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ALEEX家電、照明及電子產

品展」已於2015年4月14-17日再度

成功舉行，並取得圓滿成果，匯聚

184家來自中、港、台，以及南韓等

亞洲地區的家電、照明及電子企業的

支持和積極參展，共設357個展位，

較上屆多了110個，規模更大和展品

更豐富。

踏入第三屆，備受業界認可的ALEEX
展繼續獲得中國各省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中山市政府和各商會均組織當地

企業參與展會，今次展會來自中山的

照明企業就有超過100家；另外，亦

得到永興縣政府的支持，策劃組織了

永興照明展區，在各方的熱烈支持下

，今次展會可以說是陣容鼎盛。

這項定為一年分春秋兩展（分別在四

月及十月舉行）的貿易展會，全面配

合國際買家的採購黃金檔期，為亞洲

區內廠商提供一個更有效捕捉近年家

電、照明及電子業蓬勃發展的展貿平

台，讓他們在其中同時拓展外貿及開

發中國龐大的內銷市場。

由於展會與廣交會一期同時同地舉行

, 那些一向未能在廣交會展出的亞洲

廠商可以藉此機會進軍廣交會檔期，

一舉盡攬到廣交會採購的國際買家，

在當中更可接觸不少現在鮮有或不會

再到香港及台灣地區展會的買家。

第三屆ALEEX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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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概覽
展覽日期 ： 2015年4月14-17日

展覽場館 ： 廣州琶洲保利世貿博覽館 (一號展覽館)

展會性質 ： 專業貿易展

主辦單位 ： 廣州市光合作用展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 ： 恆建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展品範圍 ： 各類家用電器、照明及燈飾產品、

  消費電子產品、通訊及電腦周邊產品等

展會回顧

家電、照明及電子產品展
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



展會評價

買家來源國家分佈：

四天的展期共吸引11,245名專業買

家入場，較去年十月展又增加了近

6%，參觀人士分別來自超過150個
國家及地區，除大部分來自中國內

地以及鄰近亞洲國家和地區外，還

有來自多個歐美國家傳統市場和俄

羅斯等新興市場的買家。                                                  

是次展會的另一大亮點是一支龐大

的卡塔爾採購團，專程到訪

ALEEX為其國內多項大型建設工

程物色和採購一系列優質戶外用照

明燈具產品，足見展會在中外業界

的地位。採購團成員8th 
Dimension Group的代表更在

ALEEX展會現場與的數家照明燈

具參展商簽訂了意向洽購合同，合

共訂單總金額達14.61百萬美元。

就大會在現場接觸和問卷調查所得，大部分

到訪買家十分歡迎是項「亞洲家電、照明及

電子產品展」的檔期是在與廣交會一期同期

舉行，大大方便他們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參觀

兩展；而展出的產品不但設計新穎，而且大

部分均質優價廉，充份展示亞洲生產的市場

優勢，不少買家均表示在展會中找到合適的

產品和供貨商，並寄望下次十月ALEEX展的

規模能越做越大。

另一方面，大部分展商都表示：透過參與這

項展會，除可盡吸此間到區內採購的海外國

際買家外，更同時接觸大量的國內買家，在

展會中直接與他們洽商，絕對是一個開發中

國大陸豐厚內銷市場的好機會。

第三屆ALEEX展會
的參展企業國家/
地區分佈：

 國家/地區 參展企業數目 展位數目 百分比
 
 中國大陸 157 330 85.2%
 
 香港 13 13 7.1%
 
 台灣 10 10 5.6%
 
 南韓 4 4 2.1%
 
 總計 : 184 357 100%

  國家/ 地區 買家人數

 1 中國大陸 5,073
 
 2 香港 546

 3 印度 523

 4 俄羅斯 301

 5 馬來西亞 290

 6 沙地阿拉伯 273

 7 美國 270

 8 印尼 165

 9 澳洲 164

 10 新加坡 146

 11 台灣 126

  國家/ 地區 買家人數

 12 巴西 119

 13 墨西哥 100

 14 土耳其 89

 15 法國 72

 16 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 62

 17 哥倫比亞 55

 18 玻利維亞 47

 19 德國 47

 20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42
 
  其他130個國家/地區 2,735

   總計 : 11,245



總結
ALEEX展自去年四月成功推出，接著的兩屆吸引了更多

參展商參展和大幅增長的買家。觀乎參展商和到場買家的

熱烈反應，下次於2015年10月14-17日舉行的第四屆秋季

ALEEX展預期會獲得更多企業和買家的支持和參與。這

項在琶州貼鄰廣交會舉行的展會將繼續為那些仍未能進駐

廣交會檔期的中、港、台及亞洲廠商提供一個絕佳的推廣

平台，讓他們與數以萬計雲集廣交會的中外買家全面接觸

，共締商機。

買家評語 “今次前來參觀主要是想找一些新的節能照
明、環保電子、安防產品及電訊產品。在展
會中我們與一些來自中國內地的優質展商取
得聯繫，稍後將與他們進一步洽談，相信很
快能落實訂單細節。這次行程收穫豐富，展
會的各項安排很專業周到，值得嘉許。十月
我定會再來ALEEX！”

