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介绍与相关数据

展会名称

2021 中国广州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览会
interzum guangzhou 2021

展会时间

2021 年 3 月 28 – 31 日

主办单位

•

德国科隆博览会有限公司

•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

interzum guangzhou : 2004 年

•

interzum Cologne

创办年份

: 1959 年（母展）

展会周期

一年一届

展会场地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中国广州国际家具生产设备
及配料展览会
2021 年 3 月 28 – 31 日

www.interzum-guangzhou.cn

联系人

黄晓源 女士
B 区：中国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382 号

电话

C 区：中国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980 号

+ 86 20-87552468 ext.15
传真

展品范围

⚫ 五金配件及部件
⚫ 室内装饰材料及配件

+ 86 20-87552970
电子邮件

silvia.huang@koelnmesse.cn

⚫ 软体家具生产机械
⚫ 软体家具生产辅料及配件
⚫ 木制品及板材
⚫ 粘合剂、涂料及其它化工原料

冯翠丹 女士
电话

+ 86 20-87552468 ext.10
传真

⚫ 木工家具生产机械及辅料设备

+ 86 20-87552970

⚫ 行业组织、服务机构及媒体

电子邮件

参展费用（*早鸟价格）

光地（至少 18 平方米）：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

260 欧元 或 1,950 人民币/平方米

前注册参展有效）

普通标摊（至少 9 平方米）：

alice.feng@koelnmesse.cn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号
大都会广场 3311 室
510620

310 欧元 或 2,450 人民币/平方米
高级标摊（至少 12 平方米）：
330 欧元 或 2,600 人民币/平方米
联合参展费：
350 欧元 或 3,000 人民币/联合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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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0 8755-2468
传真：+86 20 8755-2970
info3@koelnmesse.cn
www.koelnmes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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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开放时间

参展商：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观

众：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下午 4:00 点后观众停止进场
（只供 18 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
展会综述

《中国广州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览会》- interzum
guangzhou 自 2004 年由德国引入中国，源自具有 61 年历
史的科隆国际家具生产、木工及室内装饰展（interzum
Cologne），秉承了国际展览的专业化办展理念，被公认为
亚洲最全面的木工机械与家具生产、室内装饰行业盛会。
作为家具制造行业内知名的“一站式”交易平台，是海内
外品牌扩展中国市场的首选专业贸易展览会。
2021 年，interzum guangzhou 将再度与全球最大的办公及
商用家具展览会 CIFF 二期 - 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
（办公环境展）同期举行，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与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两大集团强强联手共同主办。
interzum guangzhou 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链接全球
的家具贸易需求，为所有与会者提供包括设计、原辅材
料、家具配件、软体及木工机械处理以及生产和加工等全
方位的家具行业新材料和新技术，为展商与买家提供更广
阔的国际交易平台。

2021 年展会概况

展览面积

150,000 平方米
（仅 CIFM / interzum guangzhou，不含办公家具展）

参展商

来自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超 1,500 家参展商

观众

90,000名专业观众（含办公家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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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联系方式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欧敏儿 女士
电话：+86 20 8755 2468 转 12
传真：+86 20 8755 2970
电邮：maggie.ou@koelnmesse.cn

中国及国际地区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黄晓源 女士（项目经理）
电话：+86 20 8755 2468 转 15
传真：+86 20 8755 2970
电邮：silvia.huang@koelnmesse.cn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王芷蔓 女士（项目主任）
电话：+86 20 8755 2468 转 11
传真：+86 20 8755 2970
电邮：mandy.wang@koelnmesse.cn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冯翠丹 女士（项目主任）
电话：+86 20 8755 2468 转 10
传真：+86 20 8755 2970
电邮：alice.feng@koelnmesse.cn
欧洲地区
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Petra Opgenoorth 女士（销售经理）
电话：+49 221 821 2998
传真：+49 221 821 3908
电邮： p.opgenoorth@koelnmesse.de

展会官方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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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terzum-guangzhou.com （英文）
www.interzum-guangzhou.cn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