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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电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2016年中国

电源市场规模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达2056亿元，同比增长

6.9%，2018年，中国电源市场的规模达到2459亿元，同比增

长5.95%，并预计到2023年，其市场规模将增至4221亿元。随

着LED照明、分布式光伏、风能、充电桩、云计算、大数据、智

慧城市的兴起与繁荣，未来10年，仍将是电源行业春天。

2021第十一届亚太国际电源产品及技术展览会（Power 

China 2021 ）是2021中国国际节能储能、清洁能源博览会旗

下重点推出的专题展，旨在更好地满足电源行业国内外市场需

求。展会获得包括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电源专业委员会、深圳

市电子商会、深圳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促进会、广东省对外

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合作促进会联合等国家

各级相关部门组织支持。

Exhibition Profile
展会介绍



（一）全球专业高端汇聚

（二）全域产业规模呈现

（三）全球云上会展科技导向

亚太国际电源展是国际性的以展览展示技术应用为主要对象的行业商贸平台。亚太国际电源展将锁定行业发展前
沿，立足广州，深耕国内，放眼全球，为电源产业把握行业新方向，开拓全球新市场。

力图汇集所有电源应用领域的行业从业者，展示最新电源产品及技术、配套和终端。同期有策划系列现场演示、
研讨会和论坛，提升电源行业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应用，旨在打造成为行业理想的商贸及交流平台。

博览会将充分发挥战略合作伙伴“云展动力”的大数据精准营销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多媒体互动科技、实景三
维、数字创意、精准大数据库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实现AI+大数据+会展的经济发展理念，助各行企业赋能推进数
字化转型，快速推动企业发展，满足全世界企业的贸易需求，让生意变得更便捷、更简单！

Exhibition Highlights
展会亮点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历届部分展商

作为全球电源产业链的重要展览平台，

2020亚太国际电源产品及技术展，紧

跟我国电源行业的发展趋势，吸引了

近300家企业前来参会。

Feature Exhibitors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Feature Buyers

历届部分采购商

本届展会覆盖了电源适配器、开关电

源、LED电源、UPS电源、移动电源

(便携式电源)、逆变电源、通信电源、

模块电源、电脑电源、可编程电源等

展品;

为专业采购商、观众打造一站式采购

交流平台。



全球寄发百万张
纸质门票及电子
门票，超过100
万次买家短信邀
请；

每年在其他同类
型展会宣传推广；

举办多场高峰论
坛、研讨会、新
品发布会；

电视、电台、网
络、报刊杂志等
50家大众媒体报
道宣传；

合作百余家全球
行业协(学)会政
府等机构；

300多家国内外
专业媒体紧 密
互动合作；

Marketing Plan

宣传计划



Visitor Invitation

观众组织

立体宣传优势 

我们将根据集团办展18年所积累的庞大数据库，

通过电话一对一专业邀约、媒体、短信、邮件、

传真、网络宣传、杂志宣传等方式，向专业观

众发出邀请，并展开全方位立体宣传！



专业观众群体

Visitor Invitation

观众组织

各政府单位、通讯、消费电子、灯饰照明、灯箱广告、显示屏、仪器仪表、电力、金融、公安、医

疗、安防、军工、航天、航海、轨道交通、工厂、机场交通枢纽及数据存储中心等企事业单位的专

业采购团及采购负责人到会参观采购！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1世纪电源网

电源网

找电源上acdc.cn

鼎点传媒

维库电子市场网

电源之家

电源研发联盟

聪易搜电子网

大照明全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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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 Forums and Conferences 专业论坛会议 

集团旗下同期专业展   Concurrent Trade Shows



    鸿威会展集团汇聚各类专业人才近500人，每年
在中国、南非、巴西、迪拜、印度、俄罗斯、土耳
其、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地主办和组织50多场国际
性展会与大型活动，涉及文化休闲娱乐，清洁能源、
建筑建材、智能制造装备、美容整形、游艇飞机房
车、地产等80多个行业，展览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
服务全球展商超过6000家，接待全球采购商超过80
万人次。

Trade Shows

集团旗下展会



n 免现场排队登记，预先准备VIP参观证；

n 独立的参观团登记处，参观便利；

n 获赠会刊（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n 尊享现场VIP买家休息室，享用饮料、点心、等服务；

n 免费往返班车安排（展馆行程3小时以内，人数50人及以上）；

组团咨询   电话：13070211486 （黄先生） 电邮：3122622579@qq.com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Special Services for Group Visitors
组团观众服务

