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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综述 



展会综述 

时间/地点： 

2015年4月9-12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2015年4月9-15日 水上展区（上海市公平路50号） 

主办单位：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船艇分会 

上海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同期举办： 

2015中国（上海）尚品生活展 

2015上海国际休闲展 

2015上海国际公务艇展览会 

34,899 

4,078 

28.8% 

70  

55,000  

6  

428  

8  

38 



• 亚洲游艇全产业链旗舰展 
 

• 中国国际船艇及其技术设备博览会暨中国（上海）

国际游艇展【以下简称CIBS】举办20年来，一直致力

于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亚洲最专业、最具影响力的游艇

展会平台。CIBS以每年一届的行业展会为契机，为

游艇部件商、游艇制造商、游艇俱乐部及相关领域的

企业、机构提供了最有价值的集中展示机会。深耕20

年，逐步成就及巩固其“亚洲游艇全产业链旗舰展”的

地位。 

 

• CIBS不仅是一个展览会，也不仅是一个游艇行业的

交易平台，而是扮演了中国游艇行业新兴市场的巨

大潜力的“代表者”， 中国游艇20年生活及休闲消费

的“见证者”及上海游艇休闲节日的“引领者”。CIBS二

十周年再次交付完美答卷。 

•   

 



 意大利  

 澳大利亚 

 美国  

 新西兰 

 日本  

 韩国 

 荷兰 

 芬兰 

 加拿大  

 台湾 

10 大国家及地区展团 



部分现场售艇  捷报频频 

三江sj216 1条 

三江Sj21a 1条 

台州云扬25尺钓鱼艇 1条 

毅宏游艇68尺一条 

毅宏游艇53尺一条 

海德龙全塑休闲艇HDL380、420 

弘阳游艇2条 

弘阳平衡车2辆 

朝阳游艇2条 

凤鸟33FT运动游艇1条 

单人/双人水上自行车13辆 

莱悦1条 

华洋1条 

欧尼尔Grady-White370 

欧尼尔CHAPARRAL270 

博纳多3条 

巴伐利亚3条 

飞驰regal28 

飞驰32EX 

亚诺VELASCO 43F  

红双喜Freeva23电动游艇12艘 

红双喜Freego41双体游艇1艘 

雅马哈YF310钓鱼艇4条 

途达oceania23ma 1条 

途达oceania32cc 1条 

亚娃3条 

 



调研及成分分析 





满意度 

------------------- 
非常满意及比较满意 

96%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有待改进 

64% 

32% 

4% 

展商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84.4% 

是的，我会参展 

参展意向 

80.0% 

非常推荐及比较推荐 

推荐度 

展商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TOP 10 国内观众来源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北京 

福建 

辽宁 

湖北 

四川 

13397 

1036 

1023 

501 

476 

308 

265 

117 

103 

95 

观众地域分析 

观众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华东
90.4% 

华南
3.3% 

华北
3.7% 

华南
1.5% 

华西
1.0% 



国际观众地域分析 TOP 10 国际观众来源 

韩国 

台湾 

香港 

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意大利 

新加坡 

泰国 

22.9% 

10.0% 

6.6% 

6.0% 

4.6% 

3.9% 

3.9% 

3.7% 

3.1% 

2.8% 

观众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亚洲 
61.6% 北美洲 

6.6% 

南美洲 
2.1% 

欧洲 
19.4% 

大洋洲 
8.5% 

非洲 
1.8% 



观众行业分析 

观众参观目的 

获取新供应商 

80% 

4分 5分 3分 1分 2分 

65% 

寻找特许人/代理权授权商 

4分 5分 3分 1分 2分 

69% 

寻找新产品 

4分 5分 3分 1分 2分 

60% 

下订单 

4分 5分 3分 1分 2分 

75% 

收集市场信息 

观众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观众兴趣分析 

观众调研及成分分析（第三方调研结果 ） 



20周年精彩会议及活动 



01 
20周年纪录片 

02 

20周年特刊 

03 
颁奖晚宴 

20周年特别制作 



20周年视频 

点击可观看 

http://v.qq.com/page/l/s/z/l01501katsz.html


20周年特刊 

阅读完整电子版 
可扫描二维码 

安卓版 

Iphone版 



亚洲游艇行业颁奖盛典 
 
最具专业性、久负盛名的名流晚宴暨亚洲游艇行业颁奖典礼在上海外

滩茂悦大酒店举办。此次盛典邀请了国内外游艇行业的领军人物及各

界社会名流，来自全球20个国家近500个船艇品牌参与竞选。作为亚

洲地区最具权威、专业及公正的游艇行业评选，本届评审团首次增加

了资深媒体人和公共投票通道，结合由游艇行业的专家委员会共同评

选得出结果。本次颁奖典礼共将20个奖项授予27个获奖人。其中特别

颁发了6个20年展商奖，意大利，澳大利亚10年国家展团奖。  

具体获奖名单 

../Desktop/2015 AMBA Awards Gala Dinner Winner list.pdf


精彩的会议及论坛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性能船学术报告会  

关于促进我国游艇和滨水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暨关联装备本土化工作座谈会 

2015中国国际游艇和滨水休闲产业发展论坛  

2015 中国国际游艇设计与建造技术论坛 

  

 



 



慈善帆船公众体验日拉开“上海游艇节”序幕 
--------------------------------------------------- 
时间：2015.3.28-29 
主题为“为了孩子，扬帆起航”的慈善帆船赛今年继续与爱心传递慈
善基金会•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合作，通过为贫困地区孩子筹集优
质、适龄、种类丰富的图书，为乡村儿童受到公平、人性化、高质量
的教育添砖加瓦。 
 
