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

    3 个展览 1 个会议 80 位演讲嘉宾者 7,500 名参会人员 2000 名买家

Sumet Siriuntisumrit先生，新加坡，韩华泰科公司区域经理

该展会是东盟零售行业内不可错过的活动！

www.RetailEXASEAN.com

Featuring:

同期举办

2017年9月14-16日
泰国曼谷IMPACT会展中心

东盟地区发展最为迅速
诠释零售业趋势及解决方案的贸易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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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

黄金赞助商 : 银赞助商 : 合作媒体 :

我们已经连续两次参展RetailEX ASEAN展览会了，这次参展的效果明显比去年有所
提高。我们对展会现场的观众数量和质量感到很满意，它不仅让我们会面了来自泰

国的潜在客户，也包括周边国家的潜在客户。

Dr. Nitikorn Dulyakorn
高级销售经理 , Siam Okamura International 

 “谨代表泰国零售商协会，我们非常荣幸可以从第一届东盟零售科技和设备展会创办至今，始终作为展会
的合办方，来提升泰国及区域内零售业的行业标准。经历了前两届展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将通过东盟零售
科技和设备展会的两大全新主题来更好地满足具体的行业需求，这两大主题为：ShopFIT 2017 （零售店设
备）和 ShopTECH 2017（零售店技术）。展会将同时聚集两大行业中的顶级供应商：零售店设备及零售店
技术。我们对第三届展会将进一步为东盟零售业带来福利，并开启区域行业发展的新时代充满信心。”

Chartchai Tuongratanaphan博士，泰国零售商协会总干事

对支持单位的特别感谢



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年度性零售业商铺设备及解决方案展览会——RetailEX ASEAN，是一个为期
3天的国际性贸易展览及会议，旨在迎合正在关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域之一——
东盟市场的零售商。

RetailEX ASEAN为东盟市场创建了一个引领潮流的平台，以团结和领导东盟零售业走向更高的
行业标准，同时在区域舞台上取得更好的成功和更大的认可为宗旨。

• 展会现场将建立一个以展示未来零售业概念店的体验区

• 体验区将为参展商提供一个全方位展示其创新产品及服务的绝佳机会

• 一个针对未来零售业概念的支持性培训活动

• 为展商提供了一个向7,5000名零售也专家展示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平台

• 分享泰国零售业发展走势，为东盟零售商投资泰国零售业提供良好机会

• 集合东盟地区优质买家

• 对参展商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商业机会 

• 是东盟零售业贸易和网络的枢纽

• 展会期间为展商提供的“一对一”贸易配对，为展商提供了无限商机

• 主办单位可以按照展商要求为展商邀请指定买家

泰国4.0 – 进入泰国零售业领域的最佳时机

一个展示未来零售业概念的现场体验区

是聚集东盟重要买家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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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展会亮点

今年，RetailEX展会将由三大主题组成：
ShopFIT| ShopTECH | 互联网零售展会

让它成为您用于优化业务和经营的硬件及软件采购平台，在今年的RetailEX ASEAN找
到所有您所需要的解决方案

未来（2020）零售店技术

为什么参加东盟零售科技和设备展会

ShopFIT (零售店设备）围绕
完美商铺的合成方案展开，涵盖了
商铺装修、商铺设计、建筑、照明
和制冷技术，以及商铺内POP营销、视
觉营销及陈列等解决方案。

ShopTECH （零售店技术）
展示全方位零售技术解决方案，包
括针对零售业及酒店行业的结算系
统、商品管理、付款系统、物品监控、
POS技术、通信、信息和安全技术等解
决方案。

Internet Retailing 
EXPO 互联网零售展会通过帮助
那些以线上和线下作为市场空间的零
售商寻找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来帮助零
售商建立和发展其在线零售策略。通过
关注数字营销和电子商务等议题，
RetailEX ASEAN展会会成为东盟地区真
正意义上的多渠道零售业展会。

 



展会平面图 &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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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FIT 展品范围

ShopTECH 展品范围

■建设服务及系统
■照明和AV
■POP营销
■制冷系统
■商铺装饰
■商铺家具
■购物手推车和篮子
■商铺设计，视觉营销

■支付系统
■ERP和商品管理
■业务分析和大数据管理
■移动解决方案
■POS硬件
■POS软件
■数字营销解决方案
■食品工业称重设备
■供应链、库存、库存管理
■店内通讯与技术
■安全/防损设备及解决方案
■射频识别、物联网、智能卡技术

