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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66,548 平方米

品牌数：
4,332个

展商数：
3,065家

观众数：
95,518位

CBME 助您在蓬勃发展的孕婴童市场抢占先机

中国人均消费水平日益增长

孕婴童市场整体向好

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稳步实施，人口发展态势总体良好

2018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15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8%。 ⑷

人均消费：

2018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162元，

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6%，⑸

从孩次结构看，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2%，

比2016年提高5个百分点；⑶

⑴ ⑵ ⑶ ⑷ ⑸ 国家统计局

⑹ 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

⑺ ⑻ ⑼ 2018 CBME中国

孕婴童产业调查报告

⑽ 尼尔森零售研究 

来源：

下线消费潜力大，品质消费节奏加快 ⑹ 人均可支配收入：

50%-99%
50%-99%

20%-49%
20%-49%

1%-19%
1%-19%

< -10%
< -10%

< -50%
< -50%持平 持平

21%

35%

20%

10% 11%

2%1%1%3%

14%

23%

32%

15%
12%

8-10分4-7分0-3分 

76%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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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孕婴童产业信心指数分析 ⑼                                 

⑺

孕婴童市场整体回暖 ⑽

孕婴童市场整体向好 ⑽

59%的企业销售额实际增长20%以上，82%的企业销售额都

有不同程度增长，与2016年实际增长相比，两个比例分别提

高了5%和4%。

2018年产业预期增长比例分析 ⑻

2018年87%的企业预期增长，66%的企业预期

增长20%以上，2018预期好于2017年实际。

对比2017年，家庭支出 的变化按城市级%。

76%的企业对未来有8分以上的信心，比2017年提高3%。 婴幼儿产品整体销售额呈现逐年良性递增。

*2019 年预计

展览规模:

2018 CBME中国回顾

全球授权展·中国站（LEC）由博闻中国主办，旨在促进全品类授权商

与被授权商及销售渠道的有效对接，拓展中国授权市场。全球授权展已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Licensing Expo Las Vegas）、英国伦敦（Brand 

Licensing Europe）、日本东京（Licensing Expo Japan）成功举办。

博闻公司同时也是授权行业最具影响力刊物License!Global.的出版方。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授权市场，孕婴童产品是授权商品

中零售额增速最快的类别之一。通过与热门IP合作，可以体现品牌差异

化，增加产品竞争力，把握极具潜力的孕婴童市场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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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程:

布展：2019年7月22-23日　

开展：2019年7月24-26日

展会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址：

中国上海青浦区崧泽大道333号

2019 CBME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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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位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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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

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⑴  

截止2017年末，我国0-14岁（含不满15周岁）人口为

23,348万人。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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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回顾：  123家展商， 425个优质授权IP，18,000 平米展出面积

泛母婴服务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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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面积（m2）

2018 CBME中国再续辉煌

展会历年增长图

参展品牌（个）

展商数量（家）

266,548平米　3,065家优质展商　4,332个品牌　95,518 位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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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CBME中国展，跟往年相比品牌数量更多、展

