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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2021年2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九届「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
定能让你与正欲采购亚洲成衣、时装及配饰产品的欧洲实力买家

直接面对面洽商交易，扩展人脉商网，促成更多订单。

「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以纯亚洲制造的时装及成衣产品为号召，
过往八届均取得参展商及买家的热烈回响，现在展会已成为欧洲时
装行业内一项重要的采购盛事。

上届2019年度的「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共汇集331家来自中国内
地、香港、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及越南等地的参
展商，三天的展期共吸引2,400多名专业买家进场参观，他们分别来
自德国、波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俄罗斯、瑞典、
丹麦、挪威、芬兰、匈牙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其中不少更是当地一些
知名服装品牌公司及买家。详细展会报告可于
www.asiaapparelexpo.com下载。

 

来届展会将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
连串更全面的宣传推广攻势，务求
为参展商网罗更多来自欧洲的实力
买家，尤以德国、西班牙、法国、
英国，以及北欧和东欧各国为主。

Berlin • Asia Apparel Expo

吸纳大量欧洲的新客户和探测市场反应
展会将让你结识大量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
荷兰、丹麦、比利时、挪威和俄罗斯等地的新买家，并即时取得他们对贵公司产品的
评价和反应。

与实力买家直接面谈洽商
你可以跟莅临展会有意物色新的亚洲供应商的实力买家直接面谈洽商，他们主要来
自德国、英国、其他东西欧地区、俄罗斯，以及北欧各国。

欧洲作为环球时尚潮流先驱的优势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服装市场和国际潮流的风向球，展会选址欧洲重要商城柏林举行，
势必凝聚大量来自欧洲各地的买家。

1. 

2. 

3. 



· 高效展览平台，让亚洲成衣及配饰厂商与目标欧洲买家
直接连系。

· 汇聚大量服装行业买家到场参观，包括：大小型服装零
售商、成衣连锁店、时装品牌商、入囗商及批发商等。

· 于三天展期中与你现有及新的欧洲买家会面洽商。

· 你将遇上好些现时不会或鲜有到访远东地区的欧洲实力
买家。

2021 展会亮点
时尚配饰展区 ― 这个于年前增设的专门展区，

今届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展示更多和更崭新

产自亚洲的时尚配饰，包括：颈巾、头巾、围巾

、披肩、手套、各类长短袜子、领呔、腰带、手

袋、银包、帽饰、头饰、发饰、时款眼镜、人造

珠宝首饰、配衬饰物、耳饰及胸针等，全面配

合同场展出的各种时装成衣产品，让买家尽享

一站式采购。

你为何要参展?

这是个很好的平台，让我找着新产品、新意念和物色
新供应商。很高兴在欧洲能有这个专门采购亚洲时装
成衣和配件饰品的展会，而今次在这里展出的厂商质
素，大都是都很不错的！

Mr. Alex Barber, Street Art Fashions,
UK (英国)

是项博览会真的值得我花上时间和工夫前来参观！展
出的亚洲服装和配饰品类十分多元，而且大都是在欧
洲很少见的，这个展会将成为我以后每年二月必会到
访的展览会。

Ms. Martina Ehmann, Art of Life Berlin, 
Germany (德国)

我今次到此的主要目标是搜罗一些新推出的男装、女
装、线衫、套头及开胸毛衣等，场中可有不少好选择
呢。更开心的是，我在展会中结识了好几家符合我要
求的新供应商。

Ruste Pierre-Jean, Dellalui Newman,
France (法国)

这是我首次来访这个「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展
会汇集了好几百家全部来自亚洲地区的服装及配饰生
产和供应商，让我们在其中跟他们接触和对接，真的
十分方便和有用; 我们正预期着一些在展会中进行过
的洽谈将很快落实成为业务合作。

Ms. Eli Teoharie, Pestos SRL,
Romania (罗马尼亚)

我今次到访主要是为了物色一些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
生产高质量时装、针织服装和面料的供应商。很高兴
我在展会中找着了好些新的合作对象，总的来说，这
是个十分好的展会！

Luis Rodriguez Davila, Rodatex & British 
Cotton, S.L., Spain (西班牙)

在欧洲有这么一项专门展示亚洲时尚服装的展会，真
的棒极了！展会为我们带来数百家来自亚洲的优质服
装和配饰制造商、设计品牌和供应商，让我们大可不
必长途跋涉到远东，也能在欧洲土地上采购到亚洲产
品。

Mr. Carl Tobias Gustafsson, Hockeyboden 
AB, Sweden (瑞典)

这个博览会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跟亚洲服装供应商
面对面洽商对接的好机会，同时亦可率先预视时装市
场新趋势。我今次到访展会可谓收获丰富，因在展会
中找到了不少我正欲物色的高质量时装配饰供应商。

Ms. Peppiina Hamalainen, Stailina,
Finland (芬兰)

买家评语 谁应参展其中?
但凡从事制造和供应各类男装、女装、童装、成衣面料、纺织物、服装配件及时
尚配饰的厂商，均可透过参与这项展览会开拓更多欧洲地区的新客源和市场，本
展会的展品范围涵盖：

· 男装

· 女装

· 婴儿及童服装

· 运动服装

· 针织服装

· 羽绒服装

· 牛仔布服装

· 休闲便服

· 工作服

· 各类成衣面料

· 时尚配饰

· 围巾及披肩

· 头饰

· 织带

· 魔术贴

· 钮扣

· 花边

· 拉链及钩扣

· 衬里及夹里

· 标签及吊牌



 以推广电邮、传真及电子邀请函，密集式传送至欧洲

的目标买家，包括服装制造商、自家品牌商、贸易公

司、批发商、零售商、代理、设计师及采购公司

 在服装贸易杂志、刊物、报章及主要相关行业商会网

站上刊登宣传广告，并以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

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荷兰及北欧各国为重点宣传

目标区域

 发放图文并茂的电子版「展前预览特刊」予目标买家

及相关媒体

 主办单位的专业电话推广中心直接致电欧洲的目标买

家推介本展会，并邀请他们到场参观

 把本展会资料列载于全球知名的贸易展览会年历内

 (包括印刷及电子媒体)

 联系各大新闻媒体，向他们发布新闻稿，并以专题报

导、专访特稿及宣传特刊推介本展会

 联系欧洲当地的服装行业商会，向他们大力推介本展

会，并跟他们合作组织买家采购团前来参观展会

 于展会开幕前预先把入场证连同展会最新资讯邮寄

至欧洲的目标买家

 在本展会网站www.asiaapparelexpo.com上不断发

布最新展讯和展品资料, 并作全天候推广

参展查询
香港参展商

陈少慧先生 Mr. Eric Chan
eric.chan@comasia.com.hk

中国参展商

谢永强先生 Mr. Simon Tse
simon.tse@qq.com

国际参展商

张诗韵小姐 Ms. Cecilia Cheung
cecilia.cheung@comasia.com.hk

主办单位

COMASIA LIMITED
香港观塘海滨道181号One Harbour Square 21楼
电话: (852) 2700 6726

传真: (852) 2700 6727

电邮: cs@asiaapparelexpo.com

一如以往，展会主办单位将为2021年度的「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进行一系列多渠道和高密度的全方位宣传推广攻势
，务求为展会带来最大的宣传效益，吸引目标买家前来参观采购。

一系列全方位的买家宣传推广公式

参展费用

一个9平方米摊位

港币31,500元 / 美金4,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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