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您在asean地區的貿易機會

“一场在泰国的
“

展览将让您拥
有最佳的体验

泰国与中国拥有超过40年贸易来往的互相友好关系,而现在两国贸易来
往每年的商机更是超过63亿美元, 见证了泰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潜
力与准备,中国已成为泰国的展会中一名活跃积极的参展者,在2015年
总海外参展者中(84,745名)占了了15%.
寻找在泰国拓展商业机会的国际展场专家将会发现TCEB的支持-是
一个特别致力于贸易成长的部门-实质的帮助他们达成目标.我们期望
在泰国展会中,中国参与者的人数能每年增加,并且有兴趣在泰国建立
贸易关系.
在泰国Extra展览与Exhibition Extra Advantage Progamme (Extra展
览尊优计划)中,我们会协助国际展览组织者,参展者与访客们寻找在
ASEAN地区中建立贸易机会的需求.
“一场在泰国的展览将让您拥有最佳的体验”
SupawanTeerarat小姐
策略与商业发展部副总裁

泰国曼谷市帕通挽区拉玛一路989号，暹罗匹洼大楼25至26
层，泰国会议和展览办事处（公共组织), 邮编：10330
网址：www.businesseventsthailand.com

为何选择泰国?
展览在泰国已成为高潜力的市场,提供更多的优势与连结,并同时创造有成效的结果.
泰国帮助您在此地区与世界各立建立强大的连结网络,带领您通往更多的优势的道路.

1

ASEAN的终极市场

泰国位于快速成长的ASEAN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大湄公河
次区域(GMS)以及柬埔寨-寮国-缅甸-越南(CLMV)区域,一个
新兴发展的市场,提供广大的商业潜力.今日的泰国扮演着促
进区域和作与整个的一个重要角色.泰国快速的成为ASEAN连
结的中心,感谢其基础建设发展计划,促成整个区域的有效交
通链接. 这种无缝的连通性给予了泰国展览更多的优势以及
更好的连结. 泰国提供了强大无比的商业机会,对于举办展
览来说是一个高潜力的目的地,在成长的新浪中资本化.

2

区域性的贸易动力站

泰国的展会是连结商业贸易到ASEAN,亚洲及全世界市场的跳
板.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连结以及合作有更进一步的改善,
贸易也因此展开,而自由贸易的协议更是开启了前往此区域
内与外的市场通路. 上述原因使的泰国成为区域性的贸易中
心以及各种产业的生产和出口的动力站,尤其是汽车,能源,
食品&农业,基础建设以及健康产业. 泰国的展览将是您增加
贸易能力的平台

3

连结的力量

泰国提供贸易往来连结的力量.我们的展会产业专家与当地
联盟将会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帮助您创造与强大这些巧妙
的连结.感谢这极优质的服务,泰国在世界上享有热情好客的
盛名与魅力,超越专业,创新与可调适的服务的赞赏,我们享
有赞誉有加的展览产业专家与当地的伙伴提供许多额外的服
务,这些都得感谢于快速机智的网络,让您的展览活动获得最
大的成功

泰国
展览产业
表现绩效

在2015年, 泰国稳定的
扩展其举办展览的能力,作为
ASEAN经济共同体的展览产业平台
每年共有超过99场世界顶尖的贸易展览
其中15场为UFI认可的展会活动
在2015年,我们欢迎了超过174,652国
际参展者参加我们的贸易展览.
根据UFI(展览产业全球公会),2015年泰
国是ASEAN中第1名,亚洲第8名.且总共卖
出572,750净平方米的摊位.

