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8月31日至9月2日

华东首选智能照明及工程项目商贸平台 

展会资料

Light + building
全球展览会一览
德国 • 法兰克福
Light + Building –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
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016年3月13至18日
 
印度 • 孟买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2016年5月12至14日

中国 • 广州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2016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广州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2016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印度 • 新德里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2016年10月5至7日

阿联酋 • 迪拜
中东(迪拜)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2016年10月

俄罗斯 • 莫斯科
莫斯科国际灯展–国际灯饰及技术照明展览会
2016年11月8至11日

印度 • 新德里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2016年12月2至4日

阿根廷 •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
2017年9月12至16日

日期
2016年8月31日至9月2日

开放时间
2016年8月31日至9月1日   09:00 - 17:00
2016年9月2日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入场观众
免费入场，仅开放予业内买家（18岁以下人士谢绝入场）

参展费用
标准摊位：人民币9,800元 / 9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000元 / 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优惠价
标准摊位：人民币8,000元 / 9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     人民币800元 / 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网络合作伙伴

同期展会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广州光亚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400-6970-699         传真：020-36047798
电邮：gy@alighting.cn
网页：www.alighting.cn

展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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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是业界知名的展会主办机构，一直致力

推动照明行业发展，其主办的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上海国际照明展览

会之姐妹展）已经成功举办20届，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照明展览会及LED

展。来届展会将于2016年6月9日至12日继续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广州)举行，呈现21周年辉煌。两展之母展为 “Light + Building – 法

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09:00 - 14:30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与法兰克福展览旗下的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上海国际智能

家居展览会”及“上海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城建

设备与技术展览会”同期举行，为业界带来建

筑技术节能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成为华东地区

智能照明及绿色建筑领域最大规模和影响力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此平台通过整合智能建筑及

智能家居技术，切合了智能楼宇、整体楼控和

智能家居融合的大趋势。四展联动，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以吸引更多优质工程项目及终端用

户观众莅临;同时，亦提供了技术交流平台，

促进照明、暖通、智能家居及建筑的厂商进行

跨界合作。

同期高端活动精彩纷呈，紧贴市场最新动态
2015年展会举办超过50场论坛、研讨会和产品介绍会，助与会人士了解照明设计、技术和市场营销渠道的

最新趋势。

“ 我觉得这个论坛内容充实，介绍了灯光在不同建筑景点的应用

及实践，真正反映了目前市场的需要及趋势。目前，中国日益注

重灯光与自然的结合，以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在尊重自然环境

及空间的前提下发挥创意，营造一个舒适的照明环境；这确实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亦是中国照明行业未来的趋势。论坛汇集

行业顶尖权威及教授，他们精辟的见解及经验令我获益良多。” 

洪尧阳先生，大中华区业务部

汤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我们是一家瑞典的灯具制造商。我觉得照明展的论坛特别有意

思，演讲嘉宾及演讲题目亦很专业。论坛的内容广泛，涉及照明

的不同范围，包括调光及控制系统等，加深了我对照明业及现今

技术的认识，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相信LED仍然会是未来照明业

的发展重点，市场在国家的智能发展及绿色建筑方向下，相信将

会不断涌现结合不同调光及节能技术的崭新产品，如新型的LED

灯泡等。” 

阎心山先生，中国区销售经理
佰维迪斯（东莞）贸易有限公司t

ACT Lighting Design创办人、设计总监Koert Vermeulen先生
主题为“建筑照明与舞台元素的融合”的演讲。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市场经理肖鹏先生
题为“LED智慧照明先进解决方案 - 传感器与无线技术
创造舒适节能”的演讲。

www.alighting.cn



汇聚行业决策人士，打造华东智能照明和工程项目的专业平台

71% 的观众拥有决策/影响决策权

93%的观众对展会表示满意，并会继续参观下届展会

决策

影响决策

搜集意见

不参与决策

非常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观众构成比例

系统集成商、承建商、工程公司

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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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商、合同能源管理公司 

经销商、批发商、代理商

生产制造

其他

买家决策层， 包括房地产开发商、
行业终端用户

随着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LED照明解决方案因其绿色环保，低能耗，且越趋智能

化的特点备受青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各类照明工程项

目中。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上海是

长三角经济圈中心，占据全国建筑工程市场重要份额，

项目层出不穷。仅上海市即将进行的基建项目就已经超

过60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前滩、兴业太古汇、北外滩

白玉兰广场、徐汇滨江梦中心、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汇聚各层面工程项目决策人:

  房地产开发商、业主等行业终端用户 (酒店、商超、

  城市路政等) 

  建筑、设计、策划人员

  建筑承建商、装潢装修公司、工程师、系统集成商

2015部分参展品牌
展会成功汇聚了298家参展企业，包括：富桦明、华尔美、方大索正、艾华集团、华鼎电子、美科电器、
升谱光电、美国毅德、明纬电子、国星光电等。

“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户外全线照明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这是我们第

二次参展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多名本地及

来自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及韩国的外商，他们对公司产品深感兴

趣。其中一些外商更带来了具体的项目跟我们交流商量，并向我们

咨询意见。我们挺满意参展效果，希望下届能更上一层楼。”

盛歆女士，营销总监

珠海华而美照明有限公司

2015展会数据
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及地区、逾11,676名工程及贸易界的专业观众。

位列前十的海外观众来源国家/地区(按观众人数由多至少排列):
印度、香港、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台湾、越南、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 

