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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FMC China 2015）历时4

天，在广大展商和观众的大力支持下，于2015年9月9日至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SWEECC）、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圆满落幕。 

 二十一年来，展会走过荣耀殿堂，见证行业沉浮，始终以不断创新、突破为原动力，为推动中国家具制造产业蓬勃发展

坚持不懈。本届展会跨越浦东新国际与世博两大展馆，以产业链优势布局家具业，汇聚一站式家具上下游资源，为展商与观

众呈上一场行业盛筵。展会四天共接待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观众36,590人次，其中国内观众31,159人次，海

外观众5,431人次，与去年相比增长近3%。FMC PREMIUM精品展区4天的流量高达18419人次。此次观众人次再创新高，

尤其是面临同城展会贴身竞争以及展会拆分两地的情况下取得，其里程碑的意义在会展经济学中堪当案例。 

 本次展会上，木工机械/刀锯配件、涂装设备、数控设备、软体机械、家具五金/办公家具配件和气弹簧等专题版块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出，家具检测工程设计、木业及家具表面装饰、软体家具面料及配件家具涂料/粘合剂和化工产品、中

国好沙发等专题板块在世博展览馆展出。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商务处/阿帕拉契亚区展团、法国木材协会、芬兰锯木工业协会、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美国针叶

材出口联盟、台湾木工机械同业协会、余杭家纺产业协会、萧山家纺展团、大麻家纺展团、亚洲国际展团十大海内外展团与

来自墨西哥、韩国、越南等地的海外买家团访问了本次展会，并于展会中达成了多项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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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5年9月9-12日 

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规模：620余家展商  59,000平方米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 （ Furniture China 2015 ） 

时间：2015.9.9-12.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世博展览馆 

规模：2380余家展商  290,000平方米 

同期举办： 

主办单位：  中国家具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 

 (FMC China 2015) 

中国国际家具配件及材料精品展览会 (FMC Premium 2015)  



• FMC China 2015展会吸引来自： 

中国内地、瑞典、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哥伦比亚、荷兰、意大利、瑞士、新加

坡、墨西哥、马来西亚、俄罗斯、波兰、南非、日本、加拿大、韩国、巴西、越南、英国、印度等

45个国家和地区620余家海内外展商。 

• 十大展团：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商务处/阿帕拉契亚区展团、法国木材协会、芬兰锯木工业协会、美国阔叶木外

销委员会、美国针叶材出口联盟、台湾木工机械同业协会、余杭家纺产业协会、萧山家纺展团、大

麻家纺展团、亚洲国际展团 

www.fmcchina.com.cn 5 

海内外买家团 参观洽谈采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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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类别分析 

 FMC展商中， 

       木工机械展商占33%，家具板材与表面装饰以及家具面料及皮革展商占15%，软体家具材料与部件及家具五金展商各占为13%。 

展商调查（待定） 

83.44%

86.40%

87.76%

89.10%

对现场观众数量和质量满意

有意参加明年展会

达到参展目的

对我司员工的展前和现场服务满意

33% 

15% 
15% 

13% 

13% 

6% 3% 2% 
木工机械/刀具/配件 

家具板材与表面装饰 

家具面料及皮革 

软体家具材料与部件 

家具五金及配件 

家具涂料、粘合剂及化工产品 

办公家具配件及气弹簧 

家具检测/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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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营销官 Céline Choussy Bedouet 

        对我们来说整个中国的家具市场机遇巨大，无论从消费角度还是从生产角度，中国是全球市场排名第一的。所以，中国家
具市场毫无疑问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无论是市场研发，还是市场营销方面都会持续进行投资，帮助中国家具业实现
“工业4.0”的目标。 

 
• 苏州威玛盛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蒋晓勇先生 

        从之前的世博逛搬到新国际，展会的专业性更加强了，客户也相对更加的集中。FMC展会现场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主办
方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支持，我们预计明年会预订比现在大一倍的面积，与主办方进行多方位更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带更
多的品牌来到这个平台。 

 
• 斯奎尔（四方）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庆恩先生 

        二十年来，我们通过参加FMC China，广泛接触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大大开拓了我们的销售渠道，使我们的外销产品
从零发展到现在的50%以上，我们直接了解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域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为我们开发新产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和方向指引。通过技术交流，我们的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也祝愿FMC展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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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会总计36,590人次专业买家，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总体增长3%。其中国内观众