国际顶尖展览

2017亚洲VIV
2017年3月15-17日于泰国曼谷

2017亚洲VIV
三月15-17日
VIV亚洲是从饲料到食品的专业贸
易展览,从动物生产到家工肉类,蛋
类,鱼类以及奶类.
产业类型:家畜类
场地:BITEC

AGRI TECHNICA
亚洲

INTERMACH 2017

PROPAK 亚洲2017

THE GRAND METALEX2016

星期三-星期六
2017年5月17-20日于泰国曼谷BITEC

食品,饮料,制药
六月14-17日

The Grand METALEX
11月

2017 年INTERMACH
五月17-20日
亚洲最大的国际工业机器展览与承
包商展览

第25届亚洲国际加工&包装技术活
动

2017年3月15-17日于泰国曼谷

2017年亚洲AGRITECHNICA
2017年 亚洲AGRITECHNICA
亚洲AGRITECHNICA是世界领导的农
业展览的亚洲区展会.这个世界最
大的农业机器与设备展览设定为第
一个农业展览,含跨整个亚洲,重点
放在此地区的亚洲最大的农业买家

主办单位:
VNU亚洲太平洋展会有限公司与VNU
欧洲展会有限公司主办, 与N.C.C
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产业类型:农业
场地:BITEC

www.vivasia.nl

主办单位:
VNU亚洲太平洋展会有限公司与DLG
国际GmbH
www.agritechnica-asia.com

产业类型:工程工业,制造机器,设
备硬件
场地:BITEC
主办单位:
亚洲UBM(泰国)有限公司
www.intermachshow.com

产业类型:印刷,包装
场地:BITEC
主办单位:
曼谷展会服务有限公司(BES)
www.propakasia.com

ASEAN最大的国际机器工具与金属
制造技术贸易展览与会议
产业类型:工程工业,制造机器,仪
器硬件
场地:BITEC
主办单位:
Reed Tradex有限公司
www.metalex.co.th

展览场地清单

芭提亚展览与会议中心(PEACH)
位置:春武里
展厅数量:1
2016总室内大小:6,925平方米
www.peachthailand.com

皇后诗丽吉国家会议中心

圣塔拉葛兰德&世贸曼谷会议中心

位置:曼谷
展厅数量:3
2016总室内大小:13,971平方米

位置:曼谷
展厅数量:1
2016总室内大小:5,403平方米

www.qsncc.com

www.centarahotelsresorts.com

IMPACT展览会议中心

皇家普吉海滨国际展览&会议中心

位置:曼谷
展厅数量:13
2016总室内大小:137,000平方米

位置:普吉岛
展厅数量:N/A
2016总室内大小:2,500平方米

www.impact.co.th

www.navyhall.com

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BITEC)

清迈国际展览与会议中心

位置:曼谷
展厅数量:8
2016总室内大小:57,339平方米

位置:清迈
展厅数量:3
2016总室内大小:8,505平方米

www.bitec.co.th

www.pinkanakorn.or.th

皇家百丽宫厅

宋可拉王子大学国际会议中心(PSUICC)

位置:曼谷
展厅数量:3
2016总室内大小:7,800平方米

位置:宋可拉
展厅数量:2
2016总室内大小:4,880平方米

www.royalparagonhall.com

www.icchatyai.com

展览特别优惠计划
在 Thailand Extra Exhibition 奖励办法
中,TCEB提供了在泰国举办的国际展览各种
商业展览各种额外的优惠以及多种的服务和
支持,包括:
做客泰国

商务连接

由主办机构挑选的买家或参展商可
以享受两晚的免费住宿。

每位贸易观众完成三组商务洽谈即
可获得100美金。

尊荣展会计划

参展泰国

我们的客制化现场检查计划能确保
您通往成功的道路.我们将会是您
值得信赖的规划伙伴,依照您展览
的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

支持政策，是泰国会议展览局为带
团来泰参展的商协会、联合会、贸
易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制定的专项财
政补贴，将吸引更多高质量的企业
来泰参展。

主要产业

能源产业
泰国不断的发展稳定,持续性以其可负担的新能源,私营企业们的投资
机会将非常可观.
东南亚的第二大经济体正在面临着急速成长以及能源增加的需求,而
泰国仅生产所使用原油的20%,减少对外国石油依赖的新对策已经到位.

