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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CHINA MACHINEX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地区

南非 

南美

中近东

中亚

南亚 

国家 

南非 

巴西 

约旦 

哈萨克斯坦

印度 

展会时间 

09.01-09.03

09.14-09.16

09.19-09.22

11.25-11.27

12.14-12.16

城市 

约翰内斯堡 

圣保罗 

安曼 

阿拉木图 

孟买 

展会地点 

桑顿会议中心

泛美国际展览中心 

安曼国际展览中心 

阿达肯特展览中心 

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展会日程

展品范围

展会简介
Machinex 全球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是中国境外自办展首选品牌，旨在服

务中国民族企业对国际潜在市场的开拓，重点拓展全球热门新兴市场，响应国家政府

号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Machinex 品牌展会现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参展效果

最好的中国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我们拥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坚实的市场基础。2015

年，Machinex 全球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将在南非、巴西、约旦、哈萨克斯坦、印度五国

联展，竭力打造属于中国印刷设备的全球品牌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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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前、CTP、数字快速印刷】  印前、CTP、印艺图像、多媒体技术、数字印刷及打样技术、DI 技术、快速印刷技术

设备、耗材；

【彩色印刷、胶印、轮转印刷】  胶印、轮转等印刷机械设备器材、印刷信息网络传输设备、纸张、油墨、版材、耗材；

【印后、包装印刷机械设备及印刷包装产品】  复合、上光、烫压、模切、分切、配页、装订等机械设备、印刷包装机

械设备、制箱制袋机械等设备、糊盒机、裱纸机、压痕机、开槽、切角、钉箱、捆扎机艺术纸、特种纸、办公用纸、环

保再生用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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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ACHINEX 暨
2015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01 日 - 03 日       举办地点：约翰内斯堡‧桑顿会议中心

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门户，拥有非洲最现代和最广泛的基础设施，以及非洲装备最好、网络最高效的港

口。南非的主要港口位于开普敦、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理查兹湾。非洲国家机械制造能力较为落后，大部

分食品机械依靠从南非转口至非洲大陆。由于我国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所以中国制造成为

他们经济实惠的选择。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南非十大贸易伙伴之一。

随着消费者食品消费以及饮料、个人护理和医药产品等终端市场需求的增加，南非包装业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

创纪录的增长。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进口经济的发展、包装回收趋势的形成、技术的进步以及从塑料向玻璃包

装的转变等都将成为影响南非包装业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因素。

南非    巴西  |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印度

2014 成功案例
瑞安市大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大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自动立体型纸盒成型机，是中国做纸杯机的领军企业，印度市

场为该公司主力市场。这次外贸经理赵经理和两位技术人员来到现场，并带了三台机械，同时邀请了

新德里的代理商前来观展。36 平米展位位于最明显的入口处，三天展会聚集了不少买家。展会结束

后，赵经理对主办单位负责人说“我们印度是有代理再做的，本来不需要来参展的，但是代理告诉我们

印度市场这么大，必须亲临现场才能更好的开拓市场。没想到这次客户有这么多，我们和代理商量决

定，明年还将参加 CHINA MACHINEX 印度展，并将展位扩大，带更多机械和设备过来。”最后赵经

理当场交了定金，并预定 2015 年印度展会 54 平米。

苏州市德润机械有限公司

跟米奥兰特合作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之前都是参加的约旦展，今年第一次参加印度展，也体验到了

米奥兰特今年独有的宣传方式（VIP 买家招募，展前的观众邀约，展中贸易配对），以及对我们 VIP 展

商最佳展现位置的精心设计，今年我们印度展预定的是 54 平米，米奥兰特给我们简单大方的特装搭

建更体现出来了现在米奥兰特自主海外平台不仅仅是卖展位，更注重的是展会的品牌效应！

瑞安市永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益彰有限公司已经连续第三年拿了 117 平方米的超大展位，现场效果一如既往的火爆，展会第

一天机器就被预订。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展会现场，不仅遇到了我们的老客户，也遇到不少新买家，米

奥兰特办的展会非常专业，服务也很棒，贸易配对环节还配备了翻译，为我们的贸易洽谈提供了周到

便捷的服务。”为提升企业的品牌和知名度，该公司计划将 2015 年的展位再扩大一些，并进行特别装

修，将最新研发几款机械运来参展，相信届时市场行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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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情况 南非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比重
（单位：亿美元）