商质量更好。同时，品类位置的布局规划更清晰，会

场的服务也优于往年。令人兴奋的是，CBME除了传

统的商贸交流之外，还增加了如直播逛展这样有创新

性活动。整体而言，CBME展始终保持着高质量，这

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

观众感言

——贝贝熊孕婴童连锁商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蔡惠

通过本次CBME展挑选到关于婴幼服饰、用品、配套

等方面的品牌和产品，有机会与我们有相同发展愿景

的企业进一步合作，使得天虹的母婴类配置更加多元

化，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观众感言

——天虹商场华南区副总经理兼招商中心总经理 蔡晶

明显感觉本届CBME中国参展品牌比历届都要多，热

闹非凡，参展观众也特别的多，盛况空前。同时，我

们欣喜地看到各大展商的宣导纷纷回归到了品牌和产

品力，这对新政落地后的奶粉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好的

指引。此外，平台商、海淘、跨境购集体亮相，更多

的国际展商也纷纷加入进来。

观众感言

——东莞市绿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志强

本届CBME中国有很多新的互联网技术、新的零售技

术在展示，包括产品识别、消费者互动等。同时，今

年的展会产品也有创新，新的品类不断加入。CBME

在突破自身规模的同时，不断注入新的创新性元素，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事情。

观众感言

——吉林省米氏孕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米洪锋

京东母婴与CBME是长期的合作伙伴，本次与CBME

的合作不仅仅是参观展会，更是与线下展会合作的一

次新鲜尝试。相信随着不断的探索，我们与CBME的

合作机会将越来越多，合作模式也将越来越丰富，为

母婴品牌商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

观众感言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京东母婴总经理 刘利振

每年我们都会参观CBME中国，因为我们的很多供应

商都会参展，我们把CBME当做一个良好的契机去跟

供应商做一些分享以及交流沟通，实现深度合作。

观众感言

——Qtools CEO 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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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品牌商

童装/童鞋/孕装专卖店/品牌加盟店

进出口商/采购办事处/贸易公司 

网络代理商/网络零售商

玩具店

超市/大卖场/药店

百货公司

专业买手

服务机构

设计师

媒体

投资商

授权商

其它

商会协会/领事馆

今年的CBME中国展，跟往年相比品牌数量更多、展

商质量更好。同时，品类位置的布局规划更清晰，会

场的服务也优于往年。令人兴奋的是，CBME除了传

统的商贸交流之外，还增加了如直播逛展这样有创新

性活动。整体而言，CBME展始终保持着高质量，这

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

观众感言

——贝贝熊孕婴童连锁商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蔡惠

通过本次CBME展挑选到关于婴幼服饰、用品、配套

等方面的品牌和产品，有机会与我们有相同发展愿景

的企业进一步合作，使得天虹的母婴类配置更加多元

化，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观众感言

——天虹商场华南区副总经理兼招商中心总经理 蔡晶

明显感觉本届CBME中国参展品牌比历届都要多，热

闹非凡，参展观众也特别的多，盛况空前。同时，我

们欣喜地看到各大展商的宣导纷纷回归到了品牌和产

品力，这对新政落地后的奶粉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好的

指引。此外，平台商、海淘、跨境购集体亮相，更多

的国际展商也纷纷加入进来。

观众感言

——东莞市绿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志强

本届CBME中国有很多新的互联网技术、新的零售技

术在展示，包括产品识别、消费者互动等。同时，今

年的展会产品也有创新，新的品类不断加入。CBME

在突破自身规模的同时，不断注入新的创新性元素，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事情。

观众感言

——吉林省米氏孕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米洪锋

京东母婴与CBME是长期的合作伙伴，本次与CBME

的合作不仅仅是参观展会，更是与线下展会合作的一

次新鲜尝试。相信随着不断的探索，我们与CBME的

合作机会将越来越多，合作模式也将越来越丰富，为

母婴品牌商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

观众感言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京东母婴总经理 刘利振

每年我们都会参观CBME中国，因为我们的很多供应

商都会参展，我们把CBME当做一个良好的契机去跟

供应商做一些分享以及交流沟通，实现深度合作。

观众感言

——Qtools CEO 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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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英国