全球MICE贸易的高潜力市场与我们活跃的自由企
业以及有利投资的政策,泰国五项重点产业.
汽车产业
几乎所有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与汽车零件制造商都在泰国
设厂,这是因为:高服务标准,策略性的位置以及贸易往来的
方便性,成为汽车产业的最佳地点.
作为ASEAN地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车辆组装能力
以及最低关税,促使了大量出口的机会.泰国出口车辆至全
球130个国家
车辆制造与组装不仅是泰国的重要产业,外国汽车公司也投
资技术与研发设备. 这也一个创新的产业: 在2009
年,Toyota开始了在泰国的天然气体工厂生产油电混合车
款,这也是ASEAN地区首次生产油电混合车系.

着重于有效能源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系统能源管理,目的在于
延伸国内原油,天然气与煤炭的保留. 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将泰国发展
成为ASEAN地区“能源贸易的中心”,而这样的改变将带来机会.
国内外投资乙醇,太阳能电池的制造与进口,太阳能发展,和因泰国丰
厚的经济作物而设计的生物柴油和公共私营发展天然气车辆的合作计
划正逐渐增长.

基础建设
强大的汽车工业,航空,与海运;ASEAN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公路系统;对
通信产业扩张的投资者有善的政策-这些仅仅是让泰国成为亚洲顶尖
运输中心的多种优势之一.
感谢泰国在亚洲的策略性位置-以及深刻了解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无
障碍与可用性对泰国已经不具困难,因为泰国依赖其本身的庞大道路,
铁路,机场,港口以及通信网络以支持他的出口产业.
近年来, 创新的意识崛起,注重在高质量服务,管理与设备规定和海
运处理能力,持续的确保在泰国与邻近国家有效率的货流

食品&农业

健康&保健

食品以及其相关的贸易在泰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泰国是亚
洲唯一净食物的出口国家,因为当地天然资源有80%可使用
在食品产业.这也使的食品生产拥有高竞争性的价格与全球
性的竞争力. 泰国大约有一万间食品加工厂,共雇用了约六
十万名的员工,并创造约250亿美元的收入.国际消费者市场
对泰国制造之商品当开放,因为生产方式与机器皆符合最高
国际标准,同时也因为产品拥有最高质量以及享有真实的泰
国风味.

泰国快速的成为医疗产业的区域性中心,而其设备,杰出的服务,研究
以及制造能力使得国际企业因此而获得益处
您可发现东南亚最大的医院正是在曼谷;泰国也是亚洲第一个拥有美
国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国际部”(JCI)的认证国家; 更有
1,000公立与400私人医疗设备,被视为是世界先进医疗观光团的目的
地.
如同在西方国家,泰国的医疗产业是由优良的医院与医生,长期照护
设备,健康疗法,诊断实验室,药房以及制药厂和医疗设备等组织运作.
因此也赢得了领导医疗的研发与临床的实验例如干细胞治疗等的最
佳地点的美名.

观光景点
泰国是全球观光圣地之一,有无数令人兴奋与难忘的景点.当您在规划您在泰国的商业活动时,
请不要忘记将城市中值得探访的的景点一同安排在您的行程之中.
玉佛寺

中国城

玉佛寺被视为泰国佛教中最重要的寺庙. 位
于曼谷的历史中心,在大皇宫内的玉佛显得
庄严,此令人崇敬的佛像由单一的一块玉石
细心雕琢而成.

曼谷的中国城一向是观光客的最爱,是老饕们在
夕阳下山后探索街边美食的天堂. 这里有许多
的摊贩, 街边餐厅以及金饰店,由其是在长假时,
您绝对会想要来到中国城享有特别的体验

Phra Borom Maha Ratchawang,
Phra Nakhon, Bangkok

Yaowarat Road, Samphanthawong,
Bangkok

卧佛寺

山攀象园与动物园-游乐
园/动物园

卧佛寺 (斜卧佛像的寺庙),位于玉佛寺的后
方,是每位来到曼谷的旅客们的必看的景点.
这是曼谷内最大的寺庙,以46米长和金色的
叶子覆盖的卧佛像闻名.
www.watpho.com