■建筑，设计及店铺装修咨询
■便利店
■时装与服饰零售
■食品和非食品零售
■酒店和娱乐业
■IT和安全行业
■制造，品牌所有者
■营销、公关、新闻媒体
■药店
■购物中心和社区式购物中心
■贸易协会
■供应商

买家范围

整个东盟地区大概7,500名高级决策制定者将汇聚一
堂，分别来自以下行业：

产品推荐会

商务贸易配对

由泰国零售商协会主办，一个为期3天的免费会议。这将
是一个教育的中枢纽，每天将有30多个来自零售业的专业
人士来为超过200位参会人员分享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

零售业培训项目



我们对能够参加RetailEX ASEAN展会感到非常高兴，在这里我
们展示了许多全新室内设备和设计趋势。这个平台对于像我们这
样的参展商来说非常独特，我们在这里可以与买家及行业合作伙
伴会面，从而加深我们的商业联系。

Kwanchai Athikomrungsarit先生，Whitespace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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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零售业概念现场体验区

未来零售业概念现场体验区中将组成有：
•时装店体验区
•超市体验区
•咖啡厅和餐厅体验区
•配送中心和仓库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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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展会数据

名观众

5,726

 2,000

名参展商 名演讲嘉宾

与会人员 

168  45

410
观众增长率 展商增长率

观众满意度 展会第1天和第2天
重复参观观众率

决策制定人

11% 30% 

89% 70% 

我们的观众及与会人员都来自东盟地区领先的组织：

观众区域细分

77%
来自泰国

5%
来自亚洲

13%
来自东盟

5%
其他国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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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EO /总监/董事

20% 中层管理人员

15% 高层管理人员

15%   高层管理人员

10% 记者和协会

5% IT程序员

参观观众职位排名 观众兴趣领域划分

观众决策权力

时尚和服装
购物商场和物业管理
超市和便利店
百货公司
美容产品零售店和药店
购物中心和物业管理
超市和便利店
百货商店
设计顾问，商铺陈列师
DIY＆家居饰品
食品零售与酒店
银行、金融服务
贸易协会

31% 9%35% 25%

专员和研究

推荐 未参与

批准

观众范围

13%
供应商

7%
6%

3%

20%

5%

5%

33%

领事、顾问、分析师

贸易协会

酒店、
娱乐、餐厅

营销、公关、新闻媒体

公共部门，
政府部门

3%
设计顾问、店铺装修师

制造业、
品牌所有者

零售商

5%银行、金融服务

商店配件和商店装修

零售系统与技术

视觉营销

POS和自动识别

POP显示和家具

IT与安全技术

制冷，冷却系统

其他

 25%

  16%

   11%

   14%

    14%

    14%

     5%

     1%

23% 5% 12%  10%  10% 4% 5% 5% 5% 5% 5% 2% 9% 

零售商的业务性质



     

RetailEX ASEAN为零售业同行提供了一个高效的，用于建立网络
和分享知识的平台，传达了众多有益于零售业发展的精彩创新想
法。东盟零售和购物中心峰会吸引了超过400名来自泰国和东盟
的顶尖供应商及零售企业管理人。他们在这个次行业会议中收获
颇丰。我相信该峰会将会持续发展，逐步成为一个国际性会议，
不在局限于东盟，而是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

Wallaya Chirathivat 女士，泰国购物中心协会主席

本次峰会是行业内顶尖的零售业教育平台之一，我在本次
峰会上了解了许多关于零售业的市场趋势和最新技术。我
非常推荐这个会议，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平台，提供
许多可以在公司服务中运用的知识，特别是物联网及其他
相关的主题。

Teerawat Thipsoda先生，DTAC，市场集团B2B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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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名录 – 行业专家

Wallaya Chirathivat 女士
高级执行副总裁

Central Pattana 公司

Vipin Kalra先生
商户销售和解决方案部负责人

VISA，亚太地区

Tatiya Sosothikul先生
董事长

Seacon发展有限公司

Jose Avalos先生
视觉零售总监

英特尔集团，零售方案部

Chanchai Phansopha先生
主席

The Platinum集团

Asad Jumabhoy先生
联合创始人

UTU

Kaveepan Eiamsakulrat先生
董事长

K.E.零售公司

Mark Roughley先生
市场营销总监

易初莲花（Tesco Lotus）

Jariya Chirathivat女士
主席

泰国零售商协会

Regan James Leggett先生
执行董事

Nielsen公司

Gunyarak Piyakhun女士
第一执行副总裁

Siam Piwat集团市场策略及商业

Trinupab Jiratritarn先生
执行副总裁

Creatus公司

Daniel Wan先生
总裁

亚洲视觉营销协会

Paul Suthapong先生
首席执行官

Spot On 公司

April Srivikorn女士
行业负责人

谷歌泰国

Kawanchai Athikomrungsarit先生
董事长

Whitespac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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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参展商名录