印刷机械及配件

纸张、塑料及其他耗材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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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巴西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印度 南非  |  巴西    约旦    哈萨克斯坦  |  印度

CHINA MACHINEX 暨
2015 南美 （巴西）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14 日 - 16 日       举办地点：圣保罗‧泛美国际展览中心

巴西是“金砖国家”之一，南美洲最大的国家，拉美第一经济大国。拥有人口 2.1 亿，60% 的中产阶级不断拉动国

内消费，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巴西对周边国家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印刷投资市场之一，

占据了拉美市场近一半的份额。巴西包装、印刷行业稳定发展，大型赛事和 GDP 增长成为最大动力。

据统计，巴西市场印刷业年销售额近 200 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市场分别是包装印刷和出版印刷，分别占 40%

和 29.1% 的市场份额 。其他南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印刷业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巴西目前

拥有 20527 家印刷企业，大量设备亟待更新换代，进口需求巨大。巴西繁荣的美容产业和快消品的发展，极大地

推动了塑料包装行业的增长。巴西国内三大包装生产商：Antilhas, C-Pack 和 Igaratiba，70% 的包装产品销

往化妆品包装市场。据悉，巴西大众消费品市场价值约 420 亿雷亚尔（合 189 亿美元）。

CHINA MACHINEX 暨
2015 中近东 （约旦）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09 月 19 日 -22 日       举办地点：安曼‧安曼国际展览中心

约旦是进入中近东地区最合适的“门户”，虽然周边国家冲突不断，但约旦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安全和稳定的社会

环境。约旦被誉为“中东的和平绿洲”，亦称为“中东的瑞士”。约旦不仅具有完备的金融和外汇体制，而且国内有

大量伊拉克和黎巴嫩商人长期居住，近万家企业与伊拉克和黎巴嫩有密切贸易关系。约旦市场正在由一个终端

消费市场向一个区域的集散市场转变。约旦作为该地区的“政治绿洲”，是周边国家采购机械设备的主要渠道。

2013 年约旦进口印刷设备及材料共计 37.39 亿美元，其中 74% 的产品为塑料以及纸质包装材料。约旦及中

近东地区（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众多国家对教材和高质量的包装需求普遍

飙升，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产能并印刷出符合 ISO 质量标准和 FSC 或 PEFC 等环保标准的产

品，众多印刷企业更是进军包装领域。

28.7

40.6
45.5 43.8 44.6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巴西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情况 巴西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比重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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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情况 约旦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比重
（单位：亿美元）

印刷机械及配件

纸张、塑料及其他耗材

印刷机械及配件

纸张、塑料及其他耗材51%
49%

2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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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ACHINEX 暨
2015 中亚 （哈萨克斯坦）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1 月 25 日 - 27 日       举办地点：阿拉木图‧阿达肯特展览中心

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投资环境良好，但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包装行业企业，从生产能力上、工艺技术上、自动

化程度上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由于食品加工和包装工业的落后，使得哈萨克斯坦最引以为豪的农产品在储存、运

输和销售过程中产生大量损失。哈萨克斯坦不仅急需包装成品，对包装机械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由于该国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对食品包装机械的需求相应增长，尤其是糖果饼干等膨化食品包装机械；

二是由于哈萨克斯坦 45% 的食品包装机械已使用 10 至 20 年，25% 超过 20 年，急需更新换代。

哈萨克斯坦对包装材料的需求量逐年递增 20-25%。目前，聚合物包装材料在哈萨克斯坦每年的销售总额达到

了两亿美元，波纹包装材料的需求量每月达到 850 万平方米，全年为 1 亿平方米。哈萨克斯坦包装材料市场每

年还需要 4.5 亿 -5 亿只包装用的玻璃瓶（罐），此外，哈萨克斯坦每年至少要进口包装用的硬纸板 7000 吨。

CHINA MACHINEX 暨
2015 南亚 （印度） 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16 日       举办地点：孟买‧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印度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内陆过境部分既是文明发源地，又是北方国家通

往印度洋的门户。这一地理优势，是印度在国际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南亚大国，印度主

导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业内人士预测，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2016 年印度有望成为全球十大包装消费国之一。