山攀象园&动物园距离曼谷西方约一小时,占地60英
亩. 访客可以观赏大象表演,有精彩的音效与故事,
也可以看到大象示范工作时的样子和重新扮演古代
战争的场景.您也可以在这里看到鳄鱼

www.elephantshow.com/eng/home.html

芭提亚水上市场

大皇宫

占地十万平方米,此水上市场分为四个区域,
每一区域代表和贩卖的商品以四个泰国的主
要区域分类(北部,东北部,中部与南部). 您
可以看到许多小吃, 水果,礼品店以及艺廊.
每天下午在水上市场中有文化表演

如果您在曼谷只能参观一处历史景点,那必
定是大皇宫了. 这里实至名归,有华丽的结
构融合现代的建筑.这里也是玉佛寺的所在
地.

www.pattayafloatingmarket.com

www.palaces.thai.net

购物
曼谷是MICE访客的购物天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访客的家人与朋友.令人眼花撩乱的现代商场, 时髦
的夜市都让国际旅客们的眼睛为之一亮.而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从这么多令人惊艳的选择中挑出您想要去的地方.

Asiatique河滨码头夜市

曼谷Central World世贸购物中心

暹罗百丽宫购物中心( Siam Paragon)

Asiatique成功的结合两种在曼谷最受观迎的购物方式;夜市与商场. 从沙潘
塔克辛BTS站只需要十分钟的船程,这个曾经繁华的贸易港口已经转变成有着
1500个商店与40间餐厅的热闹繁华的购物胜地.

世贸购物中心攘您拥有在曼谷最令人兴奋的购物经验.这里有应有尽有的名品
服饰,年轻潮流时尚,书店以及设计家具,进口食品,美容中心,美食街甚至是溜
冰场.若您正在找寻曼谷复合式的购物中心,这里将会是您的首选.

暹罗百丽宫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商场,有许多国际高端时尚名牌,东南亚最大
的水族馆,设有16厅的电影院以及多种选择的世界美食.这里是寻找特别,高单
价商品的朋友们的最爱的商场-也或许您也可以来此一瞥究竟.

www.thaiasiatique.com

www.centralworld.co.th

www.siamparagon.co.th

航站21 (Terminal 21)

白金时尚购物中心(Platinum fashion mall)

MBK

航站21满足了购物者们在同一商中满足国际购物的梦想. 这个前端的概念将
许多不同的国际知名都市都放进整个商场.在这,您可以到东京的迷宫中购物,
接下来到伦敦的坎纳比街,再来到伊斯坦堡杀价,也可以到旧金山的渔港满足
您的口欲.

白金时尚购物中心更像是一个室内的恰都洽假日市集. 这里的特色是批发时
尚衣着以及饰品,有四层的购物空间,共有1,300间商店. 在这里,杀价将会是
您一半的乐趣而您也可以于此购买大量的商品.

MBK中心是曼谷最传奇的商场.这里共有8层楼,2,000间全室内的商店. 不像是
邻近高档的暹罗探索购物中心或是暹罗百丽宫,这里仅仅提供让您难以想象并
且会充满微笑的商品和价格.

www.platinumfashionmall.com

www.mbk-center.co.th

www.terminal21.co.th

观光景点
曼谷的美食享誉国际.MICE的访客将有各式各样的丰
富的美食选择;实际上,在琳琅满目的美食中选择一
两种美食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把大家喜爱的经
典餐厅列出,让您可以更容易的做出选择,

鬼门泰式炒河粉(Thip Samai Pad Thai)

杰非泰国餐厅 (Jae fei restaurant)

提沙麦有着曼谷最好吃的炒河粉. 完全新鲜
的食材,料多味美, 在木炭上高温快炒,总是
非常多汁但却从来不会太油腻. 快炒锅上大
火蒸泰式炒河粉的印象是老饕们现成的拍照
机会.