31,159人次，海外观众5,431人次。海内外观众数量和国家数皆创下展会历届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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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6%

18.22%3.73%

9.18%

15.06%

9.18%

3.16%
1.29%

3.30%
4.59%

生产/制造商

进出口/贸易商

电子商务

设计装潢公司

代理/经销商

批发/零售商

其他

检测/维护公司

媒体

组织/机构

观众业务性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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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排名前10国内省份 

上海 浙江 江苏 广东 山东 北京 河北 福建 安徽 四川 

42.94% 

14.06% 14.03% 

6.74% 5.22% 

3.01% 
1.84% 1.58% 1.57% 1.30% 

• FMC China 2015 共接待国内观众31,159名，排名前10的省份分别为： 



北美洲 
9.9% 

南美洲 
3.7% 

欧洲 
18.4% 

非洲 
3.8% 

亚洲 

52.7% 

大洋洲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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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会海外观众5,431名，海外观众中，亚洲地区（包含港澳台）占52.7%，欧洲地区占18.4%，北美占

9.9%，南美占3.7%，大洋洲占11.5%，非洲地区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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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众排名前20国家和地区 

7.2%

6.1%

5.2%
4.8%

4.7% 4.6%
4.5%

4.4% 4.2%
4.1%

3.2% 3.2% 3.0% 3.0% 3.0% 2.9% 2.8%
2.6% 2.6% 2.6%

国家和地区 百分比 

韩国 7.2% 

美国 6.1% 

马来西亚 5.2% 

俄罗斯 4.8% 

香港 4.7% 

澳大利亚 4.6% 

泰国 4.5% 

台湾 4.4% 

日本 4.2% 

印度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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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22.50%

3.50%

2.50%

6.50%

1.50%
2.50%

4.50%
5.00%6.00%

6.50%

3.50%

1.50%

4.00%

6.50%

3.00%

5.50%

10.00%

产品 百分比 

家具综合机械 22.50% 

数控雕刻机械 6.50% 

集尘机械 6.50% 

木材与板材 6.50% 

锯机/钻机/刨机/榫机 6.00% 

家具面料 5.50% 

砂光机 5.00% 

木工刀锯/工具/配件 4.50% 

家具五金 4.00% 

软体机械 3.50% 

拼板拼接设备 3.50% 

家具表面装饰 3.00% 

地板机械 2.50% 

涂装机械 2.50% 

家具皮革 2.50% 

人造板机械 1.50% 

干燥设备 1.50% 

家具半成品 1.50%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中，家具综合机械，数控雕刻机械，集尘机

械，木材与板材、锯机/钻机/刨机/榫机列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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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观展目的 

 

 在观众的观展目的中，25%为了了解市场信息，25.5%目的是采购，14.5%联络供应商，11.5%寻求代

理/合作伙伴，4%考虑下次参展，3.5%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 

25.00% 

25.50% 
14.50% 

11.50% 

16.00% 

4.00% 3.50% 

了解市场信息 

采购 

联络供应商 

寻求代理/合作伙伴 

其它 

考虑下次参展 

参加学术会议 



Events Date and Time 

中国国际家具标准化论坛 9月9日  13:30-18:00 

中国家具水性化涂装生产工艺高峰论坛 9月10日 13:00-17:30 

未来精品酒店设计的发展趋势 9月11日 13:00-17:00 

第二届中国国际木材订货交流会 9月9-10日 全天 

第二届“互联网+家具制造”创新大会 9月11日 14:00-17:00 

Woodfast木工DIY体验及创意展  9月9-12日 全天 

王牌计划-家具制造“机器换人”大作战 9月9-12日 全天 

15 

 展会现场共举办4场大型会议及2场贯穿四天展会的现场活动，共吸引数千位观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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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展会的现场活动，引爆行业热点，演讲者掷地有声，参与者激情澎湃，挑起行业观点与经验的博弈赛。四天内，
几十名嘉宾莅临演讲，数千名观众深得其益。辩则明、思则清，观点的碰撞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16 

