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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须知

尊敬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商展品信息》阅读、

使用者：

为及时将第三届进博会展商展品信息提供给专业观众

及相关单位，便利展前对接洽谈，在参展商自愿提供相关信

息的基础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以下简称进博局）非以

营利为目的编制并免费对外提供《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展商展品信息》（以下简称《展商展品信息》）。

《展商展品信息》有关参展商及其商品或服务信息，均

由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提供并由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以及合法性负责，进博局仅负责收集、整理并发布。

在阅读或使用《展商展品信息》过程中，如发现存在相

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请及时联系进博局，以便及

时核实、更正。如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处理；或及时向我局反映，我们将提醒相关单位整改。

特此声明!

联系方式：zsc@ciie.org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202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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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消费品展区将以“美好生活新风尚”为主题，以“绿色、

低碳、环保”为关键词，紧密结合消费升级趋势和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科技生活、绿色生活的向往，设立美妆及护肤

品、家居用品、智慧生活及家电、母婴及儿童用品、运动及

户外休闲、时尚潮流及艺术品六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家庭

清洁及个人防护主题相关产品及服务，通过“场景式+沉浸

式”的设计，打造体验感全面升级的新型展览展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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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美林集团

PORTMEIRION GROUPUK LIMITED

 展商简介

波特美林集团是一家英国公司，于 1960 年由 Susan 和 Euan 所创

建，位于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是全球家居用品行业当中的一家重要企

业，高品质和设计新颖的餐具、炊具、礼品和桌面饰品的市场领先者。

集团目前主推四种自有品牌，每种品牌都具有其自身明确的标识和市

场定位：

Portmeirion—针对日常生活而进行的激动人心的、独特而美观

的设计。

Spode—世代相传的创新、精巧设计。

Royal Worcester—乡村生活的艺术。

Nambe—风格与功能兼具的设计师品牌。

公司网站：http://www.portmeiriongroup.com

联系人：陈山旺

联系方式：andychenmail@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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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植物花园系列陶瓷餐具

全世界最流行的花纹餐具样式，创新的设计开创了偶然的餐具风

潮。拥有 38 年的历史，并且继续开拓新市场，通过具有冲击力和刺

激性的包装进行馈赠的途径进行扩张。

蓝色意大利系列陶瓷餐具

英国制造，至今仍然使用许多传统的手工制作技术和久经时间考

验的技能，每件产品通过至少 22双手制作完成。波特美林集团拥有

行业内最富创意的设计师。SPODE 斯彭品牌拥有 250 年历史，所有产

品均可用于烤箱，洗碗机，微波炉和冰箱。

图 1：植物花园系列陶瓷餐具宣传图

图 2：蓝色意大利系列陶瓷餐具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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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草莓小偷马克杯宣传图

雅庭系列陶瓷餐具

由 Sophie Conran 设计的一

流的餐具系列，良好品牌声誉进

一步强化 Portmeirion 在高级

白色陶瓷器界牢固地位。

金斯利系列陶瓷餐具

对传统的全新诠释，继往开

来。从 Spode 的价值观中汲取灵感

并制作出与现代相关的产品、代代

相传的作品。

草莓小偷马克杯

独特的工匠和画家的艺术技艺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每一件作

品都是经过人工按照由来已久的传统精心绘制的。离开镀金工人和磨

光工人的工艺，这些杰作的都不可能达到完美，他们采用各种专业技

艺来为这些精心制作的作品增添光彩。

图 3：雅庭系列陶瓷餐具宣传图

图 4：金斯利系列陶瓷餐具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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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波佐见烧魄色琳系列宣传

西海陶器株式会社

SAIKAI TOKI.LTD

 展商简介

1946年公司成立，总部所在日本长崎县波佐见町，主营业务餐

饮具炊具等百货类用品。在波佐见烧产地产品中有一定的优势。

公司网站：www.saikaitoki.com

联系人：邢天赐

联系方式： 1575088731@qq.com

 重点展品

波佐见烧魄色琳系列

国内首发、获得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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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波佐见烧蓝海草、波佐见烧螃蟹系列宣传

图 10：波佐见烧 COMMON 宣传图

波佐见烧蓝海草及螃蟹系列

网红餐具、各位知名美食博主的

钟爱产品，舌尖中国第三季出镜

产品。

波佐见烧京古染系列

日式传统花纹工艺，是国内长青系列产品。

波佐见烧 COMMON

无印良品设计师角田阳太先生设计，国

内首发。

图 9：波佐见烧京古染系列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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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a