对很多在曼谷的泰国小吃行家来说,杰非餐厅
有着非常到地的泰国当地菜色,或者可以说是
非常优质的当地料理.这里是海鲜爱好者的天
堂,您可以享受到一大块的白螃蟹肉,多汁的
河虾,美味的鲜鱼料理,全部都用最高等质量
的食材料理而成.

www.thipsamai.com/public

www.facebook.com/RaanJayFai

建兴酒家 (Somboon Seafood)

和成丰 (Hua Seng Hong)

席隆乐海鲜 (Lek Seafood Silom)

水门海南鸡贩 (Kuang Heng Kaiton Pratunam)

建兴酒家是ㄧ间享有传奇声誉的海鲜餐厅,其
中最有名的料理可以说是它的咖哩蟹. 清蒸
海鲈鱼也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道料理,就像所
有美味的泰国海鲜,您可以享用综合海鲜盘或
是螃蟹炒饭,您可以号召许多朋友一同来分享
这里的美食.

这里虽然不是中国城内最便宜的用餐地点,但
却非常的值回票价. 这个餐厅以其多种类的
海鲜料理以及非常美味的港式点心和甜点闻
名. 这里的千层高绝对让您垂涎三尺

席隆乐海鲜在充那席BTS捷运站下面的一个小
角落. 距离苏活区较远,来这里的朋友们是为
了美食而来; 海鲜例如酸辣清蒸鱼,辣螃蟹与
酸辣海鲜汤和无比美味的带壳海鲜. 若您在
寻找席隆区真正的优质当地美食,乐海鲜绝对
是您的理想选择.

喜爱泰国小吃的朋友们来水门品尝鲜嫩,蒸煮
鸡肉饭,搭配小黄瓜与清汤. 这里没有最佳的
用餐环境,但绝对是非常新鲜,美味以及不论
白天或黑夜都充满着满心欢喜的老饕们-这永
远都是最佳用餐地点的写照.

www.somboonseafood.com

huasenghong.co.th

www.facebook.com/Lek-seafood -เล็ ก ซีฟู้ด-816411268376635

www.facebook.com/kuangheng1932

娱乐与夜生活
曼谷与娱乐活动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几乎可以画上等号.近年来曼谷增加了许多丰富的表
演活动以满足您的夜生活-非常适合MICE访客与家人们参与.我们列出了以下几项;
泰拳现场表演:传奇的现场表演
(Muay Thai Live: The legend Lives)

佩特瓦第剧院 Patravadi Theatre

由知名导演Ekachai Uekrongtham,创作,
泰拳现场表演是一场非常吸引人,广受好评
的舞台表演,以五个动人的章节描述泰拳的
由来与历史和现况. 让您在一个晚上体验
了泰国文化与运动!

由同为获奖女演员,舞台剧导演与剧作家等
拥有多项身份的Patravadi Mejudhon创立,
佩特瓦第剧院是ㄧ个孕育表演艺术家的中
心,也是体验泰国古典与现代舞蹈的舞台.
此剧院结合现代与古典泰国舞蹈,创造了传
统表演的新视野.

www.muaythailive.com

www.facebook.com/patravaditheatre

阿斯拉木偶秀 Aksra Puppet Show

曼谷天使剧场

阿斯拉剧院 的曼谷传统木偶是曼谷最值得一
看的表演.这些传奇故事都以泰国木偶表演方
式叙述.有别于以往操纵木偶的的人都躲在后
方,阿斯拉木偶秀的表演者多参与整个表演.在
这里,木偶与木偶操控者在剧场中一起跳着舞.

泰国无庸置疑的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国家之
一, 充满着700年的历史与文化,习俗和传
统. 若您想看看泰国七百年来的历史如何
浓缩在90分钟的表演中,那您一定要来到天
使剧场.

www.pullmanbangkokkingpower.com/
meetings-and-events/aksra-theatre

www.siamniramit.com

Asiatiqute 克里普索人妖秀

卡芭来表演剧场

泰国的人妖举世闻名,而克里普索表演正是
他们最爱的; 打扮的惊艳动人模仿着唐
娜·桑默跟雪儿. 表演者非常开心的能为
观众们呈现一场完美的表演. 这些”坏女
孩”们昂首阔步的展现他们的”魅力”.

