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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须知

尊敬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商展品信息》阅读、

使用者：

为及时将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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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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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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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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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消费品展区展品范围主要覆盖美妆及日化用品、智能家

电及家居、时尚潮流及珠宝、体育用品及赛事四个主题板块。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生产及消费理念，将贯穿展区各品类

细分领域，引领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

该展区借助进博会参展商联盟日化消费品专委会、体育

产业专委会、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专委会等机制，引领行业发

展方向，构建政商交流平台，围绕“新”生活、“酷”科技、

“最”潮流三大方向，打造世界品牌集聚地、全球新品首发

地及国际潮流引领地，促进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绿色生

活新风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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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梭

Tissot SA

 展商简介

斯沃琪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手表集团。旗下有Tissot天梭表品牌，

已报名参展第三、第四届进博会，自 1853年成立以来，天梭表便成

为了瑞士制表业的典范。我们对性能和精准的不懈追求源于品牌对工

艺和品质精益求精的精神。多年来，腾智系列等创新型产品既在历史

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以先行姿态引领新的潮流。天梭腾智·无

界系列腕表兼备了长时太阳能动力和智能互联科技，并高度保证了用

户隐私。天梭同样对体育运动富有热情，我们的计时系统得到了多项

专业体育赛事和运动员们的高度赞扬，担任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

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环法自行车赛（Le Tour de France）、环意

大利自行车赛（Giro d’Italia）、环西班牙自行车赛（La Vuelta）以及

世界摩托车锦标赛（MotoGPTM）等知名赛事的官方指定计时器和合

作伙伴。秉持“创新，源于传统”的理念，天梭将继续致力于用品质

佳作和正统传承赢得信赖。

公司网站：https:// www.tissotwatches.cn

联系人：介唯

联系方式：邮箱 vivian.jie@cn.swatch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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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天梭 PRX系列腕表

全新 PRX系列机械款腕表，表盘饰有经典的方形巧克力浮雕压

纹图案，并镌刻“POWERMATIC 80”字样，意指其搭载动力储存可

达 80小时的天梭机械动力 80机芯。此外，天梭 PRX系列亦推出石

英款腕表，且机械款与石英款皆有蓝、黑、银三种表盘颜色可供选择。

天梭小美人系列女士腕表

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专为

生活多彩、品味独特的都市白领

女性所打造。品牌将源于天梭家

族徽章的玫瑰图案与玫瑰圆花

饰纹分别镌刻于表背与表盘中

央，诉说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时

刻绽放女性之美的有力宣言。同

时有机械款和石英款可供选择，

表带有间金款，精钢款和皮带款，

图 1：天梭 PRX 系列腕表宣传图

图 2：天梭小美人系列女士腕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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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不同生活场景。

天梭腾智·无界系列腕表

天梭腾智系列触屏腕表诞生于 1999年，当时被比尔·盖茨称赞

为“最聪明的腕表”。最新推出的天梭腾智·无界系列腕表将触屏科

技、太阳能动力、智能互联等未来感的设计精妙融合，并且是首款可

与搭载 EMUI 11系统（及以上）的华为手机、未来搭载华为鸿蒙系

统的智能终端及搭载 iOS12系统（及以上）的苹果手机互联的瑞士表

款。在不与手机相连的情况下，天梭全新腾智·无界系列腕表亦可独

立实现 20多项腕表功能及大多数户外运动实用功能的操作。

天梭速敢系列

延续速敢系列的英式橄

榄球设计灵感，天梭今年推出

新“黑武士”腕表，也是天梭

男友力最强的一款腕表。极具

层次感的表壳设计和 45.5 毫

图 3：天梭腾智·无界系列腕表宣传图

图 4：天梭速敢系列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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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直径的大表盘搭配大尺寸剑形指针，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

天梭杜鲁尔系列

天梭杜鲁尔系列命名灵感源自品牌建厂所在地，瑞士力洛克镇杜

鲁尔街（Chemin des Tourelles），时计所搭载的机械动力 80机芯续航

可达 80小时，稳定可靠。表盘精致

的巴黎饰钉纹搭配立体罗马数字时

标，巧妙别致，将瑞士层峦的壮美雪

峰浓缩于腕间方寸。

天梭力洛克系列

天梭为庆祝其品牌诞生 150周年，

推出了天梭力洛克系列。它的命名源

自天梭的诞生地-瑞士小镇力洛克，是

天梭唯一使用其诞生地作为系列名的

腕表，也是献给天梭诞生 150 周年最

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该腕表的表盘和

表后盖上特别用复古斜体刻上了 Le Locle(力洛克)这一天梭诞生地

的名字。

图 5：天梭杜鲁尔系列宣传图

图 6：天梭力洛克系列宣传图



6

施华洛世奇股份公司

SWAROVSKI AKTIENGESELLSCHAFT

 展商简介

1895年在奥地利成立的施华洛世奇，已报名参展第三、第四届

进博会。施华洛世奇业务涵盖设计、制造及销售优质仿水晶、天然宝

石、Swarovski Created Diamonds、锆石，以及首饰、配饰、室内装饰

品和灯饰等成品。而施华洛世奇集团由施华洛世奇水晶业务、施华洛

世奇光学公司（光学设备）和泰利莱公司（研磨产品）组成。

公司网站：https:// www.swarovski.com/

联系人： Abby Shi

联系方式：Shi Abby <Abby.Shi@swarovski.com>

 重点展品

Chroma 耳钉

玫瑰色宝石配以阶梯式切割仿水晶，这款大粒镶嵌耳钉可呈现出

多变的造型。饰品采用时尚的镀铑镶嵌，成对佩戴或单只佩戴都可提

升造型的时尚之感，从简约的日常搭配到雅致的晚宴穿搭它都可以驾

驭。 这款耳环都是创意总监 Giovanna Engelbert 在 Collection I 中

设计的 Chroma 系列产品。

 产品编号: 56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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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Chroma, Collection I