此次慈善帆船赛的另一亮点当属周日“全民家庭日”，平日与普通民
众稍显距离的帆船运动，也体现了更加亲民，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
沉浸在乘风破浪的别样欢乐中。活动捐款、帆船体验、现场义卖、
op帆船组装、皮划艇体验，淀山湖上不仅是碧海蓝天，更有帆船满
载的无限爱心。 
 



新品荟萃 

群艇齐发 



品牌活动 

目不暇接 



 
水上展区 
时间：2015..4.9-4.15 

本次展会仍延续水陆双展模式。

位于虹口北外滩核心地域的水上

展区，西向外白渡桥与老外滩相

连，南面隔江与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相望，绵延起伏的古典建筑群

和对岸的摩天大楼尽收眼底，与

外滩、陆家嘴共同构成上海“黄

金三角”， 可停泊百余艘国内

外豪华游艇停泊及展示。展会期

间，一批游艇品牌向市民开放，

其中毅宏特别推出亲情价，百元

即可体验游艇及房车奢华盛宴，

崭新的“体验式”海洋生活理

念，引得大批量观众慕名前去。 

 



极限40亮帆上海浦江 
-------------------------------------------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在二十周年之际

又创造了历史的一幕，携手本次大会的首

席合作伙伴路虎，引进极限40双体帆船并

首度亮相于上海北外滩黄浦江畔。世界极

限帆船系列赛的参赛船只——路虎极限40

双体船的航迹遍布全球，该双体船首次来

到上海，亦是同类型船只首次亮相，极限

40以非凡实力和探索精神，迎接一段征服

世界的全新旅程，为帆船爱好者及广大市

民带来速度与激情的激烈碰撞，一同感受

突破极限的非凡乐趣。 



休闲嘉年华 
玩咖脱口秀 
爱尚•时装秀 
“海洋追梦节”摄影大赛 



慈善帆船比赛 
------------------------------------------- 
时间：2015.4.18 
慈善帆船比赛为首届上海游艇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年共有30支船队超过100名船员参与此次慈善帆船赛，
除了在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外湖举办的常规的场地赛，主
办方还联合爱帆-中州游艇基地开展了拉力赛。 



媒体及展望 



平面媒体Magzine 

合作60家Parters 

网络媒体Online Media 

曝光量11,248,548 

Post 

移动端Mobile 

曝光量10,671,235 

Post 

广告软文刊登AD  

480篇Pages 

 

官方网站Website 

访问量62302 PV 

数字媒体及移动端手段的介入大大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 



全方位多时段市场推广    助力展商与观众双赢局面 



B2B 网站：休闲游艇在线 

http：//www.xiugle.com   

app杂志：《 艇道中国 》  

appstore下载 

“互联网+” 我们不仅仅只是展会 

+ + 
20th  中国（上海）国
际游艇展 

 

博华家具、酒店、装饰、
休闲4大版块160个国
家100万专业卖家资源 

 

专业强大团队 



今年上海游艇展主打亲民线路，策略变了，方向变了，

感觉非常好！我们此次一方面推出了23英尺的双电的

小艇，而且在上海临港的滴水湖畔还将建立一个大众

的休闲旅游基地，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国人去休闲和享

受。希望上海游艇展未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我们共

同期待！  

——上海红双喜游艇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娟 

今年是我们第11年来参加 CIBS，我们也带来了RIVA，作为最

早进入中国的欧洲游艇品牌，这个展会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的品牌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和传播作用。” 

——法拉帝集团亚太洲区销售总监 Alessandro Tirelli  

对于博纳多和蓝高品牌而言，自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

以来就一直是CIBS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今年

在展会现场进行了遨享仕35的亚洲首发，同时在展会

现场提供一系列帆船基础知识的培训，希望能够继续

参与航海文化的推广和传播，让更多航海者享受海上

生活。 

——博纳多亚洲区执行总监 Thibaut de 

Montvalon 

水星海事一直在不断努力研发和推出新的产品，今年上海游艇展20周年，我们在今

后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CIBS ，也期待在未来彼此携手，共同发展，同时为中国的海

事行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水星海事亚洲区总经理 Bill McEathron 

沃尔沃遍达IPS系统已经成功销售10年，我们看到

CIBS每一年都有变化和成长，有越来越多的专业

观众，我希望上海游艇展在未来的30、40年都越

来越好！ 

——沃尔沃遍达中国区总裁 高麦德 

上海船展对亚诺非常重要，是很好的推广我们

的品牌和产品的平台，有很多人关注小的动力

艇和帆船，这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很开

心见证了CIBS的成长和发展。 

——亚诺游艇亚太区总监 Paul Blanc 

今年毅宏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国内的观
众对于水上休闲旅游的关注很高，这让

我们对未来的游艇休闲旅游市场充满期
待和希望。 

——毅宏集团执行董事 叶蓉蓉 

我们认同主办方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共

同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吸引更多的人来

上海船展。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20

年。” 

——飞驰游艇总裁 李强 

我觉得上海游艇展近些年来越来越成熟和专业，

希望游艇行业在中国能够更快速的发展。 

——欧尼尔游艇董事总经理 庄伟鸿 

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游艇展，在这里
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新的客户，也了解到了现在中国市
场不同的需求，这些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芬兰主要
是以中小型船艇为主，在我看来，玩游艇应该先从小
船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较大的游艇会比较好。 

——芬兰游艇产业协会CEOJouko Huju 

? 

展商声音 





Thank You 

 

 

2016年4月7-10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www.boatshow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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