 展商简介

Aida创始于 1953年，是一家专业设计，研发和生产陶瓷产品和

各类礼品的丹麦公司，也是第二届进博会参展商。Aida 的设计深受

丹麦悠长的历史及丰富的文化熏陶和影响。

公司网站：http://www.aida.dk

联系人：陈山旺

联系方式：andychenmail@aliyun.com

 重点展品

POUL PAVA系列——黑瓷系列餐具

是丹麦的艺术家 Poul Pava与 Aida携手合作，捏造出一个神奇的

餐具世界: 有双层杯、碗、盘子、不锈钢随手杯、塑料水瓶、玻璃杯、

碟子、蛋杯、餐垫、桌布、水壶和花瓶等。“交友”系列是他的艺术

作品在天赋的插画家 Tamara Lara Furrer的帮助下，让特色的小人物

灵动起来。无可置疑，当我们欣赏着 Poul Pava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时，我们将充满着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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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系列——餐具、花瓶

RAW 手工制作系列是由Aida携手Christiane Schaumburg-Müller

倾力创造。带着 70年代怀

旧气息的现代炻瓷餐具，

它巧妙地融合了原始和自

然的外观与时尚，北欧简

洁的冷色调和设计。手工

制品的特殊的染色方式，

赋予了每个产品一个独特

的外观。完美地将北欧原

始特色与棕色、黑色、裸

色或灰色等不同的颜色表

现相得益彰。

图 11、12、13：POUL PAVA系列

黑瓷系列餐具、童趣系列——马克杯、碗盘、不锈钢杯宣传图

图 14：RAW系列——餐具、花瓶

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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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日本陶器株式会社

Nishinihon-tohki Co., Ltd.

 展商简介

公司创办于 1916年，总部设立于日本有田烧和波佐见烧产地，

长崎县东彼郡波佐见町，并于 1996年建立东京营业所。主营业务为

有田烧、波佐见烧、肥前等日本各大日用陶瓷产地的商品。业务范围

覆盖日本各大百货公司、量贩店等零售渠道。同时也积极展开针对海

外市场的出口业务。出口地域遍布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大市场。

公司网站：http://nishito.net/

联系人：徐驰

联系方式：13918519592@163.com

 重点展品

色绘唐草轻量饭碗五入套装

轻量瓷代表，高碗底设计，便

于反扣沥水拿取。

图 15：色绘唐草轻量饭碗五入套装

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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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浮雕五彩白梅中平饭碗

内外浮雕工艺，实用与艺术结合。

古染 5.0不规则深盘五入套装

古染花纹是日本传统图案，风

格复古，采用二次上釉工艺。

日本遊器浪漫多用途砂锅

土锅是万古地区特产，透

气性强，烹饪更健康。

图 16：内外浮雕五彩白梅中平饭碗

宣传图

图 18：日本遊器浪漫多用途砂锅

宣传图

图 17：古染 5.0不规则深盘五入套装

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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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宝陶磁器

SAMBO CERAMICS

 展商简介

公司创立于 1990年，主要生产家用青花瓷餐具。作为韩国手工

作坊的代表，是韩国使用率高、家庭常用的优质青花瓷餐具品牌，多

年来一直保持开拓精神，产品大规模出口到世界各地 100多个国家及

地区。

联系人：邓猛

联系方式：020-37619977

 重点展品

MD-00914寸圆形平盘

参宝青花瓷餐具采用釉下彩

工艺，无铅、无镉。瓷质堪比纳

米，易清洗。二次高温煅烧，永

不褪色。 图 19：MD-00914寸圆形平盘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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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MS-006参宝 8头茶具套装宣传图

图 23：MD033 4.5寸饭碗宣传图

图 21、22：MD-04 38.25寸饭盘、

MD089 14.5英寸长鱼盘宣传图

MS-006参宝 8头茶具套装

参宝釉色冰莹剔透，瓷质细腻

润滑，素有“影影绰绰如青玉，玲

珑剔透如水晶”之美誉。

MD-04 38.25寸饭盘及MD089 14.5寸长鱼盘

参宝陶磁器传承“瓷为器、

匠为心”百年的韩国官窑传统工

艺传承，别致青花画面，釉下彩

的烧制工艺，素有“雨过天晴云破

处”的美称。

MD033 4.5寸饭碗

高温烧制促使青花瓷具有良好

的稳定性，硬度高，隔热耐磨不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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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