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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后报告 Show Report
THE 23rd CHINA WEDDING EXPO

展览会名称 Show Name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览会

暨国际儿童摄影、主题摄影、相册相框展览会

CHINA WEDDING EXPO 2013

展览地点 Venue

上海世博展览馆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展会概况 
Show Profile

1  号馆
展出展品：相册相框、摄影器材、影像输出设备及耗材、管理软件 
Exhibits:  Wedding Album & Frame, Photographic Equipment & 
               imaging output equipment，Management Software

2  号馆
展出展品：婚纱礼服，主题服饰
Exhibits:  Wedding Gown, Evening Dress And Groom's Wear

3  号馆
展出展品：主题样片、儿童摄影服饰、样片及加盟
Exhibits:   Theme Photography, Children Photography

展馆分布 Floor Plan

展览日期 Show Date

2013年1月15日-18日

15-18 Jan. 2013

展商总数
Exhibitor Numbers

620家

1层

地下一层

2层

1层

地下一层

2层
三号馆展厅

二号馆展厅

四号馆展厅

一号馆展厅

入
口

4  号馆
展出展品：婚庆百货及礼品、彩妆用品、摄影背景道具、影楼家具、
                  空间与橱窗设计、网络营销管理，咨询培训
Exhibits:  Wedding accessories and gift, Beauty Product, Photography 
               Backdrop,  Furniture and window design, Website marketing 
               and training management

展出面积
Gross Exhibition Area

70,000 平方米sq.m 

观众总数
Visitor Numbers

6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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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满意度分析 Feedback from Exhibitors
90%的参展商对参展成效表示满意，对观众专业化程度表示非常满意。96%的参展商现场当即决定参加下一届展览会。

Majority of exhibitors 90% satisfied with the show. Furthermore, they claimed the show is fruitful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very 

pleased with the visitors. 96% of them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2013.1 onsite.

本届展览会参展商总数620家，分别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韩国、日

本、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代表着婚纱摄影行业发展前沿的生产商和供应商。

The total number of Exhibitors is 620. They are all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represent the forefront development in the 

photography sector, coming from sever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e China, China HongKong SAR, China Macau SAR, China 

Taiwan Province, Korea, Japan, France, Malaysia, Singapore, Italy, USA and etc.

展商分析
Exhibitors Profile 

展商数据 Database of Exhibitor 

展台参观者数量及质量
To No. and Quality of Visitor

0 20 40 60 80 100

非常满意Very Fruitful  58%     

满意Satisfied  33%

一般Ohters  9%

现场观众及买家服务
To Buys and Service

0 20 40 60 80 100

非常满意Very Fruitful  45%     

满意Satisfied  51%

一般Ohters  4%

参加下届展览会意向
Intention of Next Show

0 20 40 60 80 100

参加Participation  96%

其他Others  4%

参展目的 Aim of Exhibitor

25%

32%
25%

10%

4% 4%
现场签单 Sign on-site  

维护及巩固老客户 Strengthen customer 

推广新产品 Release new product  

寻找经销商/代理商 Seek distributor   

获取市场信息Get Information  

展示形象 Showcase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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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众来源情况 Analysis of Overse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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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统计 Data of Visitors

国内观众 Domestic Visitors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西南
Southwest China

4.11%

华东
East China

53.86%

华南
Southern China

5.38%

东北
Northeast China

8.40%

华北
North China

12.92%

西北
Northwest China

4.01%

华中
Central China

11.32%

本届展览会共到场观众60,000人，其中国内专业观众58650人，

海外专业观众1350人，分别来自海外4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180个城市。专业观众覆盖地区数

再创新高。

Visitors from 1180 cities,  31 provinces in China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42 

overseas regions and countries.

大洋洲
Oceania

港澳台地区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非洲
Africa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韩国Korea 18.99%;  马来西亚Malaysia 6.13%;  印尼Indonesia 6.28%
印度India 1.07%; 日本Japan 2.76%;  

土耳其Turkey 6.28%
俄罗斯Russia 5.67%; 

法国France 0.77%; 

1.54%

1.21%

31.4%

0.77%

50.53%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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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行业媒体合作 Domestic Media Advertisement

媒体宣传
Media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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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hotography      Today Portrait          www.heiguang.com

Children's Photography      Visual of  Wedding          www.wedphoto.cn

Discovery Resource          www.qgyinglou.com    www.hunjia.hc360.com

www.hsw365.com

大众媒体推广 Media Publicity 

本次展会在425家专业和大众媒体上刊登展会广告及信息，现场接待了25家媒体的55名记者，发稿约526篇 。
This exhibition advertised and information published on 425 specialized and mass media. Totally 55 reporters, journalists from 
25 media visited the exhibition and more than 526 presses released.  