 颜色: 粉红色

 长度: 2 厘米

 物料: 镀铑, 仿水晶

 设计师: Giovanna Engelbert

Millenia 穿孔耳环

这款几何仿水晶耳环采用八角形切割的净透水晶打造成圆圈型，

以极简的设计风格实现视觉冲击。该单品采用镀铑镶嵌，您可以随意

搭配简单的 T 恤或晚间的“战袍”。这款耳环是创意总监 Giovanna

Engelbert 在 Collection I 中设计的 Millenia 系列产品。

 产品编号: 5602780

 系列: Millenia, Collection I

 颜色: 白色

 长度: 3 厘米

 物料: 镀铑, 仿水晶

 设计师: Giovanna Engelbert

图 7：Chroma 耳钉宣传图

图 8：Millenia 穿孔耳环宣传图



8

Millenia 项链

这款吊坠项链采用耀眼的八角形设计，它将成为您衣橱中最常搭

配的新宠。精致的镀铑链托着一颗净透的阶梯式仿水晶，并采用小颗

粒明亮式仿水晶进行围镶。佩戴时，它将随身体律动。它可百搭造型，

可搭配白色 T 恤简约出行，也可与其他项链叠搭，打造出更具风格

特征的装扮。 这款项链是创意总监 Giovanna Engelbert 在

Collection I 中设计的 Millenia 系列产品。

 产品编号: 5599177

 系列: Millenia, Collection I

 颜色: 白色

 长度: 38 厘米

 链坠: 1.1x0.9 厘米

 物料: 镀铑, Cubic Zirconia

 设计师: Giovanna Engelbert

Orbita 穿孔耳环

这款双面耳环以多功能为设计理念，是一次大胆的创新。融合仿

水晶切割，配以紫丁香色和红宝石色互补色调，您可以通过旋转中心

的水滴切割宝石来选择佩戴哪一侧。镀金镶嵌、耳环背面心机点缀，

四周缀以小巧仿水晶，尝试不同搭配，打造属于您的独特造型。 这

款耳环属于 Orbita 系列，由创意总监 Giovanna Engelbert 为

图 9：Millenia 穿孔耳环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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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I 倾情巨献。

 产品编号: 5600523

 系列: Orbita, Collection I

 颜色: 流光溢彩

 长度: 2.5 厘米 x 宽度: 1.1 cm

 物料: 仿水晶, 镀金色调

 设计师: Giovanna Engelbert

Millenia 项链

一排紫罗兰色八角形切割仿水晶点缀其间，精致爪镶在镀铑饰

链上，这条项链采用隐藏搭扣，精致巧妙，巧夺天工。配有延长链可

以延长项链。只需佩戴这条色彩的点睛之笔，白色 T 恤和蓝色牛仔

裤的简洁穿搭也会焕活生机。 这款项链属于 Millenia 系列，由创意

总监 Giovanna Engelbert 为 Collection I

倾情巨献。

 产品编号: 5609701

 系列: Millenia, Collection I

 颜色: 紫色

 长度: 36 厘米

 物料: 镀铑, 仿水晶

 设计师: Giovanna Engelbert

图 10：Orbita 穿孔耳环宣传图

图 11：Millenia 项链宣传图



10

施坦威钢琴

Steinway & Sons

 展商简介

自 1853年创立以来，施坦威始终致力于制造世界上最好的钢琴，

已连续报名参展首届至第四届进博会。施坦威钢琴无论音色、触感、

设计美学还是收藏价值，其顶尖的手工技艺和永不妥协的制作标准，

成就了每一台施坦威钢琴的卓越地位。凭借其力求完美的不断创新，

施坦威钢琴始终是 90%以上专业钢琴家的首选，得到全球无数音乐家、

专业人士及音乐爱好者的青睐。

公司网站：https:// www.steinway.com.cn

联系人：余冠颖

联系方式：davidyu@steinway.com.cn

 重点展品

“施坦威-庆祝上海交响乐团 140周年限量版钢琴

2019年施坦威钢琴与上海交响乐团签署协议，共同推出“施坦

威-庆祝上海交响乐团 140周年限量版钢琴”，两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音乐品牌，首度牵手。近 20架由施坦威公司制作的特定型号的三角

钢琴将于 2020-2021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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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坦威焕彩系列

施坦威焕彩系列在经典施坦威钢琴中加入了一抹明亮的色彩，浅

吟低唱般融入了朝气蓬勃的颜色。施坦威焕彩系列可定制专属于您的

缤纷色彩，堪称表达自我个性和风格的理想之选。

图 12：“施坦威-庆祝上海交响乐团 140周年限量版钢琴宣传图

图 13：施坦威焕彩系列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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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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