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领先的中国文具、办公及文化用品行业展览会 
 

展会回顾 
 
2013 年 9 月 25 – 27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 
 
 

• 展会共吸引了全球 74 个国家和地区约 20,000 名专业观众。海外专业观众约

占 15% ，观众人数最多的海外地区依次是：韩国、日本、中国香港、马来

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印度、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 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21 家参展商。政府机构及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和

地区展团来自：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中国文具产业基地福建、宁波、

山东、桐庐和温州等 
 

• 知名参展品牌包括：CARL(日本)、Dokumental(德国)、益而高(中国)、Edu3(德
国)、童洋(日本)、锦宫(日本)、晨光(中国)、百乐(日本)、Premec (瑞士)、施

耐德(德国)、N 次贴(台湾)、Troika (德国)和 US Ring (美国) 
 

• “优品区”展示创新设计与优质产品。多场专业会议和现场活动同期举办，包

括 DIY 手工教室和行业发展论坛等 
 

  



Paperworld China 2013 吸引了来自 11 个国家和

地区的 421 家参展企业 
 
 
 
 
 
 
 
 
 
 
 

 
第九届 Paperworld China 中国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展览会，是目前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文具及

办公用品专业贸易展览会之一，展会吸引了全球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875 名专业观众。 
 
Paperworld China 受到了包括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浙江、山东和义乌分会理事会、台湾区教育

用品工业同业公会、韩国文具工业协同组合、新加坡书业文具商公会，中国广州文具行业协会、

温州制笔行业协会、宁海文具行业协会等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支持。  
 
Paperworld China 2013 吸引了全球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21 家参展企业，迎来了来自韩国、中国

台湾地区、中国福建、宁波、山东、桐庐和温州的展团。除中国大陆地区，参展企业还来自德

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 
 
 
优质产品市场巨大，“优品区”备受关注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对优质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2013 年全新开放的

“优品区”受到现场的欢迎，向市场展示了独具创意的优质产品。 
 
优品展区吸引了约 30 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为其最新、最具潮流趋势

代表性的产品进行详解介绍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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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海内外买家团，全面提升企业参展效益 
 

“这个展会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在这里可以与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会面交谈。今年展会

上，我们看到观众数量明显增长。与其他中国同类展会相比，Paperworld China 吸引着更多的海

外观众，更具国际性和专业性。” 
德国 Dokumental (参展企业) 
 
“百乐在中国市场同类产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参与 Paperworld China 这一文具行业专业展会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宣传产品和品牌优势。” 
百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参展企业) 
 
“对进口渠道开发来说，本届展会参展商的国际性和专

业性非常出色，许多参展商的创新产品很可能影响整

个文具办公市场的流行趋势。我相信面对面交流可以

为商业合作关系带来更多的彼此信任，而且参与这样

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展会是对全球范围的同行进行

考察的绝佳机会。此外，通过参展我们收集到了最前

沿的市场资讯，感受到了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云南鹰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雷宏 先生 
(专业观众) 

 
“50x50”零售买家项目助企业实现与零售终端的对接 
Paperworld China 2013 重磅启动了全新的国内“50x50”零售买家

项目，联合全国范围内约 50 家行业经销商企业共同对其零售

网络企业进行邀请，并组织至现场参观和采购。  
 
项目受到了热烈反响，让展览会进一步成为生产企业直接联

系零售商、批发商和终端用户的绝佳平台。通过参展，企业

能接触到优质的行业买家，开拓市场销售和营销网络的同时，

直击市场一线。 
 
行业机构支持，海外买家团莅临现场 
 
Paperworld China 2013 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邀请到了海外买家

团莅临展会现场，包括： 
德国   Boss 杂志及代表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文具协会 
韩国  韩国文具工业协同组合 
马来西亚  雪兰莪暨吉隆坡文具书业公会  
  马来西亚文具书业联合总会 
新加坡   新加坡书业文具商公会 
台湾地区  台湾省图书教育用品公会联合会 
泰国  泰国文具及办公用品行业协会 



中国国内买家团 
 
批发市场 
 上海文化商夏（福州路）上海博

艺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九星市场 
 上海斜土路文具礼品市场 
 上海工业品批发市场 
 上海浦东东文文化礼品市场 
 上海文化用品行业协会 
 上海西藏路百货礼品市场 
 上海工业品星沪中礼品市场 
 北京永外城文具礼品市场 
 北京市文化用品市场 
 余姚市天正文化用品经营部 
 浙江省百货纺织品商业协会 
 杭州庆春路文化用品市场 
 杭州四季青文具礼品市场 
 宁波本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金桥文具市场 
 山东临沂小商品市场 
 大连开发区旭升办公用品店 
 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 
 哈尔滨阳光市场 
 石家庄世博文具礼品 
 武汉汉正街文体用品市场 
 四川成都正点贸易有限公司 
 东泰（成都）国际文体商城 
 南昌洪大市场 