卡芭来表演剧场是ㄧ间位于在曼谷亚洲饭
店内非常受欢迎的人妖表演秀. 20:15分与
21:45分的晚间表演有10种不同精心设计的
舞蹈动作,充满活力的克里斯廷缇娜,缇娜
特纳,麦可杰克森与其他耀眼的明星. 这个
令人惊艳的跨性别表演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www.calypsocabaret.com

www.playhousethailand.com

Asia Herb Association
如果您不介意享受奢华的按摩体验,亚洲草药将
会是一个让您感受高档,愉快的按摩体验的地
方.这里有华丽的装潢,专业的服务以及各式各
样的草药身体疗法与放松按摩.当然这里并不廉
价,但是您绝对会有值回票价的感受.
asiaherbassociation.com

泰式按摩

Health Land

在忙碌与充实的一天过后,再也没有比享受专业泰式按
摩更好的舒压方法了. 奢侈的愉悦感受,不论您喜欢手
感较重,传统或是较轻的手感-泰式按摩都可以满足您

这是曼谷当人最喜欢的按摩中心.有高质量的设
备和环境,按摩的价格也非常合理,两个小时的
泰式按摩只要500泰铢.而其它的疗程有: 脚底
按摩,身体去角质,脸部美容以及三温暖.
www.healthlandspa.com

卧佛寺传统泰式按摩

Urban Retreat

卧佛寺是传统泰式按摩之家, 这里有最有名的
按摩中心与学校. 按摩技术于卧佛寺发展至今
已几百年,您绝对不会碰到比这里还要更专业的
按摩师.卧佛寺是泰国享受按摩与学习按摩的最
佳去处.

Urban Retreat 快速的成为曼谷知名的按摩中
心 这里提供不同类型的身体按摩,从传统头颈
部按摩到精油按摩甚至是热石按摩-全部都有合
理的价格.他们注重给访客清新的体验,而位于
Asoke的位置绝对是非常方便的.

www.watpomassage.com

www.urbanretreatspa.net

Let’s Relax Spa

曼谷汉莎酒店 Luxsa Spa

Let’s Relax Spa是非常受欢迎的按摩连锁中心.
最新的分店在暹罗广场One (Siam Square One),
宽敞的空间让您可以拥有身体按摩与脚底按摩专属
的房间. 这里比一般街边的按摩店贵一些,适合给
寻找安静,干净舒适的环境的朋友们. 预定两小时
的课程可以获得免费的一份芒果糯米点心.

相较之下这间按摩中心较少人知道也较隐密.
位于Ratchadamri 汉莎酒店的Luxsa Spa很值得
去看看. “健康中心楼层”设计在较高楼层.
在享受疗程的时候您可以忘记烦恼,而他们的技
术像魔术般让您有个超优质的体验.

www.letsrelaxspa.com

www.hansarhotels.com/hotels/bangkok/
facilities/luxsa-spa

2017年的展览名单
汽车
日期

能源
		

展览名称

					

网站

日期

		

展览名称

				

网站

2017年2月22-23日

2017年全球轮胎暨汽车配件展				

www.gtae-expo.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亚洲可再生能源展				

www.renewableenergy-asia.com

2017年2月22-23日

2017年全球汽车测试与工程展				

www.gvte-expo.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亚洲环保展					

www.entechpollutec-asia.com

2017年5月17-20日

2017泰国国际机械和外包展				

www.intermachshow.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泰国高效能源展				

www.energyefficiency-asia.com

2017年5月17-20日

2017泰国工业分包展					

www.subconthailand.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亚洲泵阀展					

www.pumpsandvalves-asia.com

2017年5月17-20日

2017亚洲金属展						

www.sheetmetalexhibition.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泰国水博会					

