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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汇聚业内领先企业，借助针对细分市场的营销活动，有效定位优质决策者。

全方位的营销手段助力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
稳居行业前沿

顶尖的国际参展品牌一览

... 更多品牌

助力开拓蓬勃发展的
土耳其孕婴童市场
第32届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

2017.1.11-14
伊斯坦布尔CNR展览中心1、2、4号馆

平米展区
*

品牌
*

家展商
*

位专业观众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16年7月27-30日
2017年1月11-14日

印度·孟买
2017年4月11-13日

新加坡
2017年4月25-27日

中国·上海
2016年7月20-22日

小企业将享受 50% 摊位补贴！还未申请中小企业资质?

我们将为CBME 海外展展商免费提供注册服务, 并协助参展企业申请中小企业摊位补贴！

面向人数 
1,300 万
投放量 
2,300 万



51%
19%

18%

12%

亚洲   55%
非洲   25 %
欧洲   19%
美洲   1 %

土 耳 其 ： 连 接 欧 亚 、 中 东 及 北 非 的 桥 梁

土耳其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按GDP衡量)。

土耳其将被评估为2012至2017年间，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经济增速

最快的一个国家，年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5.2%。

土耳其位处欧亚、中东的交界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其成为世界贸易的

集散地。在这里您的商品可以更快速并以低成本的方式，到达欧洲、欧亚大

陆、中东及北非的15亿消费者手中。

土耳其 — 发现蕴藏的潜力

土耳其的孕婴童产品市场处于朝阳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年轻父母的新潮育儿观

及消费观，都推动着当地该产业的蓬勃发展。

  拥有欧洲国家中最多的年轻人口。

  土耳其平均每年出生125万新生儿，其人口增长率居全球

  第二。

  2012至2017年间，土耳其婴童护理产品市场年复合增长

  率预计为12%。

  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为0-2岁的婴儿花费约700至800美元

  (折合人民币4,500至5,200元)。

8% 婴童车床及安全产品 3% 婴童车

3% 婴童玩具及教育类产品

2% 孕产妇用品

服务机构

12% 婴儿护理产品

50% 婴童服装及配饰

8% 婴童家具及家纺产品

土耳其孕婴童市场

一年一度的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是当地最大的孕婴童行业商贸盛会。这个平台是您开拓商机、寻找合作伙伴、签署订单

与挖掘新市场的绝佳选择，同时买家们可以在此找到高质量的产品和可靠的采购伙伴。

借助土耳其天然的地理优势，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逐步成为联结欧亚、中东及北非地区的最重要的商贸纽带，助力您挺

进这些新兴市场！

2016年，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覆盖了37,000平方米的展区面积，汇聚了351家展商共同呈现了675个品牌，成功吸引了

来自91个国家及地区的15,200名优质观众。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

展品类别

0-4   6.381              33.5%

5-9   6.337              33.5%

10-14   6.166                 33%

年龄    人口（百万）        占比  

伊斯坦布尔婴童时装展是土耳其唯一的专注于婴童时装领

域的贸易展会。该展一年举办两次，分别在每年的1月份与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同期举办，以及7月份独立举办。

婴童时装展以全方位展示婴童服装及配饰（0-16岁）为特

色，展出新生活方式及婴童时装趋势。2016年，展会汇聚了

183家展商在19,000平方米的展区内展示了295个品牌。

CBME消费者奖 / 创新设计展示区

您可以通过CBME消费者奖和创

新设计展示区平台，进一步提

升您的品牌知名度，从而从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并获得更高媒

体曝光率。

把握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孕婴童行业的专业买家

观众参观目的 观众业务性质

美洲 1%

 亚 洲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不丹、中国、格鲁吉亚、香港、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

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韩国、叙利亚、

台湾、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欧 洲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共和国、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梵蒂冈、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科索沃、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

摩尔多瓦、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

其、乌克兰、英国

 非 洲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尼日利亚、尼日尔、塞拉利昂、南非、苏丹、多哥、突尼斯

 美 洲   阿根廷、加拿大、智利、福克兰群岛、美国

 大洋洲   瑙鲁

观众来源

15,200位
专业观众

91个
国家及地区

其他

被授权买家 常务董事

营销 / 产品经理

Khaled Sabih / 公司负责人 / 黎巴嫩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是一个卓越的展会。这是我第一次参

展，我对展会的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业内的大型领先

企业均参加了本次展会。该展也为土耳其、阿拉伯及欧洲企

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其能够向来自全世界的观众展

示优质的产品。

Funda Mutlu / E-trade 采购代理商 / 土耳其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展览盛会，

汇聚了业内著名的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和批发商

等，使观众能够甄别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节省时间

并迅速做出决策。

买家反馈

“
”

Michael Gelpke 先生，MJ STEPS

“今年的首次参展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展会期间，我们接触到了来自

全球各地的婴童行业的优质客户。”

Purity Deng 女士，Hape

“这是Hape第一次参展，借助

展会我们收到了来自100多位

优质买家的意向问询。Hape很

高兴能够参与到这项全球知名

的专业性展会中。”

Wang Lin 女士，Potato 

“今年首次参展就获得了极好的

反馈。土耳其作为地理要冲，吸

引着来自全球的贸易伙伴。我们

很高兴能在此展上接触到这些专

业买家。”

展商感言

“
”

国际买家团

在土耳其国家经济部的协调下，来自目标国家的

专业买家们将亲临2017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

现场，与多家制造商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共同

开拓新的市场机遇。

国际展团

CBME土耳其孕婴童展的国际

展团将为土耳其市场带来多个

国家的不同品牌及产品。

商贸洽谈会

作为展商，您能专享与来自全球及

土耳其当地的大买家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包括大型百货公司、大型婴

童连锁、大型电商等。

您拓展业务的绝佳平台

183家
参展商

19,000 平方米

295个
品牌

15岁及以上群体

占75%

0-14岁群体

占75%

亚洲

中东

欧洲

土耳其

7,770
万人

（全国总人口）

土耳其的地理优势以及庞大

的本土市场促使其成为重要

的投资目的地

欧洲 19%
亚洲 55%

非洲 25%

寻找特许人 / 代理权
授权商

收集市场讯息

采购新产品

下订单

巩固与供应商/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

收集市场讯息
87%

82%

80%

77%

84%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