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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 乘势前行

特 刊

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工业产品

（委内瑞拉）展览会”（以下简称“展览

会”）的成功举办让国内企业成功进入

并占领委内瑞拉市场，大大提高了中

国企业和产品在委内瑞拉市场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第三届展览会在两国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延

续了前两届展会优良品质，并在展会

组织、配套活动、宣传报道等各个环节

实现了优化升级，并使之程序化。

本届展览会展出规模近4000平方

米，来自中国十几个省市的 80多家企

业前来参展，其中不乏中兴集团、钱江

摩托、青岛澳柯玛、中工国际、双喜集

团、一拖集团、北方重工等知名企业。

参展商们纷纷带了各自的优质产

品，展品涉及机械设备及各类五金工

具；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建筑机械；园

林机械；石油、化工、通用设备及产品；

制冷成套设备及产品；各种汽车及零

部件；电子、家电产品；办公用品；日用

品及陶瓷等。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委内瑞拉及周

边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专业买家到

会采购或洽谈合作，现场成交额1000多

万美元，意向成交额超过4000万美元。

政府重视
展会尽显权威性

此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中

委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展会筹备阶

段，委内瑞拉总统办公室、驻华使馆、

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在采购商邀请、海

关通行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开幕当天，委内瑞拉商务部部长

里卡多·卡南、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赵

荣宪均亲临展会，详细了解展会情况，

并不时与参展企业沟通交流。里卡

多·卡南部长还带来委内瑞拉总统查

韦斯对参展商的问候和对展览会的美

好祝福。

中国商务部及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等政府部门更是为展会的顺利举办做

了大量工作。商务部积极为参展企业

申请了国家补贴，提高了企业的参展

积极性。

中委两国政府部门对展览会高度

重视，全面提升了展览会的权威性和

号召力。

抢占先机
买家展前下订单

在展览会的前期准备阶段，有部

分采购商看到展览会的宣传，就找到组

委会咨询参展商和展品的相关信息，并

与参展企业签订了订单。展会为采购

商与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使供

求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直面交流
合作领域再拓展

通过与委内瑞拉采购商的面对面

沟通，一些参展企业对委内瑞拉当地市

场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委内瑞

拉采购商在展品前驻足流连，从他们脸

上兴奋惊异的表情和连声的赞叹，不难

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产品的喜爱、对参与

展会的欣喜。在各类产品云集的展会

上，委内瑞拉采购商们了解到很多产品

信息以及行业动态。他们对相关配套

产品的需求，也为参展企业开拓市场、

扩大合作领域提供了契机。

宣传报道
形象传播树品牌

展会期间，每天都有委内瑞拉当地

新闻媒体到会采访。委内瑞拉国家电视

台、电台、报纸等近二十家媒体对展览会

盛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委内瑞拉商务

部部长里卡多·卡南和中国驻委内瑞拉

大使赵荣宪也在展会现场接受了当地媒

体采访，畅谈两国经贸的新发展，评说

展览会的新亮点。展会的权威性因此

得到有效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

服务立展
细节之处见精神

此次展览会期间过生日的参展

商，都在美丽的加拉加斯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夜晚。到达委内瑞拉的第

二天晚上，所有参展商即应邀参加

了盛大的集体生日晚宴。极具异域

风情的晚宴场所、风味浓郁的美食、

同胞的祝福，给过生日的参展商们

带来惊喜。这是展览会承办方的特

别策划。

“服务立展”是展会承办方中汽国

际所属国机环球（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机环球”）秉持的办展方

针。作为一家专业展览公司，国机环

球先后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

展和主承办各类专业博览会近千次，

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行业资源。

面对自身的优势，国机环球并没有自

满，而是在业务开拓中不断探索，以完

善服务、提升展会水平作为前进的标

杆。这次集体生日晚宴仅仅是国机环

球“服务立展”的一个注脚。

随着中委两国双边关系的不断深

入发展，很多中国企业对到委内瑞拉

寻找合作伙伴和商机有着浓厚的兴

趣，他们希望能借助展览会这个平台

增进彼此的了解，达成更多的合作意

向。成长中的展览会也承载着越来越

多的期许和祝福。

连续三年举办的“中国工业产品

（委内瑞拉）展览会”为双边贸易的

发展提供了优质平台，在专业化、国

际化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得到了两

国政府、参展商及采购商的广泛认

可。抢抓机遇，乘势前行，相信未来

的“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

会”将会用一连串的喜人数字和大

家的满意不断续写“海外自主品牌”

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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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与企业推广日

当地时间 6月17日，组委会举办了“中国品

牌与企业推广日”。中委双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

就双边经贸往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包

括中委两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内的100多名代

表出席了推广日活动。

中工国际、中兴集团、珠海企业代表团、钱江

摩托、青岛澳柯玛、北方重工等知名企业向委内瑞

拉采购商详细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情况，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国机环球还制作了企业宣传光盘，在展会期