Suresh Vellara, Director
Powermann Products Private Limited, 

India (印度)

“我們此行打算採購一些優質的裝飾照明、
戶外照明及燈飾配件。家用電器、視聽產品
及智能電子產品亦在我們採購項目的清單上
。ALEEX展給我們一個作一站式採購及尋
找新供應商的好機會，這是一個很棒的展會
！很高興能找到我們所需的產品。”

Pablo O., Buyer
Abevic International Co. Ltd., Peru

(秘魯)

“Light Sources, Inc. 專門從事設計和生產各
類燈飾供應全球市場，我們此行希望能找到
優質的商業照明及戶外照明生產商，特別是
LED照明。展會佈局及安排妥當，我很容易
便找到合適的照明產品供應商，相信很快便
可以和他們就合約細節達成共識。在今次的
ALEEX展中，我找到很多在其它展覽會未
有遇上的實力供應商及質優價廉的產品。”

Juan Roman Serpa, President
Light Sources, Inc., U.S.A. (美國)

“我公司致力推出創新、設計及宣傳推廣各
類保育的綠色產品，並已研發了一種創新的
環保房屋建造技術。此行目的主要是為我們
下一個發展項目尋找LED照明、家用電器及
一些環保節能電子產品。ALEEX展辦得很
好，展品十分多樣化。這次到訪取得很好的
成果，可謂不枉此行。各項安排及買家服務
很專業，令我印象難忘，加上展館地理位置
適中，與廣交會緊鄰，方便之極。”

Mark Juarez, CEO
Happy Green Planet, U.S.A. (美國)

“David Chang Electrical & IT是澳洲弗里曼
特爾及邦迪的電工及IT專家，一向專門承接
檢修珀斯及悉尼等鐵路系統的工程。今次到
訪是想採購新貨源，包括家居照明、安防產
品及視聽產品，特別是智能家居系統。我是
從業務伙伴得知這項新展會，在這裡我能看
到很多的創新產品和技術，參展商及展品質
素均十分上乘，井然有序的展場佈局讓我找
到對口供應商，同時，大會亦服務周到，組
織完善，ALEEX展是－個非常好的展覽，
值得我們十月再來參觀。”

David Chang, 
Director David Chang Electrical & IT, 

Australia (澳洲)

“Dreamway LLC為客戶提供專業全面的一
站式國際貿易與物流服務，目前業務主要集
中在莫斯科。今次到ALEEX展我們希望能
找到一些最新的節能環保的照明及消費類電
子產品。主辦單位的商貿配對讓我們很快便
找到了合適的供應商，真是十分有用的服務
！這是個很不錯的展會，期望十月ALEEX
展更大和有更多展商，繼續努力！”

Iurii Ivanov, CEO
Dreamway LLC, Russia (俄羅斯)

“我們正在物色一些嶄新的家居照明、裝飾
照明、家電以及電子健體器材，很高興在展
會已成功接觸到數家合適的供應商，其產品
質素相當不俗，而且價錢合理，相信成功合
作的機會很大！ALEEX展確實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發掘新供應商的好平台，還可在其中
瞭解最新產品潮流及市場趨勢。此行收穫著
實不少，而展會工作人員又熱心專業，希望
在來屆ALEEX展規模更大，為我們帶來更
多優質供應商。”

Francis Siji, Director
Melontron, Maldives (馬爾代夫)

“我們今次重點採購的是各款嶄新家電、液
晶顯示器、安防產品、通訊產品及LED燈，
並物色創新設計，以加強來季的產品系列。
展場規劃及設計十分完善，大大方便我的參
觀及採購，更重要的是我在展會中結識了一
些來自中國內地的優質對口供應商，此行收
穫可真豐富啊！希望來屆ALEEX展規模更
大，並吸引更多買家前來參觀。”

Sureshveuara, Director
Bescom Technologies Pvt. Ltd., 

Sri Lanka (斯里蘭卡)

“今次採購行程主要是尋找家用電器及商用
照明、家用照明及裝飾照明。在展會中，我
們結識了好幾家極具發展潛力的供應商，他
們的產品無論設計及品質都十分出色，定價
也很合理。展後將進一步磋商，預期稍後可
落實訂單細節。此外，展會的現場服務周到
和專業，值得一讚，十月我們會再來。”

Muneel Syed, Owner
Zahra Exports, India (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