届时，该国包装行业市值将突破 240 亿美元。

印度目前包装产业的市场规模达 147 亿美元，对包装机械的需求主要来自食品加工业和制药业。其中，食品加

工和包装业以 45% 的市场份额占据首位，制药业以 25% 的市场份额位居次席，日用品、茶和咖啡、工业产品制

造业则各占据了 10% 的市场份额。据估计，未来两年印度包装机械市场将实现年均 10% 的增长，塑料软包装

在印度包装产业中占据首要位置。

南非  |  巴西  |  约旦    哈萨克斯坦    印度 南非  |  巴西  |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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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情况 哈萨克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比重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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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情况 印度印刷包装设备及材料进口比重
（单位：亿美元）

印刷机械及配件

纸张、塑料及其他耗材

印刷机械及配件

纸张、塑料及其他耗材 47%53%
35%

65%



最佳展位

展位设计

海外推广

市场培训

贸易配对

境外协助

我们对优质展商提供更多的服务，帮助展商在出展时能够以更专业

的形象来吸引更多专业买家前来洽谈。

“有效买家”才是
展会的硬实力

通 过 VIP 资 格 审 核

的专业买家可享有住

宿、交通等多项服务，

进 一 步 确 保 大 宗 买

家、异地买家到会采

购，提升展商的现场

贸易成功几率。

  展会特色服务二       VIP 展商服务

  展会特色服务三       VIP 买家计划

  展会特色服务一       现场贸易配对
 

多语种翻译助力“现场贸易配对会”

展会引入现场贸易配对会的概念，旨在让展商和参观

买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展会现场身穿红色和黄色衣服

的翻译分别精通当地语种和英语等各国语言，帮助展

商和各国买家实现了零距离无障碍交流，保证了商谈

的进行。

 3  STEP
买家中心
审核采购商信息及采购意向

 5  STEP
展会现场
现场提供 3-5 家相匹配的采购商
一对一与中国展商进行贸易洽谈

 1  STEP
定制邮件
到达相关行业的采购商

 4  STEP
信息反馈
将相关展商主要产品目录反馈至采购商
确认现场配对安排

 2  STEP
呼叫中心
锁定意向采购商进行电话邀约 4 星级酒店 2 晚免费住宿

当地交通服务

VIP 专享休息区VIP 参观证

预先安排买家配对会 VIP 买家
尊享服务



  海外推广概况

>   短信推送 

    100,000+

>   海外呼叫中心 

    12,000+
    拨叫次数 

>   贸易集散地 

    现场推广 

    10,000+
    资料发送

>   邀请卡邮递 

    8,000 份 

>   新闻发布会 

    40+ 家
    主流媒体

呼叫中心

通过专业的行业数据库支持，国际呼叫中心每周为展会增加 6000

次外拨，每个月为展会带来超过 10000 人次的目标观众。

媒体杂志 

在 30 多家国际权威媒体上刊登展会相关报道与广告宣传页；

45 家主流网站在线媒体推广，超过 60 个页面。 

邮件营销 

观众邀约邮件发送，为适应当地及周边贸易商的语言需求，我们定

制了当地语言和英语双语的邮件。 

户外广告 

户外广告主要设置在当地最主要和最繁忙的街区，以便吸引与

展会主题相关的贸易商和批发商。 

 依托行业 深入地区 拓展海外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并不是常规意义的海外组展企业，我们是主办方。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具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国内会展行业

海外组展的领军企业。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带给中国企业独有的参展感受，海外展会的“中国

制造”的全方位推广，海外买家对中国产品的高度关注，全程贴心的

国人服务。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提供的服务不是简单的会务、签证服务，而是全方

位的一站式服务，最专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服务，最有效的买家拓展服

务，全球性的热门市场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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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奥兰特国际会展——致力于海外市场拓展的最佳实践者

 

企业愿景：造全球营销平台，塑民族展览品牌。

公司使命：让中国企业、产业、品牌走出去之路更宽广、更便捷、更高效！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成立于 1994 年，米奥兰特在北京、上海、杭州、嘉兴等地设立分公司，员工总数达到 500 人，是从事国际服务贸易业务的专

业机构。发展至今已服务全球 30 多个国家，200 多个国际展览项目，涉及 20 多个行业。在中国与国际市场间实施系列“走出去”和“请进来”贸

易促进服务。

业务涵盖国际会展、电子商务、传媒报刊杂志、商务咨询等服务产业，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服务贸易型企业，公司同时还是 UFI 会员单位及中

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www.meori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