-《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    
-《文汇报》Wenhui News
-《新闻晨报》Shanghai Morning Post   
-《新民晚报》Xinmin Evening News  
-《新闻晚报》 Shanghai Evening Post   
-《青年报》Youth Daily  
-《劳动报》Labor Daily      
-《上海商报》Shanghai Business  
-《I时代报》Metro Express    
-《经济日报》Economic Daily
-《中国会展》China Conference & Exhibition   
-《国际市场》World Market
-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广新闻 SMG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China News Radio
- 新华社上海分社 Xinhua News Agency   
- 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  China News Service
- 人民网  www.people.com.cn    
- 东方网  www.eastday.com
- 解放牛网 www.jfdaily.com    
- 中国贸促网 www.ccpit.org
- 上海贸促网 www.cpitsh.org    
- 京报网 www.bjd.com.cn

HEI UANG.C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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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名单
List of VIPs

(排名不分前后)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主席 闫太昌先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副会长           王    烈先生

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领导               梁兆山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丽娜女士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重庆金夫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生俊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广东江门色色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建成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婚纱摄影专业委员会会长               温思源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人像摄影杂志社社长                            冀运表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深圳天长地久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    圳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会长                        匡丽英女士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西安蒙娜丽莎婚纱摄影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仲阳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                                               黄利明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秘书长                                             马志霞女士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                                               顾春霆先生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蕾女士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任洪良先生

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俞祖懋先生

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魏丕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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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及秘书长

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副会长                                             孙广义先生

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高明时先生

河北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傅中南先生

河北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郝    妮女士

杭州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沈招云先生

杭州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陈    莹女士

盐城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陈    敏先生

盐城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李士雄先生

山东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济南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王和桢先生

山东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姜    华女士

青岛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王芳萍女士

青岛市摄影行业协会驻会常务副秘书长                                   任    涛女士

临沂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会长                                           赵    宏先生

临沂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                                         于    明先生

浙江嘉兴市照相行业协会会长                                           冯月明先生

浙江嘉兴市照相行业协会秘书长                                         田苏明先生

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林宁生先生

扬州市美发美容与摄影协会会长                                         纪庄康先生

扬州市美发美容与摄影协会秘书长                                       曹    力女士

金华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朱海斌先生

金华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蒋荣业先生

重庆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代席勇先生

重庆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简国柱先生

黑龙江省摄影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宋秀龙先生

黑龙江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周世华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温州微微新娘婚纱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信乐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谢益东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陈继兴先生

福建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福州纽约-纽约时尚婚纱董事长                   林用牧先生

福建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黄伯龙先生

湖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长沙爱特婚纱摄影董事长                  任    高先生

湖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喻承继先生

湖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吴    伟先生

辽宁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韩悦志先生

中国婚纱摄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 

沈阳时尚经典婚纱摄影总经理                                         周    强先生

汕头汕特婚庆中心总经理                                             陈丽璇女士

太原纽约时尚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梁建德先生

南昌维纳斯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谌桃园先生

成都群力婚纱摄影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涂廷稳先生

杭州佳丽摄影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    翔先生

青岛薇薇新娘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春强先生

厦门钟爱一生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许春盛先生

唐山宏中婚纱摄影公司  冯秀生先生

牡丹江新新娘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樊永春先生

广西南宁永恒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黄    虹先生

北京黑光网艺术总监                                                 孙小平女士

今日人像杂志社主编                                                 应予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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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婚纱摄影专业委员会会长               温思源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人像摄影杂志社社长                            冀运表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深圳天长地久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    圳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会长                        匡丽英女士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西安蒙娜丽莎婚纱摄影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仲阳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                                               黄利明先生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秘书长                                             马志霞女士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主席                                               顾春霆先生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蕾女士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任洪良先生

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俞祖懋先生

上海摄影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魏丕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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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及秘书长

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副会长                                             孙广义先生

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高明时先生

河北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傅中南先生

河北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郝    妮女士

杭州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沈招云先生

杭州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陈    莹女士

盐城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陈    敏先生

盐城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李士雄先生

山东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济南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王和桢先生

山东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姜    华女士

青岛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王芳萍女士

青岛市摄影行业协会驻会常务副秘书长                                   任    涛女士

临沂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会长                                           赵    宏先生

临沂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                                         于    明先生

浙江嘉兴市照相行业协会会长                                           冯月明先生

浙江嘉兴市照相行业协会秘书长                                         田苏明先生

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林宁生先生

扬州市美发美容与摄影协会会长                                         纪庄康先生

扬州市美发美容与摄影协会秘书长                                       曹    力女士

金华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朱海斌先生

金华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蒋荣业先生

重庆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代席勇先生

重庆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简国柱先生

黑龙江省摄影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宋秀龙先生

黑龙江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周世华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会长/温州微微新娘婚纱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信乐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谢益东先生

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陈继兴先生

福建省摄影行业协会会长/福州纽约-纽约时尚婚纱董事长                   林用牧先生

福建省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黄伯龙先生

湖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长沙爱特婚纱摄影董事长                  任    高先生

湖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会长                                           喻承继先生

湖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吴    伟先生

辽宁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秘书长                                         韩悦志先生

中国婚纱摄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 

沈阳时尚经典婚纱摄影总经理                                         周    强先生

汕头汕特婚庆中心总经理                                             陈丽璇女士

太原纽约时尚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梁建德先生

南昌维纳斯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谌桃园先生

成都群力婚纱摄影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涂廷稳先生

杭州佳丽摄影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    翔先生

青岛薇薇新娘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春强先生

厦门钟爱一生婚纱摄影公司总经理                                     许春盛先生

唐山宏中婚纱摄影公司  冯秀生先生

牡丹江新新娘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樊永春先生

广西南宁永恒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黄    虹先生

北京黑光网艺术总监                                                 孙小平女士

今日人像杂志社主编                                                 应予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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