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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外贸数据增长迅速，行业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对外贸易稳步提升。在过去的一年里，外贸行业

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步促进外贸行业发展，创造合作机会，扩大经营业务，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

式，2022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中小工厂（上海）展览会（简称“上海外贸展”）于8月10-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举行。

上海外贸展是业内专业性极强的自有工厂及OEM贴牌展览盛会，旨在为外贸企业与全球买家构建高

效，、高质、精准的全方位一站式专业商贸平台。

In 2021, China's foreign trade data grew rapidly,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is good,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is steadily improving. In the past year, the foreign trade industry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dustry, create opportunities, expand the 
busines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tterns of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and other new forms, 2022 Shang-
hai Foreign Trade Expo | Medium and Small Factories (Shanghai) Expo(Shanghai foreign trade expo for 
short)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from August 10 to 12.
Shanghai foreign trade expo is a highly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of its own factories and OEM brands in the 
industry, aiming to build an efficient, high-quality and accurate all-round one-stop professional business 
platform for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and global buyers.

展会介绍 Introduction

日用品
Daily necessities

日用五金
daily hardware

电子电器
electronic appliances

休闲户外
leisure outdoor

办公文教
offi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玩具
toys 

工艺礼品
arts and crafts

包装印刷
packaging and printing

家居饰品
home accessories

防疫物资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产业服务机构等
ODM、OEM工厂
代加工项目
技术及配套服务
industr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other 
ODM, OEM factories
OEM processing 
projects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展品范围 Scope of Exhibits



观众组织 Visitors

参展须知 Participation Notice

1、填写《参展申请表》并加盖公章发送至组织单位。展位执行“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原则为参展商安排展位；

2、参展单位保证在参展期间遵守大会规定，不展出侵权假冒商品、不转让转租展位、不提前撤展；

3、签订合同的参展商请于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周内将定金汇入会务组帐户，余款于2022年7月10日前付清；

4、根据《参展商手册》安排参展事宜（宾馆、运输、搭建、展具租赁、现场翻译等）。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外贸企业战略发展论坛
电商新零售平台峰会
最受欢迎外贸工厂榜单评选
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指数发布仪式

1、宣传团队进行不间断的全国范围的广泛宣传推广；

2、EDM邮件群发，进行专业数据库定向联系；

3、客服部启动“参观商一对一邀请计划”传达资讯信息；

4、在Twitter、Linked in、Bing等互联网自媒体进行推广及邀约；

5、呼叫中心，对专业买家数据进行Call center 定向邀约；

6、开展与全国行业专业化媒体合作，进行行业媒体杂志广告、网站等合作；

7、行业服务公司，进行定点客户邀请；

8、通过合作单位重点邀请境外采购商、团体等前来采购。

合作媒体 Media Partners



展位费用 Exhibition Costs

广告费用 Advertising Costs

技术交流讲座：10000/小时
自定活动主题，并与参展报名表同时报到主办机构，以便及早安排活动场地和设施，
并按专业组织听众。活动详细内容请提前报送组织单位审核。

技术交流讲座：10000/小时
自定活动主题，并与参展报名表同时报到主办机构，以便及早安排活动场地和设施，
并按专业组织听众。活动详细内容请提前报送组织单位审核。

Standard exhibition booth:  (RMB2000 extra cost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booths with two sides open)3500 USD/9㎡

Note: Each standard booth with 9 square meters shall include 3 sides walls, carpet, one table with two chairs, two 

spotlights and one 220V/500W power socket. 

Special booth:  (In case of renting raw space, 30rmb/㎡ management fee will be charged)350 USD/㎡

Note: For raw space renting, 36 square meters minimum per booth, only exhibition space offered (including 24-hour 

cleaning/security services), without display racks and appliances.

会刊广告：(人民币) 
□封面：25000元      □封二：18000元
□封底：20000元      □封三：15000元

□彩首：12000元       □彩页：6000元
□彩末：10000元       □黑白：3000元

□胸卡/吊绳独家：50000元                □产品推介会：10000元   
□现场桁架广告：20000元/24平方米
□胸卡/吊绳独家：50000元                □产品推介会：10000元   
□现场桁架广告：20000元/24平方米

其它广告：(人民币) 
□展会手提袋：60000元
□展会门票广告：30000元

其它广告：(人民币) 
□展会手提袋：60000元
□展会门票广告：30000元

标准展位价格：（双面开口加收RMB2000费用）
13500.00 元/展期3m×3m    
注：每个标准展位9平方米包括三面围板、地毯、一桌二椅、二只射灯、
220V/500W电源插座一个。

特装展位价格：（如租用光地，应另交30元/平方米的光地管理费）    
1350.00 元/平方米           
注：“光地”最少36平方米起租，“光地”只提供参展空间，
展馆内二十四小时保洁/保安，不包括展架、展具等。



宣传体系 Publicity Channels

线下投放 Offline Promotion

线上投放 Online Promotion

微信推广 WeChat Promotion

出席行业活动 Attend Industry Events 杂志投放 Magazine Advertising

户外广告
Outdoor Advertising

媒体合作 Media Cooperation

EDM投放 EDM Promotion

短信推送 SMS Push

门
票
邀
请
函
派
发

Tickets & Invitation Distributed

观众吸引计划

H5互动
朋友圈广告

品牌展示

信息推送

视频引流网红直播

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于2022年8月
10日-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盛大
开幕,询021-64512629，回T退订

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于2022年8月
10日-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重
开幕,数万展品等您采购，询
021-64512629，回T退订

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于2022年8月
10日-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召开,
各大中小企业汇集，询
021-64512629，回T退订

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进入倒计时！
8月10日-12日如期登陆上海世博
展览馆，行业盛会邀您参观，询
021-64512629，回T退订

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于2022年8月
10日-1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盛大
开幕，期待您的到场莅临！www.sh-
whitelabel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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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领票点 
VIP ticket Collection Points Setup

2022上海外贸商品交易会
2022中小工厂（上海）展览会

2022年8月10-12日 上 海 世 博 展 览 馆



关注PCE，获得更多行业资讯！

招商一部：
上海励贸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Add：上海市青浦区嘉壹智汇大厦505 
电话/Tel：+86-21-34680129 
传真/Fax：+86-21-33275101 
E-mail：shlmexpo@163.com

招商二部：
上海迎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Add：上海市莘砖公路258号34号楼1001室
电话/Tel：+86-21-34141311 
传真/Fax : +86-21-64516467 
E-mail : amy@yingheexpo.com

会务组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世博展览馆（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

30000+
专业观众

800+
优质展商

50000+m2

展区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