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性地理位置——是东南亚的心脏  

泰国是世界上面积排名第50的国家，并且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成员国之一，有着价值2.5万亿美元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单一东盟市场 

政府项目：泰国电力局（EGAT）对泰国电力局的物业及坝区照明
进行LED照明灯泡的更换，省级电力局（PEA）推进使用LED照明
路灯 

泰国政府预计泰国的LED市场额将接近24.4亿美元，并在2015 – 

2020年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0%，LED市场占有率达整个照
明市场的12% 

公共与私营基础设施项目：从新的国会大厦建设到体育场、居民住
宅、商业建筑、酒店及娱乐项目建设，例如CP ALL公共有限公司推
行“绿色7-11”项目，投资超过5亿泰铢，为全泰国的7-11门店更换
LED照明灯泡 

为什么选择泰国? 



 

东盟地区以LED照明和技术为主的最大的国
际展览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商务贸易网络平台。
它聚集了各个行业的买家，例如：建筑师、照明设
计师、顾问、照明行业专家、等等！ 

 

2017泰国LED展览会已成为推动照明市场增长和
发展的催化剂！ 

关于展会 



展会日期: 

2017年5月11 – 13日 

贸易日: 2017年5月11 – 12日 (10.00 – 18.00 hrs.)  

公众日: 13 May 2017年5月13日(10.00 – 18.00 hrs.)  

展会地点:  

IMPACT挑战者1号馆（ Challenger 1 ）  

IMPACT会展中心 

泰国曼谷 

参会观众: 

20,000 专业观众  

参展企业:  
400+ 家企业和品牌  

展会面积: 

15,000平方米 

展会数据 



IMPACT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是泰国领先的展览主办机构。IMPACT组织并经营专业的贸易和公众展览、大会、会议和培
训课程，并与各行业的国际贸易协会、主办单位及企业携手合作 

MEX展览有限公司 

是一家国际展览公司，在40多年的广告业、超过18年出版业和12年展览业中都占用举足重
轻的地位。 MEX已经为不同单位举办了超过75场市场领先的贸易展览，并且拥有各类知名
杂志和广告贸易名录，例如： Sign & POP and LED World 

关于主办单位 



4 0 0 +  
家来自泰国当地和国际的参展企业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越南 / 印度尼西亚 / 中国 / 台湾 / 日本 

香港 / 韩国 / 印度 / 意大利 / 法国 / 阿拉伯… 

参展企业数量和地域 



 

 

• LED应用＆照明  

• LED照明产品  

• LED产品 

• LED招牌＆显示器 

• LED原件/配件及原材料 

• LED驱动器及电源供应器 

• LED生产设备/机械及相关产品  

• LED装饰照明和相关服务 

展品范围 



同期展会 



同期展会 



包含来自多个领域的行业和产业专家: 

•户外活动公司 
•制造厂 
•媒体 
•广告业 
•政府单位 
•活动管理公司  
• LED制造商  
•进出口商 

•建筑师  
•标牌制造商  
•照明工程师 
•品牌经理 
•室内设计师 
•活动管理公司 
•照明经销商 

观众范围 



LED展览会为您提供绝佳的机会，
接触到您的目标客户 

LED展览会为您提供有利环境，帮助您成功地接触
亚洲及全球的LED买家。 

LED展览会为您提供

向国际买家推广品
牌的机会 LED展览会让您有机会接

触到行业内重要的决策
制定者，以及别处无法
得到的专业市场分析 

LED展览会是一个向行业专业人士发
布和展示产品的最佳平台 

 会面超过 20,000

名专业观众 

参展的优势 



展会平面图 

IMPACT挑战者1号馆（CHALLENGER 1）, IMPACT会展中心 

  

  
LED Expo Thaila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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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特邀VIP买家计划”是我们展会买家推广计划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这
一计划邀请和挑选出具有大量采购计划的国际买家，为他们与展商在展会现场安排
“一对一”商务会议、并以VIP的身份免费参与展览同期的行业会议、他们也将被提
供免费酒店住宿等其他特殊接待 