米氏孕婴



全球知名品牌汇聚CBME
车床、汽座及家具 340家

童装、婴装、童鞋、孕装、内衣及配饰 626家 

孕婴童食品，营养品及零食 764家 

玩具、教育及纪念品 260家 

母婴用品 1,007家 

媒体、机构及其它 68家 

中国大陆 3,076个 

海外及港澳台地区

1,256个

品牌国
别统计

展商感言

——上海薇奈莎商贸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 Justin Chui

CBME中国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母婴行业展会，规模越来越大。

母婴行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在CBME展会上，我们也看

到了种种新的变化。不仅仅有新的产品，也包括中国孕婴童行

业整体发展趋势。我们看到行业整合新机遇、渠道下沉都成为

关注的重点。

展商感言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惠氏营养品中国销售副总裁 张展红

展商感言

——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贝亲中国副总裁  叶芳莹

CBME中国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孕婴童行业盛会，可以说是

引领中国孕婴童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也为我们和客户之间

创造了更有价值的沟通平台，使我们能够扩大客户基础，拓展

母婴渠道，满足潜在客户和现有客户的需求。很高兴参展

CBME中国，同时也期待着明年再次参加。

展商感言

——Hape 控股集团全球副总裁 裘莹莹

亮点展区，聚焦消费者新需求，引领产业未来

乐活美妈
助力孕产服饰、美容美妆、健康营养等为新生代妈妈服务的品
牌及产品与优秀的零售、加盟、代理商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
展商数为90家。

“在这次展会上，和不同品牌的负责人现场洽谈了合作意向，
现场就签约了不少单。除了在母婴行业中显示了我集团的品牌
性，也在更多消费者面前凸显了我们的优势。”

——贝瑞佳母婴服务集团副总裁 李家麟

乐活美妈
助力孕产服饰、美容美妆、健康营养等为新生代妈妈服务的品
牌及产品与优秀的零售、加盟、代理商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
展商数为90家。

“在这次展会上，和不同品牌的负责人现场洽谈了合作意向，
现场就签约了不少单。除了在母婴行业中显示了我集团的品牌
性，也在更多消费者面前凸显了我们的优势。”

——贝瑞佳母婴服务集团副总裁 李家麟

国际展团
来自众多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展团同台亮相，帮助海外品牌快速
拓展中国市场。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297家。

“面对全国的渠道，CBME中国是不二之选。CBME中国品牌
好，服务影响力好。”

——（英国 Tumtum）杭州悠而乐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Emily.yang

Cool Kids Fashion上海时尚童装展
汇集全球0-16岁的时尚童装及配饰品牌和商贸精英人士，与国
际时尚潮流同步，是不容错过的时尚童装盛会。2019年预计展
商数为100家。

“在cool kids fashion展区能遇到更多的同行和朋友，每年都
可以帮我们找到客户，也帮客户找到我们，特别是我们对线下
渠道拓展需求增大的时候”

——（Ala Cofly）杭州酷范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斐翡

全球制造专区
帮助国内及海外的优质OEM/ODM企业全方位获取更多海内外
订单,让您不出国门即可高效对接各国优质OEM/ODM供应商。
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60家。

“此次参展我们成功与爱护、努比、嗳呵等一线湿巾品牌商取
得初步联系，并获得国内外湿巾客户超过50个。”

——山东省纺织机械器材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王中旺

全球制造专区
帮助国内及海外的优质OEM/ODM企业全方位获取更多海内外
订单,让您不出国门即可高效对接各国优质OEM/ODM供应商。
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60家。

“此次参展我们成功与爱护、努比、嗳呵等一线湿巾品牌商取
得初步联系，并获得国内外湿巾客户超过50个。”

——山东省纺织机械器材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王中旺

天然产品
致力推广天然、可持续发展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天然及有机
食品、天然及有机用品、天然及有机原辅料、海内外特色产品等
天然产品品牌，与批发商、代理商、商超、零售门店业主等专业
人员建立合作，进军高速发展的天然有机及孕婴童市场。2019年
预计展商数为117家。

“本次在天然产品区展示是CBME中国对我公司产品品质的认
可。 此行收获颇丰，意向客户较同期增加 35% 。”

——黑龙江听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牟玉杰  

产业配套
助力母婴服务机构、陈列道具及设备、软件及信息技术、产业
服务平台、产品包装等企业与母婴产业链各环节建立合作，开
拓商机。2019 预计展商数110家。

乐教体验
助力游乐、早幼教、图书绘本等体验式服务品牌和产品与各大婴
童零售、商业地产、潜在加盟商等合作伙伴建立商机、快速拓展
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6家。

