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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期：2017年10月11-13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展会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号馆

展览面积：25,000平方米

如需参展：请直接登录本展会官网 www.yarnexpo.com.cn 

　　　　　点击首页“我要参展”进行在线报名

　　　　　* 在线报名是唯一的展位申请方式

参展费用：标准展位   光地展位

  9平方米 - ￥15,800元
12平方米 - ￥21,000元
15平方米 - ￥26,300元

￥1,580元/平方米

   （36平方米起订）

18平方米 - ￥31,600元
（转角展位需加收10%）

2017yarnexpo 秋冬纱线展

四大变化 助力展会创新升级

　　创于2004年的中国国际纺织纱线展览会（ ）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日益成熟，海内外参展企业、观众数量

及展出面积逐年攀升，现已成为全球纤维、纱线新品展示和

商贸洽谈的重要平台。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将于2017

年10月11-13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号馆继续精

彩上演，展会将通过丰富的展品、精彩的活动、多样化的展

示，多角度呈现纺织上游产业链的风采。本届展会无论从展

会组织还是展商服务都将有诸多创新和变化。

变化一：体量显著增加

综合平台功能显现 所求所得不仅仅是"订单"

　　2017yarnexpo秋冬纱线展将延续春季展的发展态势，

占据几乎5.1号馆全馆。yarnexpo纱线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展示的平台，而是一个集技术交流、商贸接洽、形象展示、

对接服务、品牌延伸，产业链联动等功能于一体的上下游互

通互联的综合性专业平台。

变化二：互动活动升级

"系列重磅活动"助推 上下游互联互通迈入新境界

　　为了更好地搭建展商和观众之间的沟通平台，主办方

在展会期间推出了诸多促进上下游沟通的活动。比如"中国

纤维流行趋势"的发布、"企业发布秀|会"、"纺织材料创新论

坛"、"棉纺推介交流论坛"、"新新纱线"的推广活动等。

变化三：海外买家递增

本土海外互补 为展商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便利

　　处于产业链源头的yarnexpo纱线展每年都能吸引到众多

海外买家，2016yarnexpo秋冬纱线展的海外买家占总体买

家数量高达20%，并且数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些海

外买家，主要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

尼西亚、泰国、美国、印度、孟加拉、俄罗斯等地。国际化

程度越来越高的yarnexpo纱线展，为全球纺织上下游创造了

一个便利的沟通平台。

变化四：服务优化升级

注重观展体验 凝聚展会商贸氛围

　　2017yarnexpo秋冬纱线展继续优化专业展区，丰富展

品结构。除了科学分布展区，主办方还在展会贵宾买家的邀

请、商贸对接、参观路线的引导、环保可持续发展、展商推

广和官网官微优化升级等方面不断创新服务，力求全面提升

展览会品质。

　　纤维和纱线，作为纺织行业的基本原材料，是纺织行业

换挡升级的起源。2017yarnexpo秋冬纱线展将又是一个纺

织上游的饕餮盛宴，让我们志气昂扬，盛装赴约。

自然棉纱区 
秀出环保科技

棉纺织行业生产最高水准的
集中呈现，展示全行业追求
环保、科技的发展理念。

创意花式纱区 
体现设计融合

创意设计是花式纱的灵魂，与传
统纤维的融合而呈现出丰富多彩
的外观和更为独特的功能。

多彩化纤区 
展示新型绿色

多功能是化纤产品所特有的，
新型功能性纤维、绿色低碳
生产凝聚着行业智慧。

品质毛纱区 
汇集名优精品

以高附加值和卓越性能著称
的毛纺产品，时尚典雅满足

消费升级需求。

绿色麻纱区 
引领时尚文化

中国传统特色行业，国际竞
争优势明显，倡导健康舒适

生活概念。

电子商务区 
链接平台网络

传统行业结合互联网思维，
平台化的网络助力行业转

型升级。

地铁2号线
徐泾东站



趋势发布

海外买家 火爆商贸

高端论坛

客流爆棚

设计大赛

企业发布秀|会

人性化服务

创意展台

尚品荟萃

商贸配对服务

创新产品



海外观众人数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

　　2016年10月11-13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号馆成

功举办。本届展会展览面积再创新高，达到11,500平方米，比上届同期增长约35%；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9家优质

纤维、纱线企业参展，展商数量增长约20%。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共吸引了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11,832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专业观众总数比上届秋季展大幅增

长超出60%，其中海外专业观众2,339人，占比高达20%，国内专业观众9,493人。现场人潮如织，商贸成交硕果累累。

2016yarnexpo秋冬纱线展回顾

韩国

日本

印度

中国香港

美国

俄罗斯

中国台湾

孟加拉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展商参展目的及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获得春季订单

59.39%
获得秋季订单

55.15%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建立新客户关系

83.03%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增强老客户关系

78.79%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推广企业新产品

65.45%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寻找代理商

50.91%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提高企业形象

66.06%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更好地了解本企
业在市场中的地位

49.70%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观众业务性质分类

梭织面料厂  33.67%

针织面料厂 25.87%

针织衫厂 9.41%

袜厂 3.70%

家用纺织品 6.25%

服装厂 15.84%

辅料类 10.94%

进出口商 12.56%

批发商 9.41%

设计师 7.99%

媒体 0.87%

其他 3.58%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类别

化纤  59.55%

棉 48.76%

毛 26.04%

麻 22.91%

丝 19.40%

其它 4.63%

观众感兴趣的化纤细分类别

人造 - 再生纤维纱线  20.17%

人造 - 合成纤维纱线 14.16%

人造 - 强力纤维纱线 10.89%

人造 - 花式纤维纱线 7.31%

人造 - 特种纤维纱线 7.02%

观众职位分析 - 按部门

综合管理  15.15%

采购供应 27.55%

研发设计 21.62%

生产计划 7.21%

市场销售 31.84%

其它 4.11%

观众职位分析 - 按采购决策权

决策权  23.63%

部分决策权 37.14%

建议权 26.00%

普通人员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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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5 号
　　　　富力双子座 B 座 12 层
邮　编：100022
联系人：安毅恒

电　话：010 - 5739 2052
传　真：010 - 5739 2197
网　址：www.yarnexpo.com.cn
邮　箱：yarnexpo@ccpittex.com

主办单位：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2017 中纺联秋季大联展
四展联动 
同期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