• 通过在东盟地区商业枢纽的中心地带设立品牌代表，来提升品牌形象、拓展业 
 务并且获得品牌曝光
• 在3天的展会时间内与新的买家进行面对面洽谈 
• 产生即时的商业线索
• 建立全球战略联盟、网络，并且与行业专家交换想法
• 对于零售业专业人士来说，这是充分得利于快速增长的泰国和东盟零售市场的 
 最佳场所

参展套餐一览表

9平方米展位套餐 :

线上推广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100个字的公司介绍
4. 产品/服务图片  （1张图）

线下推广 ( 展会邀请函、会刊目录）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展会会刊中100个字的公司介绍
4. 产品/服务图片  （1张图）

18-36平方米套餐 : 54平方米套餐 :

线上推广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公司网站链接
4. 100个字的公司介绍
5. 产品/服务图片  （3张图）
6. 产品/服务介绍（100字）

线下推广促销 （展会邀请函、会刊
目录）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展会会刊中100个字的公司介绍
4. 产品/服务图片  （3张图）
5. 产品/服务介绍（100字）

线上推广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公司网站链接
4. 100个字的公司介绍
5. 产品/服务图片  （5张图）
6. 产品/服务介绍（100字）
7. 网站首页特别推荐 （1个月）

 
线下推广 （展会邀请函、会刊目录）
1. 公司图标 
2. 公司名称
3. 展会会刊中300个字的公司介绍
4. 公司网站链接
5. 产品/服务图片  （5张图）
6. 产品/服务介绍（100字）
7. 在展会平面图上进行特别推荐（
从2017年7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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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参展

400美元/平方米
（最小18平方米）

该选项仅为您提供展览空

间位置
您需要设计和搭建属于自己的

展台，配置展具及装饰

1. 光地展位 2. 标准展位

450美元/平方米
（最小9平方米）

每个标准展位都包含：展位隔
墙、地毯、楣板、公司标志、
电源插座、照明和基本展具。

注册费 : 250美元 /每个公司
开口费： 150美元/额外开口（同时用于光地展位 
 和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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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Retailing Expo   l   洞察  ▪  灵感  ▪  创新

展会形式

• 首届为期3天的贸易会议和展览重点是学习和探索技术、产品和服务。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并且会影响零售商的购买决定。
• 会议将从一个主题演讲开始，然后深入到4个分议题，并且以独立演说、小     
 组讨论及炉边会议等形式进行。 
• 展览部分由大约50家公司展示其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并且对所有观众免费开放。
 这里也是商业交易正式达成的地方。
 
关注议题

• 如何推出一个互联网零售平台
• 如何加快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
• 如何推出全方位零售
• 如何通过手机提高客户参与度
• 如何评估技术供应商
• 如果进行数字营销，以及如何进行电子商务的评估分析
• 如何发展供应链、物流和逆向物流

互联网零售展览会（IRX）的推出是鉴于泰国消费市场的大幅增长，富裕阶层日益成熟，
并且通过数字化来联络消费者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泰国拥有数字营销发展的一切条件，并且已经准备就绪！

互联网零售在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开始飞速增长 – 现在是泰国的最好时机。我们的展会计划帮助零售商发展其数字营销之旅。

泰国IRX展会是多渠道行业的聚合点，在这里零售商可以会见主要的供应商，并通共相关个案研究同学习。 



即刻致电，先于您的竞争对手
预订最佳展位

展会总监
电话：+65 6590 3960
电邮：sponsor@clarionevents.com

  

泰国IMPACT会展中心，建立于1999年，是一个能够为各种活动提供完美设施和服务的综合性MICE场所。IMPACT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
最先进的展览及会议中心，拥有超过140,000平方米有效室内空间，包括各种场地尺寸规格，以满足各种活动的需要。

现在就联系我们 !

马上预订，您将能够确保一个更好的展位，并且通过全面的展前市场营销和公关活
动最大化您的品牌曝光率。

优越的赞助机遇
我们的团队将与您一同创建一个定制化的套餐，将您的个性化要求考虑
在内。定制化的赞助套餐将让您能更好地控制公司在展会中的品牌曝光
度，并且确保满足您的参展目标。

项目经理
电话：+66 2833 6336
电邮：info@retailexasean.com

场馆及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