“此次展会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合作机会，3天下来大概有接近
600家线上平台、网店、实体店、早教中心、幼儿园、新媒体等
渠道及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宁波咕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柯林

乐教体验
助力游乐、早幼教、图书绘本等体验式服务品牌和产品与各大婴
童零售、商业地产、潜在加盟商等合作伙伴建立商机、快速拓展
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6家。

“此次展会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合作机会，3天下来大概有接近
600家线上平台、网店、实体店、早教中心、幼儿园、新媒体等
渠道及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宁波咕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柯林

乐享户外
助力滑板车、自行车、轮滑、平衡车等儿童户外游乐装备品牌及
产品拓展快速发展的孕婴童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0家。

“乐享户外专区的设立方便观众找到相关的户外产品，更有针
对性。我们获得品牌、产品曝光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母婴产
业的趋势，此次共收获200多条客户信息。”

——上海迈移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宇

乐享户外
助力滑板车、自行车、轮滑、平衡车等儿童户外游乐装备品牌及
产品拓展快速发展的孕婴童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0家。

“乐享户外专区的设立方便观众找到相关的户外产品，更有针
对性。我们获得品牌、产品曝光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母婴产
业的趋势，此次共收获200多条客户信息。”

——上海迈移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宇

智慧家居
助力宝宝家庭通过智能电子电器类产品，达到科学育儿、轻松
育儿的目的，快速拓展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100家。

“荣事达母婴首次正式亮相CBME展会，吸引了很多意向客户
和参访者，我们本次收到意向合作客户近70家来展位参观，便
于日后的业务版图的拓展。”

——合肥联荣科技有限公司
荣事达·荣电集团婴童事业部总经理 潘友浚

展商类
别统计

今年CBME展会组织井然有序，各项服务对参展商而言非常方

便，也让参展商能更有效地传递品牌文化和最新的产品信息。

展会期间各项产业研讨会也带给了我们新的启发和思路。感谢

CBME提供这么好的平台，给母婴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

CBME短短三天我们与全国多家经销商伙伴形成战略合作，与

几家大经销商达成继续长期合作协议，同时获得百余潜在合作

意向；在OEM/ODM业内合作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多

合作的品牌今年都有参展，借这次展会机会，确定了几个大项

目的合作。这次CBME我们收获颇丰。

2018 CBME中国部分参展品牌  

…… 以及更多

* 按首字母排序

国际数码印花工业展
助力海内外数码印花喷墨设备、数码印花前后处理设备、数码印
花耗材、花型设计等设备供应商和技术供应商，与来自家纺、服
装及成衣、印刷厂、面料加工厂、皮革等终端用户建立商机、拓
展渠道、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35家。

“TPF是展示我们产品的非常重要的平台之一，在这里我们还
可以看到众多竞争品牌并了解到中国市场上的各种产品。”

——MS销售及市场总监 Andrea Barbiani

乐享户外 45家 乐教体验 67家 乐活美妈 90家 智慧家居 48家

天然产品 94家 全球制造 49家 国际展团 186家 Cool Kids Fashion上海时尚童装展 88家

“CBME中国是全球母婴人士共聚一堂的行业盛会，是中国母
婴生态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我们通过参加2018年 CBME
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商机，提升了品牌知名度，更洞察到了行业
的变迁和未来的趋势。”

——海拍客创始人兼CEO 赵晨



全球知名品牌汇聚CBME
车床、汽座及家具 340家

童装、婴装、童鞋、孕装、内衣及配饰 626家 

孕婴童食品，营养品及零食 764家 

玩具、教育及纪念品 26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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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感言

