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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world China 2019 行業影響力持續提升
觀眾數量喜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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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Paperworl China 中國國際文具及辦公用品展覽會於 11 月 17 日
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圓滿落幕，眼前一亮的設計創意、琳瑯滿目的多元產
品以及優質的海內外展商成為今年展會當中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幾大亮點。
這場為期三天的展會吸引了來自全球 30,629 位買家前來探索各類文具、
辦公用品及文創產品，觀眾數量再創新高。
專業買家對於 Paperworld China 的產品多元性讚譽有加，展商則對展會
能提供的實際商業價值和貿易功能高度認可。通過展會，他們能高效尋找
新客戶、推廣產品並拓展自己的業務網絡。今年展會共迎接來自 15 個國
家及地區共 425 家參展企業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5.1 號館齊聚一堂，從大
品牌到中小型企業，共同呈獻前沿文具辦公產品與設計創意。
談及今年展會概況，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菁女士深
表滿意：「來參觀 Paperworld China 的買家都有多元的採購標準，我也
很高興看到許多買家都能在今年展會上找到合適的優質展商。Paperworld
China 的主題專區和特別展示區能夠滿足各類市場需求，並將現代辦公、
生活方式、手工與東方文化的前沿趨勢完整呈獻給海內外觀眾。同時，今
年我們還迎來了印度展團的加入，進一步將海外品牌與中國市場緊密連
接，幫助買家更好的進行國際商貿溝通。」
本屆展會的印度展團共由 18 家企業構成，包括 Anax Industries、
Coromandel Paper Products、Navbharat Industries、Pandiyan Paper
Company 和 Saraju Pens 等印度知名文具企業。
主題專區與市場接軌
今年展會面積達 23,000 平方米，在展會中央的「小而美」專區再度成為
展會最有人氣的焦點。專區以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為核心概念，展示了一
系列豐富多元的學習辦公用品以及日常文具產品。
文具文創、未來辦公、文化衍生以及優質供應商四大展示板塊幫助買家高
效尋找不同領域的創意生活及辦公文具產品。 Design S 專區同樣也是尋
找個性產品的好地方，該專區匯集了一系列具有藝術感的文具和簡約實用
的日用產品。
中國文具大賞積極助力新興品牌提升知名度
第二屆「BSOC 中國文具大賞」收到了超過 200 餘件作品，經過激烈角
逐，最後有 12 件作品脫穎而出，獲得「BSOC 中國文具大賞」十強殊
榮。十強獲獎作品包括白金小流星鋼筆、果殼商店物種日曆、Cuneiform
復古懸浮式大理石檯燈等等，這些獲獎作品在現場專門的「BSOC 中國文
具大賞」區域陳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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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夠欣賞充滿創意的產品設計，觀眾還將有幸參與各類別開生面的論
壇和研討會。今年的同期活動涵蓋了各類熱點話題，包括如何在競爭激烈
的零售板塊提升盈利空間以及 DIY 現場教學及技巧分享。其中最大亮點要
屬「TEDxYouth」論壇，該論壇以「文具也瘋狂」為主題，邀請各路意見
領袖從文具的角度分享各自對科技、創意、設計和愛好的故事和見解。
海內外展商樂觀看待中國市場前景
寧波祥豐進出口有限公司設計主管湯晶晶女士
「我們公司主要是從事出口貿易，已經去過德國的 Paperworld 展會很多
次了。從去年開始我們開始往內銷業務發展，這是我們第二次參展,，主要
是宣傳自己的品牌、增加內地的客戶。去年參展效果很顯著，所以今年我
們又來參展，希望能認識更多經銷商、採購商。才開展半天，我們帶來的
宣傳資料都發光了，與超過 70 個意向客戶洽談，人流比去年多很多。文
具在我們生活中是必需品，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大家對審美的要求也在
提高，現在你去看筆記本，都會帶有特別工藝。從今年的人流量來判定，
我們明年一定會繼續參展。」
Capexil 聯合總監 Binu Thomas 先生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 Paperworld China 展會，合共邀請了 18 家來自印
度紙品行業的企業來到現場，想藉此機會進一步開拓亞洲市場。
Paperworld China 讓我們能夠結識到更多新的展商、專業買家和分銷商，
建立新的業務聯繫。中國以低成本大量生產文具在業界聞名，我們也想在
此拓展中國文具產品的進出口業務，實施我們新的業務戰略。展會的人流
量很大，這是個好兆頭。每天這裡都會有海量的貿易交流和信息溝通。」