(上海迪士尼乐园)、闸北体育中心、虹桥商务区等，还不包括林林总总的新城市改造项目。相

对于日益饱和的传统照明市场，工程照明市场无疑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凭借首两届成功经验及主办单位的资源优势，来届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定于2016年8月31日至9

月2日再度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展会将聚焦绿色节能及智能照明应用及解决方案，

汇聚各层面工程项目决策人，一同打造华东地区智能照明及工程项目的首选商贸平台。

“ 我们是一家研发、生产及销售LED照明灯具的企业，并

协助进行道路照明工程及景观亮化工程。我是首次来到上

海国际照明展览会，期望采购合适的LED光源。这个展会

相比珠三角地区的照明展览，更贴近我们的采购需求。整

体而言我对这次展览感到满意。”

王轻舟先生，工程师

安徽拓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 这次参展带来了供各种LED照明和户外路灯使用的ELG和CLG的电

源供应器及天井灯系统，是我们品牌的知名产品。我们的目标观众

是工程商及经销商，展会的买家质素不错，遇上不少表示有合作意

向的公司。下年会考虑继续参展。”

段艳女士，业务部营销专员

明纬（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 我们是一家生产LED通用照明产品为主的公司。我们首次参展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此行展示了最新产品 ‘光立方’ ，它外观

新颖，在散热、流明及寿命比常规产品更优胜。各行各业的买家

均对此产品深感兴趣；海外买家大多是灯饰行业的进口商，国内

市场的反馈也不错，吸引了许多来自工程业、进出口公司、装修

公司及设计公司的人士拜访。”  

丘天荣先生，销售经理

广东方大索正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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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照明（办公室、酒店工程、商超零售等）

  建筑及景观照明

  户外照明（城市交通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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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1日至9月2日

华东首选智能照明及工程项目商贸平台 

展会资料

Light + building
全球展览会一览
德国 • 法兰克福
Light + Building –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
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016年3月13至18日
 
印度 • 孟买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2016年5月12至14日

中国 • 广州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2016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广州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2016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中国 • 上海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2016年8月31至9月2日
 
印度 • 新德里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2016年10月5至7日

阿联酋 • 迪拜
中东(迪拜)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2016年10月

俄罗斯 • 莫斯科
莫斯科国际灯展–国际灯饰及技术照明展览会
2016年11月8至11日

印度 • 新德里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2016年12月2至4日

阿根廷 •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
2017年9月12至16日

日期
2016年8月31日至9月2日

开放时间
2016年8月31日至9月1日   09:00 - 17:00
2016年9月2日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入场观众
免费入场，仅开放予业内买家（18岁以下人士谢绝入场）

参展费用
标准摊位：人民币9,800元 / 9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000元 / 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优惠价
标准摊位：人民币8,000元 / 9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     人民币800元 / 平方米（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网络合作伙伴

同期展会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广州光亚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400-6970-699         传真：020-36047798
电邮：gy@alighting.cn
网页：www.alighting.cn

展会资料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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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是业界知名的展会主办机构，一直致力

推动照明行业发展，其主办的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上海国际照明展览

会之姐妹展）已经成功举办20届，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照明展览会及LED

展。来届展会将于2016年6月9日至12日继续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广州)举行，呈现21周年辉煌。两展之母展为 “Light + Building – 法

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09:00 - 14:30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与法兰克福展览旗下的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上海国际智能

家居展览会”及“上海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城建

设备与技术展览会”同期举行，为业界带来建

筑技术节能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成为华东地区

智能照明及绿色建筑领域最大规模和影响力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此平台通过整合智能建筑及

智能家居技术，切合了智能楼宇、整体楼控和

智能家居融合的大趋势。四展联动，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以吸引更多优质工程项目及终端用

户观众莅临;同时，亦提供了技术交流平台，

促进照明、暖通、智能家居及建筑的厂商进行

跨界合作。

同期高端活动精彩纷呈，紧贴市场最新动态
2015年展会举办超过50场论坛、研讨会和产品介绍会，助与会人士了解照明设计、技术和市场营销渠道的

最新趋势。

“ 我觉得这个论坛内容充实，介绍了灯光在不同建筑景点的应用

及实践，真正反映了目前市场的需要及趋势。目前，中国日益注

重灯光与自然的结合，以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在尊重自然环境

及空间的前提下发挥创意，营造一个舒适的照明环境；这确实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亦是中国照明行业未来的趋势。论坛汇集

行业顶尖权威及教授，他们精辟的见解及经验令我获益良多。” 

洪尧阳先生，大中华区业务部

汤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我们是一家瑞典的灯具制造商。我觉得照明展的论坛特别有意

思，演讲嘉宾及演讲题目亦很专业。论坛的内容广泛，涉及照明

的不同范围，包括调光及控制系统等，加深了我对照明业及现今

技术的认识，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相信LED仍然会是未来照明业

的发展重点，市场在国家的智能发展及绿色建筑方向下，相信将

会不断涌现结合不同调光及节能技术的崭新产品，如新型的LED

灯泡等。” 

阎心山先生，中国区销售经理
佰维迪斯（东莞）贸易有限公司t

ACT Lighting Design创办人、设计总监Koert Vermeulen先生
主题为“建筑照明与舞台元素的融合”的演讲。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市场经理肖鹏先生
题为“LED智慧照明先进解决方案 - 传感器与无线技术
创造舒适节能”的演讲。

www.alight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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