——上海薇奈莎商贸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 Justin Chui

CBME中国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母婴行业展会，规模越来越大。

母婴行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在CBME展会上，我们也看

到了种种新的变化。不仅仅有新的产品，也包括中国孕婴童行

业整体发展趋势。我们看到行业整合新机遇、渠道下沉都成为

关注的重点。

展商感言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惠氏营养品中国销售副总裁 张展红

展商感言

——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贝亲中国副总裁  叶芳莹

CBME中国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孕婴童行业盛会，可以说是

引领中国孕婴童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也为我们和客户之间

创造了更有价值的沟通平台，使我们能够扩大客户基础，拓展

母婴渠道，满足潜在客户和现有客户的需求。很高兴参展

CBME中国，同时也期待着明年再次参加。

展商感言

——Hape 控股集团全球副总裁 裘莹莹

亮点展区，聚焦消费者新需求，引领产业未来

乐活美妈
助力孕产服饰、美容美妆、健康营养等为新生代妈妈服务的品
牌及产品与优秀的零售、加盟、代理商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
展商数为90家。

“在这次展会上，和不同品牌的负责人现场洽谈了合作意向，
现场就签约了不少单。除了在母婴行业中显示了我集团的品牌
性，也在更多消费者面前凸显了我们的优势。”

——贝瑞佳母婴服务集团副总裁 李家麟

乐活美妈
助力孕产服饰、美容美妆、健康营养等为新生代妈妈服务的品
牌及产品与优秀的零售、加盟、代理商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
展商数为90家。

“在这次展会上，和不同品牌的负责人现场洽谈了合作意向，
现场就签约了不少单。除了在母婴行业中显示了我集团的品牌
性，也在更多消费者面前凸显了我们的优势。”

——贝瑞佳母婴服务集团副总裁 李家麟

国际展团
来自众多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展团同台亮相，帮助海外品牌快速
拓展中国市场。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297家。

“面对全国的渠道，CBME中国是不二之选。CBME中国品牌
好，服务影响力好。”

——（英国 Tumtum）杭州悠而乐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Emily.yang

Cool Kids Fashion上海时尚童装展
汇集全球0-16岁的时尚童装及配饰品牌和商贸精英人士，与国
际时尚潮流同步，是不容错过的时尚童装盛会。2019年预计展
商数为100家。

“在cool kids fashion展区能遇到更多的同行和朋友，每年都
可以帮我们找到客户，也帮客户找到我们，特别是我们对线下
渠道拓展需求增大的时候”

——（Ala Cofly）杭州酷范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斐翡

全球制造专区
帮助国内及海外的优质OEM/ODM企业全方位获取更多海内外
订单,让您不出国门即可高效对接各国优质OEM/ODM供应商。
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60家。

“此次参展我们成功与爱护、努比、嗳呵等一线湿巾品牌商取
得初步联系，并获得国内外湿巾客户超过50个。”

——山东省纺织机械器材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王中旺

全球制造专区
帮助国内及海外的优质OEM/ODM企业全方位获取更多海内外
订单,让您不出国门即可高效对接各国优质OEM/ODM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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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参展我们成功与爱护、努比、嗳呵等一线湿巾品牌商取
得初步联系，并获得国内外湿巾客户超过50个。”

——山东省纺织机械器材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王中旺

天然产品
致力推广天然、可持续发展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天然及有机
食品、天然及有机用品、天然及有机原辅料、海内外特色产品等
天然产品品牌，与批发商、代理商、商超、零售门店业主等专业
人员建立合作，进军高速发展的天然有机及孕婴童市场。2019年
预计展商数为117家。

“本次在天然产品区展示是CBME中国对我公司产品品质的认
可。 此行收获颇丰，意向客户较同期增加 35% 。”

——黑龙江听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牟玉杰  

产业配套
助力母婴服务机构、陈列道具及设备、软件及信息技术、产业
服务平台、产品包装等企业与母婴产业链各环节建立合作，开
拓商机。2019 预计展商数110家。

乐教体验
助力游乐、早幼教、图书绘本等体验式服务品牌和产品与各大婴
童零售、商业地产、潜在加盟商等合作伙伴建立商机、快速拓展
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6家。

