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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2020年6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九屆「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

定能讓你與正欲採購亞洲成衣、時裝及配飾產品的歐洲實力買家

直接面對面洽商交易，擴展人脈商網，促成更多訂單。

「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以純亞洲製造的時裝及成衣產品為號召，
過往八屆均取得參展商及買家的熱烈迴響，現在展會已成為歐洲時裝
行業內一項重要的採購盛事。

2019年度的第八屆「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共匯集331家來自中國
內地、香港、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爾、泰國及越南等地的參
展商，三天的展期共吸引2,400多名專業買家進場參觀，他們分別來自
德國、波蘭、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荷蘭、俄羅斯、瑞典、丹
麥、挪威、芬蘭、匈牙利及其他歐洲國家，其中不少更是當地一些知名
服裝品牌公司及買家。詳細展會報告可於www.asiaapparelexpo.com
下載。

 

來屆展會將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
連串更全面的宣傳推廣攻勢，務
求為參展商網羅更多來自歐洲的
實力買家，尤以德國、西班牙、法
國、英國，以及北歐和東歐各國為
主。

Berlin • Asia Apparel Expo

吸納大量歐洲的新客戶和探測市場反應
展會將讓你結識大量來自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蘭、
荷蘭、丹麥、比利時、挪威和俄羅斯等地的新買家，並即時取得他們對 貴公司產品的
評價和反應。

與實力買家直接面談洽商
你可以跟蒞臨展會有意物色新的亞洲供應商的實力買家直接面談洽商，他們主要來自
德國、英國、其他東西歐地區、俄羅斯，以及北歐各國。

歐洲作為環球時尚潮流先驅的優勢
歐洲是全球最大的服裝市場和國際潮流的風向球，展會選址歐洲重要商城柏林舉行，
勢必凝聚大量來自歐洲各地的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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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展覽平台，讓亞洲成衣及配飾廠商與目標歐洲買家直
接連繫。

· 匯聚大量服裝行業買家到場參觀，包括：大小型服裝零售
商、成衣連鎖店、時裝品牌商、入囗商及批發商等。

· 於三天展期中與你現有及新的歐洲買家會面洽商。

· 你將遇上好些現時不會或鮮有到訪遠東地區的歐洲實力
買家。

2020展會亮點
時尚配飾展區 – 這個於年前增設的專門

展區，今屆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並展示更

多和更嶄新產自亞洲的時尚配飾，包括：

頸巾、頭巾、圍巾、披肩、手套、各類長短

襪子、領呔、腰帶、手袋、銀包、帽飾、頭

飾、髮飾、時款眼鏡、人造珠寶首飾、配

襯飾物、耳飾及胸針等，全面配合同場展

出的各種時裝成衣產品，讓買家盡享一站

式採購。

你為何要參展?

這是個很好的平台，讓我找著新產品、新意念和物色
新供應商。很高興在歐洲能有這個專門採購亞洲時裝
成衣和配件飾品的展會，而今次在這裡展出的廠商質
素，大都是都很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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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博覽會真的值得我花上時間和工夫前來參觀！展
出的亞洲服裝和配飾品類十分多元，而且大都是在歐
洲很少見的，這個展會將成為我以後每年二月必會到
訪的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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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次到此的主要目標是搜羅一些新推出的男裝、女
裝、線衫、套頭及開胸毛衣等，場中可有不少好選擇
呢。更開心的是，我在展會中結識了好幾家符合我要
求的新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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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首次來訪這個「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展
會匯集了好幾百家全部來自亞洲地區的服裝及配飾生
產和供應商，讓我們在其中跟他們接觸和對接，真的
十分方便和有用 ; 我們正預期著一些在展會中進行過
的洽談將很快落實成為業務合作。

Ms. Eli Teoharie, Pestos SRL,
Romania (羅馬尼亞)

我今次到訪主要是為了物色一些來自印度和中國大陸
生產高質量時裝、針織服裝和面料的供應商。很高興
我在展會中找著了好些新的合作對象，總的來說，這
是個十分好的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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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有這麼一項專門展示亞洲時尚服裝的展會，真
的棒極了！展會為我們帶來數百家來自亞洲的優質服
裝和配飾製造商、設計品牌和供應商，讓我們大可不
必長途跋涉到遠東，也能在歐洲土地上採購到亞洲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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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博覽會不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跟亞洲服裝供應商
面對面洽商對接的好機會，同時亦可率先預視時裝市
場新趨勢。我今次到訪展會可謂收穫豐富，因在展會
中找到了不少我正欲物色的高質量時裝配飾供應商。

Ms. Peppiina Hamalainen, Stailina,
Finland (芬蘭)

買家評語 誰應參展其中?

但凡從事製造和供應各類男裝、女裝、童裝、成衣面料、紡織物、服裝
配件及時尚配飾的廠商，均可透過參與這項展覽會開拓更多歐洲地區
的新客源和市場，本展會的展品範圍涵蓋：

·     男裝
·     女裝
·     嬰兒及童服裝
·     運動服裝
·     針織服裝
·     羽絨服裝
·     牛仔布服裝
·     休閒便服
·     工作服
·     各類成衣面料

·     時尚配飾
·     圍巾及披肩
·     頭飾
·     織帶
·     魔術貼
·     鈕扣
·     花邊
·     拉鍊及鈎扣
·     襯裡及夾裡
·     標籤及吊牌



 以推廣電郵、傳真及電子邀請函，密集式傳送至歐洲
的目標買家，包括服裝製造商、自家品牌商、貿易公
司、批發商、零售商、代理、設計師及採購公司

 在服裝貿易雜誌、刊物、報章及主要相關行業商會網
站上刊登宣傳廣告，並以英國、德國、西班牙、法國、
意大利、波蘭、俄羅斯、荷蘭及北歐各國為重點宣傳
目標區域

 發放圖文並茂的電子版「展前預覽特刊」予目標買家
及相關媒體

 向設於香港、中國及亞洲地區的海外國際服裝採購公
司，定時發送「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的最新展訊

 主辦單位的專業電話推廣中心直接致電歐洲的目標買
家推介本展會，並邀請他們到場參觀

 在各主要國際時裝及成衣展覽會中派發宣傳單張、買
家邀請函，並進行宣傳推廣活動

 把本展會資料列載於全球知名的貿易展覽會年曆內 
 (包括印刷及電子媒體)

 聯繫各大新聞媒體，向他們發佈新聞稿，並以專題報
導、專訪特稿及宣傳特刊推介本展會

 聯繫歐洲當地的服裝行業商會，向他們大力推介本展
會，並跟他們合作組織買家採購團前來參觀展會

 於展會開幕前預先把入場證連同展會最新資訊郵寄至
歐洲的目標買家

 在本展會網站www.asiaapparelexpo.com上不斷
發佈最新展訊和展品資料, 並作全天候推廣

參展查詢
香港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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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參展商

謝永強先生 Mr. Simon Tse
simon.tse@qq.com

國際參展商

張詩韻小姐 Ms. Cecilia Cheung
cecilia.cheung@comasia.com.hk

主辦單位

COMASIA LIMITED
香港九龍灣宏光道39號宏天廣場16樓

電話: (852) 2700 6726

傳真: (852) 2700 6727

電郵: cs@asiaapparelexpo.com

一如以往，展會主辦單位將為「亞洲服裝及配飾博覽會」進行一系列多渠道和高密度的全方位宣傳推廣攻勢，務求為展
會帶來最大的宣傳效益，吸引目標買家前來參觀採購。

一系列全方位的買家宣傳推廣攻勢

參展費用

一個9平方米攤位

港幣31,500元 / 美金4,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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