Business Matching  

超过 80%  
的特邀VIP买家拥有直
接采购的权利  

 
特邀VIP买家计划 
 

http://i2.wp.com/rootedthinking.com/wp-content/uploads/2014/02/business-resolutions.jpg?resize=5616,3744
http://businesssalesindia.com/small-businesses-on-the-road-to-success/


泰国LED峰会是关于LED照明和PCB产品及技术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由专家委员会带
领，吸引了具有影响力的主题演讲，并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热烈讨论 

泰国LED峰会 



建筑照明展区将展示不同种类的建筑照明系统，例如筒灯、应
急灯、投光灯、线性系统、定制照明等 

建筑照明展区 

智能照明展区 
智能照明展区将展示可以让您生活更加便捷的最先进的智能产
品，例如使用您的智能手机来控制照明，LED闹钟，LED音乐灯
泡等众多产品 

展会亮点 



泰国LED展览会被行业公认为东盟地区最显著的LED国际展览会，
2017年展会将特别关注LED标识和显示屏，通过展示高清晰度和
高质量的产品，将您的品牌推荐到这个巨大而饥渴的市场。所有
标识解决方案包括：LED模块、LED条形灯、LED幕墙和屏幕等更
多展示 
 

LED标牌和指示展示区 

展会亮点（续前） 

汽车照明展区 
汽车照明展区将展示多种照明应用的解决方式，例如车头灯、
车尾灯、前大灯和信号灯。目的不仅仅是提升司机驾驶的安全
性，而且还增加车辆的风格指数 



画片展示区 

LED通道  

颁奖之夜  

展示泰国知名建筑企业在LED技术上的模型
和成就 

展示创新的照明设计（LED幕墙、LED地板、
交互式屏幕、LED树和花，等等） 

颁奖之夜将颁发“最佳展台设计”、“最佳产品创新”、 
和“最忠实展商”等奖项 

其他突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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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必胜的市场营销策略 
当地和国际市场推广 



直接向有针对性的买家和客户介绍推广2017泰国LED展览会 

VIP 

 “互动性极高的电话销售推广”  

电话销售 



由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展览活动部制定，凡是组织10位或以上同一国家的客
商团前往泰国参观或参加展览会/大型活动/节庆活动的单位均有资格申请此项补
贴 