“此次展会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合作机会，3天下来大概有接近
600家线上平台、网店、实体店、早教中心、幼儿园、新媒体等
渠道及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宁波咕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柯林

乐教体验
助力游乐、早幼教、图书绘本等体验式服务品牌和产品与各大婴
童零售、商业地产、潜在加盟商等合作伙伴建立商机、快速拓展
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6家。

“此次展会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合作机会，3天下来大概有接近
600家线上平台、网店、实体店、早教中心、幼儿园、新媒体等
渠道及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宁波咕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柯林

乐享户外
助力滑板车、自行车、轮滑、平衡车等儿童户外游乐装备品牌及
产品拓展快速发展的孕婴童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0家。

“乐享户外专区的设立方便观众找到相关的户外产品，更有针
对性。我们获得品牌、产品曝光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母婴产
业的趋势，此次共收获200多条客户信息。”

——上海迈移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宇

乐享户外
助力滑板车、自行车、轮滑、平衡车等儿童户外游乐装备品牌及
产品拓展快速发展的孕婴童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70家。

“乐享户外专区的设立方便观众找到相关的户外产品，更有针
对性。我们获得品牌、产品曝光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母婴产
业的趋势，此次共收获200多条客户信息。”

——上海迈移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宇

智慧家居
助力宝宝家庭通过智能电子电器类产品，达到科学育儿、轻松
育儿的目的，快速拓展渠道。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100家。

“荣事达母婴首次正式亮相CBME展会，吸引了很多意向客户
和参访者，我们本次收到意向合作客户近70家来展位参观，便
于日后的业务版图的拓展。”

——合肥联荣科技有限公司
荣事达·荣电集团婴童事业部总经理 潘友浚

展商类
别统计

今年CBME展会组织井然有序，各项服务对参展商而言非常方

便，也让参展商能更有效地传递品牌文化和最新的产品信息。

展会期间各项产业研讨会也带给了我们新的启发和思路。感谢

CBME提供这么好的平台，给母婴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

CBME短短三天我们与全国多家经销商伙伴形成战略合作，与

几家大经销商达成继续长期合作协议，同时获得百余潜在合作

意向；在OEM/ODM业内合作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多

合作的品牌今年都有参展，借这次展会机会，确定了几个大项

目的合作。这次CBME我们收获颇丰。

2018 CBME中国部分参展品牌  

…… 以及更多

* 按首字母排序

国际数码印花工业展
助力海内外数码印花喷墨设备、数码印花前后处理设备、数码印
花耗材、花型设计等设备供应商和技术供应商，与来自家纺、服
装及成衣、印刷厂、面料加工厂、皮革等终端用户建立商机、拓
展渠道、高效对接。2019年预计展商数为35家。

“TPF是展示我们产品的非常重要的平台之一，在这里我们还
可以看到众多竞争品牌并了解到中国市场上的各种产品。”

——MS销售及市场总监 Andrea Barbiani

乐享户外 45家 乐教体验 67家 乐活美妈 90家 智慧家居 48家

天然产品 94家 全球制造 49家 国际展团 186家 Cool Kids Fashion上海时尚童装展 88家

“CBME中国是全球母婴人士共聚一堂的行业盛会，是中国母
婴生态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我们通过参加2018年 CBME
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商机，提升了品牌知名度，更洞察到了行业
的变迁和未来的趋势。”

——海拍客创始人兼CEO 赵晨



由博闻中国与上海长宁区文化局、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版权局作为指导单位，以“当过去遇见未来”为主题，

