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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是泰国广受称赞的一站式会展产业（MICE）服务和场地供应商。IMPACT 不仅管理着全

东南亚最大的展览及会议中心（14 万平方米的可用室内空间和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可用室外湖畔区），我们还拥

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包括能为国际性会议及展览提供专业管理（PEO）服务的专属部门，并与当地和国际伙伴共

同主办自己的专业贸易展览。2018 年 IMPACT 推荐贸易展览如下： 

 

 

2018 泰国 LED 展览会 

主办单位： 印度 Media Exposition & Events 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泰国国家电力局（EGAT） 

展览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 1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挑战者 1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ledexpothailand.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40（中文） 

活动简介：东盟地区最大的国际 LED 照明产品和技术展览及会议。涵盖了工厂/厂房照明、住宅/家用照明、保

健中心/医院照明、零售店/商用照明、智能照明、LED 招牌＆显示器、LED 原件/配件及原材料、LED 生产设备/

机械及相关产品、LED 装饰照明。同期举办太阳能 LED 展区，展示太阳能相关设备和组件。 
 

 

2018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2018 泰国 LED 展览会展中展） 

主办单位： 印度 Media Exposition & Events 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 1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挑战者 1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pcbexpothailand.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27236（中文） 

活动简介：泰国日渐成为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制造商不断增长的国家之一，2018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将成为

集合电路板行业（制造商、买家、卖家和专业人员等）精英的一个平台。2018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将探讨 

这个通过过去 30 年蓬勃发展，并在目前拥有 600 亿美元市场额的电路板、电子和电器组件领域。 

 

 

2018 亚洲（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SIMA ASEAN Thailand）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艾博展览集团 

展览日期： 2018 年 6 月 6 – 8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3 - 4 号馆（室内），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41（中文） 

活动简介：亚洲（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SIMA ASEAN Thailand）是全球著名品牌展 SIMA 在亚洲地区的

延伸。主要展出与农业相关的机械、设备、附件、零部件等。将吸引来自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商、分销

商、农场承包商、进出口商、农业合作社等的贸易买家。SIMA ASEAN Thailand 将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有效的农业

和农业机械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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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曼谷光学眼镜展览会（SILMO BANGKOK）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8 年 6 月 20 - 2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会展中心，4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silmobangkok.com  

活动简介：2018 曼谷光学眼镜展览会（SILMO BANGKOK）是东盟眼镜商业和时尚中心的理想门户，同时也是

进行商业联络、触及新市场、生成销售及完成交易所不可错过的活动。它涵盖 4 大关键部分：眼睛佩戴物、镜

片、设备、商业服务，并从商业、培训、时尚三大方向激励您创造新的商机趋势。 
 

 2018 东盟医疗器械展（Medical Devices ASEAN – MDA）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8 年 7 月 11 – 13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1 – 2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medicaldevicesasean.com  

活动简介：MDA 是一个在医疗技术、设备、服务和医疗保健上的国际性展览，聚集了超过 100 家领先企业，

5,000 名包括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主要参与展会期间的医疗培训和教育）在内，和先进医疗设备、服务的供应

商、包括最新的医疗器械和耗材、诊断成像（放射学）、普通外科、医学实验室和医疗保健 IT 技术。 

展会同期，还将进行“医学进修培训（CME）活动、医疗教育和发展（MED）会谈、第一手创新技术（FIT）示

范、以及商务配对和特邀 VIP 买家计划项目，将确高质量医疗行业买家和主要决策者的参与。 
 

 

INTERMAT ASEAN 2018（2018 东盟国际工程机械展）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艾博展览集团 

协办单位： 泰国承包商协会 - 泰王陛下支持 (TCA) 

展览日期： 2018 年 9 月 6 - 8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5 - 6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asean.intermatconstruction.com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29634（中文） 

活动简介：INTERMAT 2018（东盟国际工程机械展）是一个专注于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国际性展览及

会议。为供应商提供一个面向建造业主要决策者展示他们最新的机械、设备、工具及科技的最佳贸易平台。 
 
 2018 亚洲混凝土展——建筑行业所需商品混凝土的国际展览和会议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艾博展览集团 

展览日期： 2018 年 9 月 6 - 8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7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concrete-asia.com （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2777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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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介：2018 亚洲混凝土展是汇集并展示行业领先供应商在环保型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建筑机械和设备

方面的创新产品及技术的主导平台。主要吸引和邀请来自建筑、房地产行业的区域性买家及决策者，并为参与 

者提供最新的行业知识和商务网络机会，启发业务促进和持续发展的新方法。 
 

  2018 亚洲建筑楼宇管理展览会（BMAM Expo Asia）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8 年 9 月 12 – 14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http://bmam-gbr.com/ （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1211（中文） 

活动简介：第 11 届亚洲建筑楼宇管理展览会（BMAM Expo Asia）锁定来自泰国及东南亚地区酒店、工厂、工

程承包、写字楼、建筑设计等行业的经销商和代理商、制造商、OEM、分包商、进出口商，向这些买家群体展

示有关建筑楼宇设施管理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工作空间管理、建筑楼宇清洁、安防与消防、环保节能材料和系

统、以及智慧建筑的应用。 
 

 2018 年亚洲国际美容展（BEYOND BEAUTY ASEAN 2017）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与英富曼会展集团 

展览日期： 2018 年 9 月 20– 2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会展中心，5 – 8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beyondbeautyasean.com（英文） 

活动简介：来自法国巴黎国际美容展的品牌，针对区域性市场需求首次亮相亚洲，包含四大行业范围：美容与 

化妆品、Spa 与保健、健康与草药、美发与美甲。是行业人士建立商务贸易联系、更新行业发展趋势的最佳平

台。 

 

 

2018 东盟零售科技、设备展会（同期举办东盟电子商务展）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泰国零售商协会 & Clarion Events 

展览日期： 2018 年 9 月 19 –21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3 – 4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retailexasean.com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17536（中文） 

活动简介：2018 东盟零售科技、设备展会是一个迎合大湄公河（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及东盟

地区零售商需求的年度性贸易展览及会议。这一国际性展会包含三大主题：ShopFIT（零售店设备）、

ShopTECH（零售店技术）、Marketing in Retail（零售营销）。 

同期举办来自英国主办单位 Clarion Events 的代表展会之一——东盟电子商务展（Internet Retailing Expo 

ASEAN）。引入电子商务、线上支付，使其形成该地区最大的多渠道零售电子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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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泰国东盟电子、信息及通信展（CeBIT ASEAN Thailand）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特别咨询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展览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 20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会展中心，7 - 8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正在建设中 

活动简介：2018 泰国东盟电子、信息及通信展延续了德国汉诺威 CeBIT 的专业，这是一个世界领先的电子信息

技术活动。2018 泰国东盟电子、信息及通信展以“The Southeast Asia Festival of Innovation & Digitalization（东南

亚创新和数字节）”为主题，分别从展览和国际会议的形势下展开，涵盖了数据、业务电子和设备、数码业务

解决方案、新技术、物联网、初创公司。这将是东南亚地区最大最专业的 B2B 电子、信息和通信展览和会议。 
 

ASEA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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