www.thai-water.com

2017年6月8-10日		

泰国国际货车展						

www.thaitruckshow.com

2017年9月19-21日		

2017亚洲电力周					

www.asiapowerweek.com

2017年6月21-24日

2017泰国模具展						

www.intermoldthailand.com

2017年11月1-3日			

WM2E-2017 					

www.WM2E-Expo.com

2017年6月21-24日

2017泰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展				

www.automanexpo.com

2017年11月			

2017亚洲照明技术展				

www.ecolight-tech.com

2017年6月21-24日

2017泰国自动化装配技术展				

www.assemblytechexpo.com

2017年11月			

2017亚洲太阳能技术展				

www.solartech-asia.com

2017年6月21-24日

2017泰国涂料展						

www.surfaceandcoatings.com

2017年11月			

2017泰国冷却系统展（CTECH）			

www.chillertech-asia.com

2017年6月21-24日

2017泰国工业制造商对接会				

www.mfairshow.com

2017年7月		

2017泰国橡塑展						

www.interplasthailand.com

2017年9月7-10日		

2017曼谷空调展						

www.bangkok-rhvac.com

展览名称

网站

2017年9月7-10日		

2017曼谷电子电器展					

bangkok-electricfair.com

2017年11月2-4日		

2017泰国巴士及卡车展					

www.BusAndTruckExpo.com

2017年11月		

2017泰国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www.metalex.co.th

2017年11月		

2017泰国快消展						

www.nccexhibition.com			

能源
日期

		

展览名称

				

网站

2017年3月8-10日			

2017亚洲可再生能源技术展 (SETA2017)		

www.seta.asia

2017年5月11-13日		

2017泰国LED展					

www.ledexpothailand.com

2017年5月18-21日		

2017泰国广告标识及LED展			

www.modernsignandled.com

2017年6月7-10日			

2017东盟可再生能源周				

www.asew-expo.com

基础建设
日期

		

				

2017年5月2-7日			

2017泰国建筑展					

www.ArchitectExpo.com

2017年6月8-10日			

2017东盟建筑机械展				

www.asean.intermatconstruction.com

2017年8月31日—9月2日		

2017东盟陶瓷展					

www.ASEANceramics.com

2017年9月7-9日			

2017泰国建筑业博览会				

www.BuilderXpo.com

2017年9月19-21日		
2017亚洲管线展					
										

www.wire-southeastasia.com,
www.tube-southeastasia.com

2017年9月20-22日		

2017亚洲物业管理展				

www.maintenance-asia.com

2017年9月20-22日		

2017亚洲混凝土展				

www.concrete-asia.com

2017年9月20-22日		

2017亚洲绿色建筑和改造展			

www.greenbuilding-asia.com

2017年12月			

2017亚洲铁路大会				

www.smartrailasia.com

2017年的展览名单
食品&农业
日期

		

健康&保健
展览名称

				

网站

日期

		

展览名称

				

网站

2017年3月15-17日		

2017亚洲农机展					

agritechnica-asia.com

2017年4月27-29日		

2017东盟美容展					

www.aseanbeautyshow.com

2017年3月15-17日		

2017亚洲园艺展					

www.hortiasia.net

2017年7月			

2017亚洲护理展					

www.intercareasia.com

2017年3月15-17日		

2017亚洲国际集约化畜牧展			

www.vivasia.nl

2017年9月6-8日			

2017泰国国际实验室展				

www.thailandlab.com

2017年3月16-19日		

第十二届泰国咖啡、茶及饮料展			

www.thailandcoffee.net

2017年9月6-8日			

2017亚洲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展			

www.thailandlab.com

2017年3月16-19日		
				

第十二届泰国烘焙及冰激凌展 Thailand Bakery
& Ice Cream (12th edition)			