中国国际家具标准化论坛 
围绕“家具标准——机制、
对象、技术关键、作用”等主
题，邀请国际家具标准化组织
专家、教授及委员，世界著名
家居连锁企业宜家家居高层
等，共同解读家具产品的质量
安全要求与生产工艺的标准化
技术要求。国内、国外同行之
间交换观点，畅谈经验与成功
案例，为促进中国家具标准化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 

未来精品酒店设计的发展
趋势 
结合酒店方、设计师以及
行业内人士的观点开展针
对当下精品酒店的设计趋
势及对新材料选择的探讨
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果实。
对当前精品酒店设计的市
场和技术状况，未来精品
酒店设计发展趋势的认
知，与会者表示受益匪
浅。 

Woodfast木工DIY体验及创
意展 
今年全新的Woodfast木工
DIY体验及创意展首次将木工
巧艺的乐趣带进了广大木工
DIY爱好者当中，打造了一个
良好的线下交流平台。展会
精心安排各种环节，围绕木
工DIY重点展示木工俱乐部、
设备与工具，并且开设达人
课堂进行现场免费教授，真
正将乐趣与技艺相融一体。 

王牌计划 家具制造 “机器换
人”大作战 
联动上游家具和下游机械生产
设备，历时四天贯穿展会始
终，开辟了中国制造2025—
—家具制造技术革新的“新天
地”。活动得到越南家具产业
协会、印度板材协会的支持，
近20家知名企业于现场演示先
进技术，积极响应“王牌计
划”的号召，为专业观众的多
维感官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行业技术盛会。 

中国家具水性化涂装生产工
艺高峰论坛 
围绕时下环境污染、VOC排
污费等热点问题，从技术层
面、资源层面助力家具行业
转型升级。论坛深达市场报
告、水性涂料技术、集成涂
装设备和家具厂经验分享这
四个板块，并通过现场样板
的展示与交流，促使厂商与
供应商之间达成合作共识。 

第二届中国国际木材订货
交流会 
会议持续9月9日-10日两
天。自2014年首届举办
以来，木材订货交流会受
到业界一致好评。第二届
订货交流会延续首届专业
精神，碰撞业界观点的火
花，致力于为贸易商和生
产商提供最精准的商洽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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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行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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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在未来生态经济中的地位和机遇 
——芬兰木业研讨会  

第二届“互联网+家具制造”创新大会 
——福人投资集团电子商务副总经理刘英、上海天擎集团的陈川、力克销售副总裁吕文乔等行业先行者
做现场演讲，观点的碰撞，思想的共鸣，多次令会议高潮起伏，互动不断。 

 FMC现场嘉年华——观众互动活动，做任务赢大奖 

 FMC新品新技术展示区——世博与新国际两馆联动 



              

           

               

《木工家具杂志》 

《亚洲板材与家具》 

《亚洲木工业》 

《中国家具》 

官方媒体 :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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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mcchina.com.cn 

B2B平台： 

 www.fmcgle.com 



家具制造在线（www.fmcgle.com）依托中国国际家具生产设

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的优势资源，作为展会的延伸，4天的线下展

会，365天的线上展示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家具制造》（E-Furniture Manufacturing）是家具制造业内

首本交互电子杂志，旨在引领行业手机端阅读的全新趋势。该杂志

双月1号出刊，可在appstore下载，分苹果和安卓两个版本。 

两者共享博华旗下家具、酒店用品、装饰材料、休闲与游艇四

大行业超过10000家企业和100万真实买家数据库资源。 

              

           

               

19 
现场B2B二维码展示墙 
吸引众多观众扫码参与 

“展网融合”型 B2B 贸易平台—Fmcgle.com全新改版上线 





联系我们： 
 

FMC 项目组 

电话: 86-21-64371178 

传真: 86-21-33275105 

邮箱: fmc@ubmsinoexpo.com 

网站: www.fmcchina.com.cn 

 

 展品范围： 
 
木工机械/刀锯配件、涂装设备、数控设备、办公家具配件和气弹簧、家具五金/检测工程设
计板块、软体机械、木业及家具表面装饰、软体家具面料及配件、家具涂料/粘合剂和化工
产品、软体家具板块。 

2016年展会，FMC全部回归新国际，以全新的展会形象，为展商和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展
示内容，推动材料升级，促进电商融合，提升厂商品牌优势，是业内各大企业全面展示最新技
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最佳展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