展會激發買家靈感
鄭州匯美商貿有限公司百思德國際文儀專營店總經理羅新洲先生
「我們是從河南鄭州來的，這次一共邀請了 60 多位買家專程過來參觀
Paperworld China。我認為展會是行業的一個風向標，能夠傳遞行業的最
新資訊。在 Design S 專區，我看到很多原創文具品牌展示的創意設計。
儘管我們也在展會現場看到很多大品牌，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小品牌的影響
力。他們為行業提供了非常多的靈感。小而美專區的內容設計也非常棒，
開創了展會行業把實景、銷售融合到一起的先例，讓很多零售商能夠在實
景現場結合自己的現狀汲取靈感。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在慢慢提高，所有
的消費者、使用者對產品的需求和購買標準也在不斷提升。我會繼續組織
買家團來 Paperworld China 採購學習。」
同期活動好評如潮
月貓營業部部長鈴木明彥先生（合璧堂 DIY 手工體驗組織方）
「中國市場巨大，這次來 Paperworld China 主要是希望能夠提升月貓在
中國的知名度。通過這次手工體驗教學，我們想把專業的知識跟大家分
享，從而讓中國的消費者更加了解我們的產品。他們可以學習如何通過我
們的產品營造更好的視覺效果。我認為這次的成效很大，從商業角度而
言，通過這種現場教學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提升營業額。隨著社會的發
展，人們的需求和滿意值也在不斷提升。人們不單通過購買獲得滿足感，
更追求通過動手參與製作獲得成就感。我確信，通過我們的手工體驗和展
會宣傳，能讓更多中國消費者了解到還有這麼多 DIY 活動可以參與尋找精
神愉悅。」
花街文房店主王震先生（TEDxYouth 論壇演講人）
「Paperworld China 是舉辦論壇的絕佳場所，這裡不僅吸引了眾多業內人
士，還有很多文具愛好者也會來到現場。TEDxYouth 是一個著名的知識傳
播共享平台，能夠在這樣的舞台表達我們對文具的熱愛，陳述文具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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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無疑讓人激動。通過和現場專業觀眾的多次互動，我
們能從他們的眼神中感受到對文具的熱忱。來參加論壇和研討會的觀眾不
僅僅是來尋找新產品的，他們也想知道文具對生活的影響。我們在論壇結
束後還有一場 DIY 手工研討會，通過和文具愛好者的深入互動討論時下科
技和設計趨勢。我們會後收到了很多來自觀眾的積極反饋，倍受鼓舞。」
Group M 項目執行許艷婷女士（TEDxYouth 論壇觀眾）
「我認為論壇信息豐富很有啟發性。論壇邀請到的意見領袖並不全是投身
文具行業的，但他們的深刻洞見都基於各自對文具的熱忱，他們的講話啟
發了我的思維。在這裡能聽到許多關於科技、興趣、創意的豐富內容，給
了我們一個全方位了解當今熱點話題的機會。無論是話題的選擇還是演講
嘉賓質量我都十分滿意。此外 DIY 手工活動也非常有趣。」
下一屆 Paperworld China 展會將於 2020 年秋季回歸，更多展會詳情請瀏
覽 www.paperworldchina.com.cn 或發郵件至
pwc@china.messefrankfurt.com。
其他 Paperworld 品牌展包括：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ationery Fair – 香港國際文具展
2020 年 1 月 6 至 9 日，香港
Paperworld – 法蘭克福國際紙製品及辦公用品世界展覽會
2020 年 1 月 25 至 28 日，法蘭克福
Paperworld Middle East – 中東（迪拜）國際紙製品、辦公用品世界展
覽會 / Playworld Middle East – 中東（迪拜）國際玩具展覽會
2020 年 3 月 9 至 11 日，迪拜
Paperworld India – 印度國際文具及辦公用品展覽會 / Corporate Gifts
Show – 印度國際企業禮品及贈品展覽會
2020 年 3 月 19 至 22 日，孟買
了解更多 Paperworld 全球品牌展信息，歡迎瀏覽
www.global.paperworld.messefrankfurt.com。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30 個地區聘用逾 2,5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18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
領域保持緊密聯繫，在展覽活動、場地和服務業務領域，高效滿足客戶的商業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龐大國際行銷網絡，堪稱集團獨特的銷售優勢之一。多元化的服務呈現在
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時，能持
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廣、人力
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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