 

经销商和零售商 
 晨光科力普买家团 

（华东地区以及集团采购团） 
 
 
“50x50”买家团零售商 (经销商组团方) 
 北京首正文仪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欧氏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鹰帆商贸有限公司 
 广陵区春明文具商行 
 杭州文创办公有限公司 
 合肥宏发文具商行 
 华泰文化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济南齐心文具有限公司 
 济宁市海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锐进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市启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南昌必之得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阮氏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明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立信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圣宝兰文具礼品商行 
 汕头市大三元文具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兴商贸中心 
 芜湖创新文化用品 
 义乌市朗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珠海汇博文具

 
 
 
2013 年观众统计 

 
 
 
 
 



现场活动打造行业交流平台，传递市场商机 
 

Paperworld China 提供的不仅是展位，还有最新行业

趋势和无限市场商机。2013 年，展览会主办单位推

出了丰富的现场活动，促进企业和观众交流的同时，

传递最前沿的产品设计和市场理念，为行业提供了

一站式的方案解决平台。 
 
专业论坛推广行业知识与经验 
“零售论坛之文具零售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是展会的

主要论坛之一，邀请了包括曾任职 500 强企业日本

株式会社伊藤洋华堂 40 年，并担任文具·玩具·生活

用品部总监的桥本好美先生在内多名海内外专家

人士莅临演讲，与听众在现场交流心得、分享经验。  
 
DIY 手工教室助企业以互动形式展示产品与设计 
DIY 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为此，展览会主办

单位推出了“DIY 手工教室”，让参展企业可以在现场专设的区域内与观众进行互动，生动有趣

地全方位展示自己的产品和设计。 
 
在 DIY 手工教室，观众和买家有机会亲自参与手绘、折纸、泥塑及其他传统手工艺活动，获得

最直观的产品体验，充分了解产品实用性、趣味性及多用性等独特价值，现场氛围轻松愉悦。 
 

商贸配对洽谈会促成参展企业与优质买家面对面交流 
商贸配对洽谈会为预先报名活动的参展企业提供与海内外大型买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提升企

业的参展效果和现场成交量。 
 
2013 年商贸配对洽谈会邀请买家： 
日本 Loft 连锁店 
比利时 InterAction  
俄罗斯 Bureaucrat 
阿联酋 Al Gurg 文具 
阿联酋 Farook International Stationery 
上海颐钢商贸有限公司 
等…… 
 
“快乐时光”营造轻松愉悦的交流环境 
Paperworld China 2013 与优集品(参展企业)合作在现场举办“Happy 
Hour 快乐时光”，让专业观众能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和企业相互

认识与交流。 
  



媒体强势宣传，吸引全球买家 
 
Paperworld China 2013 大力投入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媒体宣

传，全面提升展览会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来自海内外的专业

人士前来参观和采购。  
 
此外，Paperworld China 2013 在宣传渠道上紧随市场趋势，重

点加大了包括：Facebook 脸谱网、Linkedin 邻客音、微博和

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宣传力度，在全方位接触专业人士的同

时吸引更多的终端消费者前来参观。  
 
国内媒体 
 

国际金融报 
上海商报 
文汇报 
中国日报 
新闻晨报 
扬子晚报 
环球时报 
新闻晚报 
新民晚报 
时代报 
申江服务导报 
义乌商报 
上海日报 
中国包装报 
民营经济报 
中国包装工业 
办公文仪 

星尚频道 
东方卫视 
上海电视 
湖南金鹰卡通卫视 
 
土豆网 
优酷网 
酷六网 
上海热线 

澳大利亚 Greetings & Gifts 
Stationery News 

德国 Boss 
中国香港 Packaging & Stationery 

HK Products 
印度 Gifts & Accessories 
日本 Stationery Japan 

pen-info.jp 
韩国 Stationery Korea 

www.ksic.co.kr 
拉丁美洲 El Papel 

俄罗斯 Stationery Business 
Expopromoter.com 

新加坡 Retail Asia 
瑞士 Penna 
中国台湾 
地区 

Taiwan Association of Stationery 
Industries 
TTNET 

阿联酋 ME Printer 
英国 Stationery 

The Recycler 
www.opi.net 

美国 Stationery Trends 
Souvenirs & Gifts 

 
请立即预定 Paperworld China 2014 展位! 
日期： 2014 年 9 月 18-20 日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网址： www.paperworldchina.com.cn  
 

参展范围： 
• 办公用品 
• 办公系统 
• 纸及纸制品 
• 打印技术及耗材 

 
• 书写用具 
• 教学用品 
• 绘画美术用品 
• 文具礼品 

联系方式：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6160 8555 
传真：+ 86 21 5876 9332 

 
柯经纬 先生  
邮箱：eric.ke@china.messefrankfurt.com  
电话：+ 86 21 6160 8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