www.thailandbakery.net

2017年9月6-8日			

2017亚洲化学实验室展				

www.thailandlab.com

2017年9月6-8日			

2017亚洲实验室安全展				

www.thailandlab.com

2017年3月17-21日		

普吉岛食品和酒展				

www.phuketfood&wine.com

2017年9月6-8日			

2017泰国医药展					

www.medicalfair-thailand.com

2017年5月31日—6月4日		

2017亚洲食品展					

www.worldoffoodasia.com

2017年9月21-23日		

2017东盟（曼谷）美容展				

www.beyondbeautyasean.com

2017年6月14-17日		

2017亚洲包装和加工技术展			

www.propakasia.com

2017年9月21-23日		

2017世界水疗及健康大会				

worldspawellbeing.com

2017年6月14-17日		

2017亚洲饮料技术展				

www.propakasia.com

2017年10月			

2017亚洲健身大会				

www.AsiaFitnessBKK.com

2017年7月12-14日		

Horeca Asia 2017				

www.horecaasiaexpo.com/about

2017年11月			

2017亚洲化妆品展				

www.cosmexshow.com

2017年7月13-16日		

2017泰国零售展					

www.aseanretailshow.com

2017年11月			

2017亚洲化妆品原料展				

www.in-cosmeticsasia.com

2017年7月13-16日		

2017泰国连锁经营展				

www.thailandfranchising.com

2017年7月13-16日		

2017泰国零售，食品和酒店服务展			

www.thailandhoreca.com

2017年9月6-9日			

2017泰国食品和酒店展 （FHT）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2017年9月6-9日			

2017泰国咖啡和茶文化展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2017年9月6-9日			

2017亚洲服务和零售技术展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2017年9月6-9日			

2017泰国国际酒展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2017年9月7-9日			

2017亚洲（泰国）国际农机展			

www.sima-asean.com

2017年9月13-15日		

2017亚洲食品配料展				

www.fiasia.com/thailand

TCEB如何帮助您
在展览&活动部门,我们知道安排
一场成功的展览从开始到结束的
是非常有压力,也是非常消耗时
间的,由其当您是从世界的另一
边安排与计划整展的展览活动.
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希望能协助您
关于您活动的所有流程,从位置
选择与评估,到规划合承包,直到
最终交给您一场在泰国最佳的展
览活动.

全面的支持

MICE LANE:TCEB快速追踪服务

为了帮助当地与国际的展会组
织者规划最好的展览活动,我
们展览与活动部门和各种策略
的合作伙伴们紧密的合作,在
更多层面上协助展会组织者与
活动规划者.

在一段长时间的飞行后,我们能理解您想要更顺利的进入泰国的
重要性.也因为这样,TCEB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服务,帮助MICE VIP
的访客们能更快速的通关.

• 对于新与旧的展览施行财务奖励制
度
• 针对展览与活动施行投标支持制度

伴随着我们的无缝服务,我们在
您与协会,公司或中介代理之间
如同桥梁般让您的下一场展览成
为最好的活动, 协助后台所有的
细节让展览活动更为出色. 我们
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能快速的提供
您所需要的信息,建议合咨询,而
我们作为泰国活动代理的身分让
我们能够在非常短时间内获取潜
在合作伙伴的广大网络

• 帮助与策划现场检查,政府干预以
及其他相关活动.
• 国际巡回放映以促进代表和访客的
参与.
• 营销活动与推广
• “TCEB”核准活动之甄选制度
• 产业情报与研究

MICE LANE流程
•
•

组织者以其代表的名义完成预约和特殊需求表格
2 组织者在其代表抵达泰国的15天前提交表格与任何需要的文件至
TCEB.(若表格没有正确的填写完成或是缺少任何数据,TCEB将会		
在 接收到文件后的三天内联系组织者)
• 3 TCEB会在组织者的代表抵达日期的七天前寄出信函至移民署并发
出快速通关的需求.
• 4 TCEB通知组织者此快速通关之需求是否已被接受. 在MICE LANE		
团队的协助下,VIP代表将可以经由优先区域(Premium Zone) 通关.
		
MICE LANE服务仅提供于抵达泰国时
1

		

每一团体使用优先区域 (Premium Zone)的VIP人数不得超过15人
VIP团体若超过15人,TCEB将护送至东区以及西区.

若您需要更多信息
请参考 www.businesseventsthailand.com 或联系 exhibitions@tceb.or.th

TCEB海外代表
中国

电话: +852 2525 6165
电子邮件信箱: tceb.evan@bsgasia.com

“

“

一场在泰国的展览将让您拥有最佳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