由上海博物馆提供的“10大国宝级馆藏文物”为元素，进行的“海上文博”2018上

海创意设计大赛之“孕婴童产品设计大赛”和“童装设计大赛”。

“海上文博”孕婴童产品设计大赛，共计收到751件设计作品。

现场决出金、银、铜奖、最具商业价值奖及最具人气奖：
● 金奖：李　杨　获奖作品：《攀·趣》

● 银奖：王先琪　获奖作品：《“大克鼎”婴儿奶嘴》

● 铜奖：潘　铖　获奖作品：《十二生肖 拼板积木》

● 最具商业价值奖：朱晨飞　获奖作品：《“戈鸮卣纹”迷宫》

● 最具人气奖：劳基令　获奖作品：《百变乐一多功能婴儿木马车》

精彩活动促进产业升级

商贸洽谈会
116家来自海内外的经销商/代理商、婴童连锁、

电商、百货、超市等与优质海内外孕婴童品牌商进

行了1,766场一对一、面对面的洽谈。

“商贸洽谈会针对性强，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提前互
相了解，便于筛选；增加可信度，合作成功机会增大！”

——黑龙江育婴坊母婴百货总经理 赵清志

第十三届《时尚育儿》营业员技能大赛暨“贝亲
妈妈健康护理师争霸赛”决赛 
从28,277位营业员中脱颖而出的21强店员进行决赛比拼，在CBME现场通过

妈妈健康护理知识题和实操题，决出金牌全能店员。

●  金奖：连云港好世界时尚孕婴 史妮

●  银奖：长沙咿呀孕婴童实业有限公司 徐湘波

●  铜奖：新疆喜阳阳爱婴百货有限公司 徐妙静

　　　　成都中亿家园贸易有限公司 高雨

“营业员技能大赛我们也参与多年了，为此公司这几年一直都在增加学习经费，今年能获得金牌也算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我想以后继续以大赛为契机，让员工学习比拼持续进行下去，以进入大赛为最大荣
耀。今年的营业员技能大赛参与人员多，年龄相对年轻化。出题范围也多样化，需要的知识面比较宽，
除了传统的育儿知识，产品知识，日常操作外，还涉及到心理学，有效沟通，换位思考等方面，甚至是
社会流行的一些东西。 ”                    

—— 连云港市好世界时尚孕婴连锁总经理 王保军   
Cool Kids Fashion
上海时尚童装展系列活动
时尚童装盛会，汇集全球知名0-16岁时尚童装及配饰品牌、国际

新锐设计师和时尚精英人士，引领时尚童装产业发展潮流，推动

中国时尚童装产业升级。

时尚童装秀：

●  17个全球知名童装品牌联合走秀

时尚童装趋势论坛：

●  2场趋势论坛帮助大家了解时尚童装流行趋势，提升经营技巧

展会现场颁发了创新产品奖、服务十年奖、卓越二十年奖、服务

社会奖，并由现场的专业观众为其余七大奖项373个入围的企

业、品牌、产品及个人踊跃投票，共同评选出产业最高荣誉。

CBME研讨会
32位权威专家和产业精英，通过17
场引领产业发展的主题演讲及论坛，向

与会者解读产业发展趋势、分享实战商

业智慧成果，吸引了逾6,664位观众

参与 。

创新产品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 安居产品：智高·Chicco四合一多功能婴儿睡篮·杭州宾博贸易有限

公司

●  安全护理产品：阿贝星·智能尿布监测系统·东莞市南星电子有限公司

●  出行产品：宝贝偶像·儿童玩具车（骑行滑行二合一）·昆山宝贝偶

像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  启智产品：斯利达·经典款拼球－果冻·深圳优比商贸有限公司

●  汽座产品：MAXI COSI· Axissfix Air·上海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  喂养产品：海尔·带语音提示功能的电子辅食料理机I0201·深圳擎

海科技有限公司

“能够赢得CBME AWARDS, 是对品牌和产品的充分肯定。对产业来讲，获奖产品和品
牌也能够代表一种趋势，成为一段时间内的行业标杆。带领各品牌更加努力地开发，设
计更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争取获得此类的奖项。”

