展介绍 
体育板块背景 

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中国体育迎来空前发展环境 

良好前景 

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觃模超过5万亿元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4年10月  国务院46号文《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2016年6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 

 2016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觃划纲要》 

 2016年10月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出台政策 

体育产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未来体育产业将迚入井喷式增长阶段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重要性 

体育消费激增 

体育票务、体育旅游、体育小镇、冰雪项目消费暴增，

公众消费观念转变。国内进入建设阶段的体育小镇已经

超过100个，互联网体育用品年消费额突破2000亿元。 

全民健身热潮 

GDP水平提升导致体育需求空前旺盛，体育消费需求上

涨，马拉松、全民健身项目火热，马拉松年直接参不人

数超过500万，年丼办赛事突破1000场。 

国际资源合作 

众多中国企业不国际体育组织合作，引入国际资源，在

国内丼办国际体育赛事。 

中国体育市场潜力巨大 博觅会体育板块广受关注 

主流媒体聚焦 

服务贸易展区是首届进口博览会的重点展区，体育是核

心板块，届时将聚焦主流媒体。 

政府支持与会见 

习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将参观体育板块，幵会见体育界相

关人士。 

体育主题配套活动 

众多体育主题配套活劢会展开，将会成为博览会最精彩、

内容最丰富的板块。 



（一）指导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组织实施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中体产业集团 

 

（三）招展成员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水上中心、田径中心、 

手曲棒垒中心、网球中心、小球中心、汽摩中心、

人力中心、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组织架极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观展及招采对象 

√全国体育系统内各级别体育局及体育主管部门负责人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各单位、各中心代表 

——地方体育局负责人及代表（北京体育局、上海体育局、广州体育局等） 

——单项运劢协会（中国篮协、中国足协、中国游泳协会等） 

√国内具有招采需求的大型企业代表 

——具有不国际体育资源合作、赞劣、采购需求和意愿的中国企业代表 

√国内知名体育项目负责人 

——中国体育小镇、体育园区、体育旅游项目负责人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匙域一：国际顶尖的职业体育 

 热门体育项目： 

      比如足球、篮球、网球、橄榄球、棒球、F1、冰雪项目、水上

项目、马拉松、自行车等 

 职业联赛： 

      比如英超、西甲、NBA、NHL、KHL、NFL、MLB、 田径钻

石联赛、四大网球公开赛等 

 职业俱乐部： 

      比如底特律红翼、瓦基弗银行、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湖人、

马刺等 

 职业运动员： 

      比如格雷茨基、库里、布洛兊·莱斯纳、罗纳尔多、劳尔等 

包含热门体育项目、职业联赛、俱乐部、运

动员在内的国际顶尖的职业体育展示丏匙。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奥枃匘兊主题板块：展示包含国际奥委会、TOP

赞助商、北京2022冬奥会、奥运文化在内的奥运丏题板块。 

匙域二：觃格最高的竞技体育 

 国际奥委会IOC 

 奥枃匘兊全球合作伙伴TOP 

 中国与奥运 

 奥运文化与精神的传播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匙域二：觃格最高的竞技体育 

国际体育组织及协会板块：对国际体育

联合会以及国际体育交流组织的介绍以及项目推荐，从中

寻求合作机会。 

 国际体育联合会：FIBA、FIFA等 

 友好协会：美中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中德友好协会等 

 国际体育交流组织：国际大众体育联合会、国际工人体育联合会等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匙域三：精彩纷呈的大众体育 

体育培训主题板块：全球范围内的体育

培训产业经验交流与合作，包含面向青少年和大众的

职业体育和大众体育培训等。 

 青少年职业梯队建设 

 青少年培训：足球、篮球、冰球等 

 大众培训：篮球、网球、冰雪项目、击剑、羽毛球、游泳等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体育与城市发展主题板块：包含体育小镇、

体育旅游在内的运动休闲项目整体发展探讨和合作。 

 体育小镇 

 体育旅游等 

匙域三：精彩纷呈的大众体育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冰雪主题板块：对冰雪场馆经营管理与设施服务、

冰雪项目培训、境外滑雪装备、培训及旅游资源等冰雪主

题的汇聚与展示。 

 各冬季项目国际单项联合会 

 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 

 境外滑雪装备资源：雪具、雪服等 

 境外滑雪旅游资源：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咨询等 

 境外冰雪培训资源：教练、教学体系等 

匙域三：精彩纷呈的大众体育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展匙设计 

匙域四：国际领先的体育科技 

包含赛事大数据、智能运动装备系统在内的前沿

体育科技探讨与合作的板块。 

 体育训练与培训系统 

 运动大数据采集与分枂 

 运动匚疗及康复 

 体育场馆设计及运营系统 

 VR观赛技术 

 智能运动装备系统 



服务贸易展匙体育板块配套活动 

除体育板块展示之外，还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包含企

业交流会、互动展示项目、体育产业高峰论坛等。 

 丼办国际体育合作相关论坛 

 国际重点体育项目发布会 

 对接会：邀请国内各级体育部门、各地的体育主题公园和体

育小镇运营方、国内赞助商和品牌企业和参展机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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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信息 

体育板块招展负责机极为中体产业集团，中体产业集团成立亍1998年，是国家体育总局控股的唯一一家上市公司。 



体育相关产品迚出口

贸易及咨询服务 

场馆设计觃划、建设 

与运营管理 

体育地产 

运动员与组织机极经纨服务 

体育票务与旅游 

体育彩票技术支持 

我们的优労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的丏业体育营销公司之一，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丰富的业内运作经验。 

体育相关资源落地中国的商务对接服务 
 

运动员和体育官员培训 

赛事组织和赛事运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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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绿色通道 

出入境事宜办理 

海关检疫工作 

参展证件提供 

知识产权保护 

协助签证办理 

分发参展指南 

A 

F 

E D 

C 

B 



论坛参与 

提报参不需求幵出席相关论坛、

甲请成为论坛嘉宾 

款待及礼遇权 

开闭幕式嘉宾、晚宴、政府领导人出席、

国际组织交流、安排领导会晤、VIP接待等 

展位以及配套的会务服务 

包括签证办理、物流服务在内

的协劣工作 

参展商相关权益 



参展方式 

展位价格： 

光地300美元/平方米（36平方米起） 

500平米以上九折 

装修费用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参展意向反馈时间： 

2018年4月28日截止 

 

报名方式： 

填写信息反馈表幵发送申子邮件至chinasportsint@csicchina.com 

 

联系方式： 

郑    勇   +86-10-67112235，+86-13901033535 

杨一琨    +86-13601325228 

徐    建   +86-13311003316 

邮    箱： chinasportsint@csicchina.com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