间循环播放。

●委内瑞拉特色产品展

展览会同期，组委会还举办了“委内瑞拉特

色产品展”，参展企业20家，展品均为委内瑞拉

地方特产。

配套活动

特 刊

●机电设备类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水泵等产品受到了委

内瑞拉客户的欢迎和厚爱，现场成交近百万美

元。委内瑞拉商务部、工信部、住房部、企业家

联合会等部门均在展会现场找到了各自管辖领

域所需产品，并与企业达成相关合作意向。

●电子家电类

参展的电子家电类企业都与各自的代理达

成了意向，成交情况可观。很多企业在现场就签

订了订单。广东一手机厂商现场售空所有样品，

展位上一直是买家不断。该企业已考虑在委内

瑞拉开设自己的店铺。

●汽车零部件类

委内瑞拉汽车零部件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参展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尤其是生产通用件的企

业非常受欢迎，有些企业已经是连续两年或三

年参加此展览会。

成交情况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工业产品

（委内瑞拉）展览会”（以下简称“展览

会”）的成功举办让国内企业成功进入

并占领委内瑞拉市场，大大提高了中

国企业和产品在委内瑞拉市场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第三届展览会在两国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延

续了前两届展会优良品质，并在展会

组织、配套活动、宣传报道等各个环节

实现了优化升级，并使之程序化。

本届展览会展出规模近4000平方

米，来自中国十几个省市的 80多家企

业前来参展，其中不乏中兴集团、钱江

摩托、青岛澳柯玛、中工国际、双喜集

团、一拖集团、北方重工等知名企业。

参展商们纷纷带了各自的优质产

品，展品涉及机械设备及各类五金工

具；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建筑机械；园

林机械；石油、化工、通用设备及产品；

制冷成套设备及产品；各种汽车及零

部件；电子、家电产品；办公用品；日用

品及陶瓷等。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委内瑞拉及周

边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专业买家到

会采购或洽谈合作，现场成交额1000多

万美元，意向成交额超过4000万美元。

政府重视
展会尽显权威性

此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中

委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展会筹备阶

段，委内瑞拉总统办公室、驻华使馆、

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在采购商邀请、海

关通行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开幕当天，委内瑞拉商务部部长

里卡多·卡南、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赵

荣宪均亲临展会，详细了解展会情况，

并不时与参展企业沟通交流。里卡

多·卡南部长还带来委内瑞拉总统查

韦斯对参展商的问候和对展览会的美

好祝福。

中国商务部及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等政府部门更是为展会的顺利举办做

了大量工作。商务部积极为参展企业

申请了国家补贴，提高了企业的参展

积极性。

中委两国政府部门对展览会高度

重视，全面提升了展览会的权威性和

号召力。

抢占先机
买家展前下订单

在展览会的前期准备阶段，有部

分采购商看到展览会的宣传，就找到组

委会咨询参展商和展品的相关信息，并

与参展企业签订了订单。展会为采购

商与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使供

求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直面交流
合作领域再拓展

通过与委内瑞拉采购商的面对面

沟通，一些参展企业对委内瑞拉当地市

场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委内瑞

拉采购商在展品前驻足流连，从他们脸

上兴奋惊异的表情和连声的赞叹，不难

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产品的喜爱、对参与

展会的欣喜。在各类产品云集的展会

上，委内瑞拉采购商们了解到很多产品

信息以及行业动态。他们对相关配套

产品的需求，也为参展企业开拓市场、

扩大合作领域提供了契机。

宣传报道
形象传播树品牌

展会期间，每天都有委内瑞拉当地

新闻媒体到会采访。委内瑞拉国家电视

台、电台、报纸等近二十家媒体对展览会

盛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委内瑞拉商务

部部长里卡多·卡南和中国驻委内瑞拉

大使赵荣宪也在展会现场接受了当地媒

体采访，畅谈两国经贸的新发展，评说

展览会的新亮点。展会的权威性因此

得到有效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

服务立展
细节之处见精神

此次展览会期间过生日的参展

商，都在美丽的加拉加斯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夜晚。到达委内瑞拉的第

二天晚上，所有参展商即应邀参加

了盛大的集体生日晚宴。极具异域

风情的晚宴场所、风味浓郁的美食、

同胞的祝福，给过生日的参展商们

带来惊喜。这是展览会承办方的特

别策划。

“服务立展”是展会承办方中汽国

际所属国机环球（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机环球”）秉持的办展方

针。作为一家专业展览公司，国机环

球先后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

展和主承办各类专业博览会近千次，

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行业资源。

面对自身的优势，国机环球并没有自

满，而是在业务开拓中不断探索，以完

善服务、提升展会水平作为前进的标

杆。这次集体生日晚宴仅仅是国机环

球“服务立展”的一个注脚。

随着中委两国双边关系的不断深

入发展，很多中国企业对到委内瑞拉

寻找合作伙伴和商机有着浓厚的兴

趣，他们希望能借助展览会这个平台

增进彼此的了解，达成更多的合作意

向。成长中的展览会也承载着越来越

多的期许和祝福。

连续三年举办的“中国工业产品

（委内瑞拉）展览会”为双边贸易的

发展提供了优质平台，在专业化、国

际化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得到了两

国政府、参展商及采购商的广泛认

可。抢抓机遇，乘势前行，相信未来

的“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

会”将会用一连串的喜人数字和大

家的满意不断续写“海外自主品牌”

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