—— Dorel Juvenile China (Domestic) VP & GM Ross Zheng

中国孕婴童产业奖 (CBME AWARDS) 

“海上文博”孕婴童产品设计大赛/童装设计大赛

“海上文博”童 装 设 计 大 赛，共计收到来自全球

1,236位设计师的设计作品。现场决出以下奖项：
● 金奖：刘　蕊　获奖作品：《五彩的梦》
● 银奖：包媛媛　获奖作品：《鉴宝小专家》
● 铜奖：卢泽燕　获奖作品：《小怪兽的奇妙之旅》
● 最具商业价值奖： 杨　灿　获奖作品：《当过去遇

上未来》

● 最具人气奖：邵慧超　获奖作品：《苦笋合唱班》

“此次大赛，学生们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婴童日常生活的
细节出发进行融合创新，在功能和形式上寻找到了很多有意思
的结合点，从而放大了上海博物馆馆藏品的IP价值，大赛越来
越多的起到一种融合创新的平台作用。希望大赛在以后积极发
挥这种协同创新的作用，将更多学生概念孵化成商业案例！”

—— 优易设计创始人  德国红点奖、德国IF奖、
文化部百名优秀设计师获得者 杨继栋

* 按品类名称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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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智产品：斯利达·经典款拼球－果冻·深圳优比商贸有限公司

●  汽座产品：MAXI COSI· Axissfix Air·上海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  喂养产品：海尔·带语音提示功能的电子辅食料理机I0201·深圳擎

海科技有限公司

“能够赢得CBME AWARDS, 是对品牌和产品的充分肯定。对产业来讲，获奖产品和品
牌也能够代表一种趋势，成为一段时间内的行业标杆。带领各品牌更加努力地开发，设
计更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争取获得此类的奖项。”

—— Dorel Juvenile China (Domestic) VP & GM Ross Zheng

中国孕婴童产业奖 (CBME AWARDS) 

“海上文博”孕婴童产品设计大赛/童装设计大赛

“海上文博”童 装 设 计 大 赛，共计收到来自全球

1,236位设计师的设计作品。现场决出以下奖项：
● 金奖：刘　蕊　获奖作品：《五彩的梦》
● 银奖：包媛媛　获奖作品：《鉴宝小专家》
● 铜奖：卢泽燕　获奖作品：《小怪兽的奇妙之旅》
● 最具商业价值奖： 杨　灿　获奖作品：《当过去遇

上未来》

● 最具人气奖：邵慧超　获奖作品：《苦笋合唱班》

“此次大赛，学生们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婴童日常生活的
细节出发进行融合创新，在功能和形式上寻找到了很多有意思
的结合点，从而放大了上海博物馆馆藏品的IP价值，大赛越来
越多的起到一种融合创新的平台作用。希望大赛在以后积极发
挥这种协同创新的作用，将更多学生概念孵化成商业案例！”

—— 优易设计创始人  德国红点奖、德国IF奖、
文化部百名优秀设计师获得者 杨继栋

* 按品类名称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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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届CBME中国孕婴童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9年预计  *2019 forecast

第      届CBME中国孕婴童展19
The 19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hildren Baby and Maternity Products Industry Expo

NECC (Shanghai)

www.cbmexpo.com

2019.7.24-26

4,700
3,300
293,757

个品牌*
brands*

家优质展商*
exhibitors*

平米
m2

*2019 年预计

19
293,757平米

4,700
个品牌*

3,300

100,000
家展商*

位专业观众*

赢取商机
尽在CBME中国孕婴童展

2019年7月24-26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www.cbmexpo.com
*本展会为商贸性质展会，谢绝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入场。  

同期举办：

CBME中国童装展

CBME中国玩具展

CBME中国食品展

全球授权展·中国站（LEC)

孕婴童展孕婴童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