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展览时间表（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是泰国广受称赞的一站式会展产业（MICE）服务和场地供应商。IMPACT 不仅管理着
全东南亚最大的展览及会议中心（14 万平方米的可用室内空间和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可用室外湖畔区），我们还
拥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包括能为国际性会议及展览提供专业管理（PEO）服务的专属部门，并与当地和国际伙伴
共同主办自己的专业贸易展览。2017 年 IMPACT 推荐贸易展览如下：
2017 泰国 LED 展览会
主办单位：
印度 Media Exposition & Events 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泰国国家电力局（EGAT）
展览日期：
2017 年 5 月 11 – 13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挑战者 1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ledexpothailand.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40（中文）

活动简介：一个概括整个 LED 产业的国际展览，包括 LED 相关工业制造、LED 器件、LED 原材料、LED 应用产品
和 LED 成品等。
2017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2017 泰国 LED 展览会展中展）
主办单位：
印度 Media Exposition & Events 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7 年 5 月 11 – 13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挑战者 1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www.pcbexpothailand.com
官方网站：
活动简介：泰国日渐成为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制造商不断增长的国家之一，2017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将成为集
合电路板行业（制造商、买家、卖家和专业人员等）精英的一个平台。2017 泰国国际电路板展览会将探讨这个
通过过去 30 年蓬勃发展，并在目前拥有 600 亿美元市场额的电路板、电子和电器组件领域。
2017 泰国节能周
主办单位： 印度 Media Exposition & Events 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泰国国家电力局（EGAT）
展览日期： 2017 年 5 月 11 – 13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挑战者 1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thailandenergysavingweek.com
活动简介：2017 泰国节能周，涵盖了从多个方面，如能源供应和传输、暖通、制冷、冷却等节能设备和技术，
也包含了泰国能源部一直推崇的能源需求管理（DSM）项目“泰国 5 号节能标签”中的概念产品和技术。因此，
2017 年泰国节能周将成为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的国际性贸易平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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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AT ASEAN 2017（2017 东盟国际工程机械展）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艾博展览集团
协办单位： 泰国承包商协会 - 泰王陛下支持 (TCA)
展览日期： 2017 年 6 月 8 – 10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3-4 号馆（室内）+室外展区，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asean.intermatconstruction.com
活动简介：INTERMAT 2017（东盟国际工程机械展）是一个专注于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国际性展览及会议。为
供应商提供一个面向建造业主要决策者展示他们最新的机械、设备、工具及科技的最佳贸易平台。展会中还包括
一个专门展示混凝提产品和技术的特展馆。
2017 东盟零售科技、设备展会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泰国零售商协会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14 –16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4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www.retailexasean.com
官方网站：
活动简介：2017 东盟零售科技、设备展会是一个迎合东南亚零售商需求的年度性贸易展览及会议。它将展示来
自国际和当地零售解决方案、POS 与自动识别技术和设备，为展商和买家提供互惠互利、加强客户基础、拓广销
售网络和获取新商机，它将是东盟区域内最为完整的贸易平台。
展览同期还伴随有国际零售商大会、行业论坛，这将充实每一位参与 2017 东盟零售科技、设备展会的参展商和
买家。
2017 亚洲（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SIMA ASEAN Thailand）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 艾博展览集团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7 – 9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5 - 6 号馆（室内），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simaaseanthailand.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41（中文）

活动简介：亚洲（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SIMA ASEAN Thailand）是全球著名品牌展 SIMA 在亚洲地区的延
伸。主要展出与农业相关的机械、设备、附件、零部件等。将吸引来自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商、分销商、农
场承包商、进出口商、农业合作社等的贸易买家。SIMA ASEAN Thailand 将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有效的农业和农业机
械贸易平台。
2017 亚洲物业管理展览会
主办单位：
SPHERE 展览私人有限公司 &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 2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6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黄颖欣、周思思小姐
电话: +66 2833 5013, 5198 │传真: +66 2833 5056 │电邮: wingyanw@impact.co.th, sisiz@impact.co.th
网站: www.impact.co.th│ QQ: 1794219231

2017 年展览时间表（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www.maintenance-asia.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38（中文）

活动简介：第 10 届专业亚洲大厦和工厂设施及物业管理市场而立足于泰国的国际展览。以设备管理和物业管
理、清洁及保养、设施保安系统、消防安全为主导；物联网技术为重心，实现建筑和厂房的智能管理。同期包括
相关行业会议及研讨会，并与 2017 亚洲绿色建筑和改造展览同期举行。
2017 年亚洲绿色建筑和改造展览
主办单位：
SPHERE 展览私人有限公司 &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 2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6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greenbuilding-asia.com（英文）
http://www.impact.co.th/index.php/visitor/organization_exhibitions/cn/3939（中文）

活动简介：第 7 届以创新环保型建筑材料和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建筑节能、智能建筑、智能城市的亚洲绿色建筑
和改造展览，将同时从新建筑和旧建筑改造的两个角度，展示出环保型材料、技术、设备及物联网的魅力。并与
2017 亚洲物业管理展览会同期举行。
2017 亚洲混凝土展——建筑行业所需商品混凝土的国际展览和会议
主办单位：

全球国际项目咨询私人有限公司& 亚洲混凝土结构研究所

承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 22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展览中心，5 号馆，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concrete-asia.com （英文）
活动简介：2017 亚洲混凝土展是汇集并展示行业领先供应商在环保型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建筑机械和设备方
面的创新产品及技术的主导平台。主要吸引和邀请来自建筑、房地产行业的区域性买家及决策者，并为参与者提
供最新的行业知识和商务网络机会，启发业务促进和持续发展的新方法。
2017 年亚洲国际美容展（BEYOND BEAUTY ASEAN 2017）
主办单位：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司与英富曼会展集团
展览日期：
2017 年 9 月 21– 23 日
展览地点：
IMPACT 会展中心，泰国曼谷
展览类型：
贸易展
展览周期：
一年一届
官方网站：
www.beyondbeautyasean.com（英文）
活动简介：来自法国巴黎国际美容展的品牌，针对区域性市场需求首次亮相亚洲，包含四大行业范围：美容与化
妆品、Spa 与保健、健康与草药、美发与美甲。是行业人士建立商务贸易联系、更新行业发展趋势的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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