**具有申请资格的招商单位须遵守TCEB

设定的规定，即可获得每位买家申请

100美元的补贴 

Connect Businesses推广计划 



官方LINE账户 



短讯营销的成功阅读率平均为 98% 

短讯营销 



 发送频率: 两周一次  

 数据库量: 100,000有效数据 

 新闻内容: 展会进展情况 

发送频率: 每月一次  

数据库量: 100,000有效数据 

传真内容: 展会进展情况 

行业电子新闻 

传真宣传 

电邮和传真营销 



• 40,000 份印刷版 / 展览 

• 2次分发: 1月和3月 

• 邀请卡内容: 展会亮点、同期会

议、同期活动、竞赛、买家提

前注册表  

• 分发渠道: 邮寄和电子邮件  

展会更新 / 买家邀请卡 



在泰国电力局（EGAT）的各地办公楼、行业协会、工业基地和教育机构场
所粘贴海报、摆放展架、悬挂横幅和分发传单，用于大量宣传2017泰国
LED展览会 

海报 / 传单 / 展架 



• Pattaya FM 107.75 MHz 

• Khon Kaen FM 89.5 

• Chiang Mai FM 98 

• Hat Yai FM 89.5 

• Korat FM 106.25 

电视和广播广告 

http://www.google.co.th/url?url=http://www.momenjoy.com/%E0%B8%94%E0%B8%B9%E0%B8%97%E0%B8%B5%E0%B8%A7%E0%B8%B5%E0%B8%AD%E0%B8%AD%E0%B8%99%E0%B9%84%E0%B8%A5%E0%B8%99%E0%B9%8C%E0%B8%8A%E0%B9%88%E0%B8%AD%E0%B8%87-9/&rct=j&frm=1&q=&esrc=s&sa=U&ei=NNIWVIKCA4WUuATkyYIQ&ved=0CBcQ9QEwAQ&sig2=sOV1v1wM6j6OmCdJD-1pag&usg=AFQjCNE5ZfUl9tVJt7vPN5RO3gfw0-S6ew
http://www.google.co.th/url?url=http://www.gmmz.tv/program-schedule.php&rct=j&frm=1&q=&esrc=s&sa=U&ved=0CC0QwW4wDGoVChMIscDuzduXyQIV0ZGOCh2aXgBw&sig2=tVlC3DeGBJ3CeDO0WtG97g&usg=AFQjCNHLJrRTd6ACDQZ_VWatFvEJ3I3uOg
http://www.google.co.th/url?url=http://www.lyngsat-logo.com/tvchannel/th/Workpoint-TV.html&rct=j&frm=1&q=&esrc=s&sa=U&ved=0CBUQwW4wAGoVChMIn4zI4tuXyQIVgwqOCh3GuwVl&sig2=JvMgtbPKeAfNbziwzuaDXg&usg=AFQjCNEVhwVHDRbApMeXB4Hqd1a-yA1how
https://www.google.co.th/url?url=https://twitter.com/thinkingradioFM&rct=j&frm=1&q=&esrc=s&sa=U&ei=mPsWVIDzOY6MuATPpoGYBA&ved=0CCkQ9QEwCQ&sig2=iGP2qV8gIPKylATxodgEcA&usg=AFQjCNEcX_eLAD13N17_FGsk5UKwgef63Q
http://www.google.co.th/url?url=http://listening.truelife.com/detail/2918895&rct=j&frm=1&q=&esrc=s&sa=U&ei=xvsWVMvfF4iwuASGwoAI&ved=0CBcQ9QEwAA&sig2=zqF5NESIjT5NkFZD0hPDlA&usg=AFQjCNFDY7Uwj1KnxDWOn0ymueXl-fAjhg


报纸宣传 

http://www.thairath.co.th/


合作媒体 

在线合作媒体 官方合作航空公司 

展会合作媒体 



• APN Publishing & Fulfillment Pte. 

Ltd 

• Asia Briefing Ltd. 

• Biz LED Magazine 

• CENS 

• Electronic For You 

• Enlightenment Magazine 

• E-Power & Lighting 

• Global LED OLED 

• Global SMT 

• Highland Media Publishers Pvt. 

Ltd 

• LED Drivers 

• LED Inside 

• LED Journal 

• LED Lighting 

 

• LEDs Magazine 

• Luger Research Professional-

Symposium 

• Oxford Business Group 

• Professional Lighting and 

Production 

• Semiconductors 

• Total Lighting Magazine 

• Trade Link Media 

国际合作杂志 

http://blog.uiin.org/wp-content/uploads/mockup_issue_open_laying_schofield.png


支持机构 

支持单位 



路牌广告和LED数码广告 



在线媒体和线下媒体 



自动提款机广告 



轻轨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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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活动  
当地和国际市场推广 



缅甸 / 马来西亚 / 日本 / 广州 / 台湾  
 

• 在国际和区域目标买家、行业协会中推广2017泰国LED展览会 

• 加强2017泰国LED展览会作为区域性LED展览会的地位 

• 将2017泰国LED展览会直接推荐给目标买家地区的关键买家和行业人士 

国际路演 



国际合作展会 



普吉 / 罗勇 / 乌隆他尼 / 春武里 
 

• 向各个相关行业、商会、 地方协会、 工业园等的关键买家推广 2017泰国LED展览
会 

• 致力于加强 2017泰国LED展览会作为区域性产业平台的地位 

当地路演 



行业论坛 



新闻发布会 



展会开幕式 



黄颖欣 女士 
电话 :  02-833-5053 
电邮 :  wingyanw@impact.co.th  
 

周思思 女士 
电话 :  02-833-5198 
电邮 :  sisiz@impact.co.th  

 
IMPACT Exhibition Organizer 
IMPACT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Bangkok Land Building, 10 floor  

47/569-576, Moo 3 Popular Road,  

Banmai Sub-district, Pakkred ,11120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