组团参观 专享礼遇



2021  即将推出的精英买家服务，旨在为多年来大力支持展

会的忠实观众，及具有明确采购需求的业内管理高层及专业人士，

提供专属贵宾服务，从而提升买家的参观体验，同时帮助专业买

家获取最新的行业资讯、尊享高端定制服务。

n 展前发送展会预览资料；

n 现场获赠大会会刊、礼品，享用精美午餐；

n 现场享用精英买家专属休息室；

n 免费或优先参加展会同期活动及线下高端行业论坛；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Special Services for  Professional Visitors
采购观众服务

精英买家 尊贵礼遇



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LED电源、UPS电源、移动电源(便携式电源)、变压器电源、逆变电源、
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稳压电源、通信电源、模块电源、变频电源、工控电源、
EPS应急电源、电脑电源、净化电源、PC电源、整流电源、定制电源、加热电源、焊接电源/电弧电源、
电镀电源、网络电源、电力操作电源、线性电源、电源控制器/驱动器、功率电源、参数电源、调压电
源、稳压器、逆变器、直流电源;铁路、金融、航天航空、照明、高压等专用电源模块及各类定制电源
产品;油机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专用电源设备等。

   普通电源

安防电源、高压电源、医疗电源 、军用电源、航空航天电源、激光电源、其他特种电源。

   特种电源

Exhibition Scope

展品范围



各类电源用元器件(二三极管/整流器、可控硅、IGBT/MOS 管、电阻、电容等)、功率半导体、
电容器、滤波器、示波器、保护器、PDU插座、电抗器、电源线、温控器、继电器、散热器及风扇、
锂电池、蓄电池、电源模块盒体/机壳/机箱/机柜、连接线端子等。

电源/电池制造设备、电源/电池测试系统、电源测试治具、安规测试仪表、电磁兼容设备、灌
胶设备电源、点胶设备、老化测试设备、电子负载等;密封硅胶、灌封胶、导热硅胶、绝缘套管、散
热硅胶、磁性材料等。

监控系统、辅助设计软件、电源综合解决方案、电源测试服务、安规认证及其它电源管理相关
软件等，电源安装工程及用具等。

   电源制造设备及辅助材料

   电源相关软件

电源设备变压器、电感器、工业用变压器、家电用变压器 、照明用变压器、 霓虹灯用变压器、特
种变压器 、变压器测试仪器、变压器/电感器绕线设备及绝缘线材等。

   电子变压器、电感器

   电源配套产品



Booths for Premium Exhibitors

展位规格及收费标准

展位类型 国内展商 国外展商

标准展位（18平方米） 13600元 4800美金

特装光地（36平方起） 750元/㎡ 240美金/㎡

标准展位：
基本配置含2张四方桌、4把折叠椅、参展单位楣板（中英文单位名称）、展位地毯、日光灯、
垃圾筐、220V/5A电源插座2个。

室内光地：
不提供任何展具及设施，由参展商自行设计搭建展台，展馆收取水电费均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国外展商另加收管理费人民币50元/㎡



封面 18000元 门票 12000元/2万张

封底 15000元 展会手提袋 30000元/1万个

扉页 10000元 参展商证件广告 30000元/1万个

封二、三、跨版 9000元 指南广告 30000元/1万张

彩页 5000元 官网首页广告 10000元/半年

广告扇 20000元/1万份 公众号底部链接 6000元/半年

Advertisment Costs

广告费用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申请参展（填
写参展申请表、
提交审核、组
委会审核通过）

主办方安排展
位并与贵司确
认

签订参展合同
并按约支付会
务费

合同确立，发
放《参展商手
册》顺利参展

Exhibition Procedure
参展流程



Contact Us

2 0 2 1 第十一届亚太国际电源产品及技术展览会 
 Asia-Pacific Power Product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Power China 2021) 

8月16-18日
August 16th-18th
广州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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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 
联系人：冯先生
手机：13660129601
Q Q：766002208
邮箱：766002208@qq.com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1000号保利世贸C座7楼
展会官网：www.bspexpo.com
集团官网：www.gzh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