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眼鏡業展覽會眼鏡業展覽會眼鏡業展覽會    ––––    [[[[傲傲傲傲視同視同視同視同儕儕儕儕]]]]    
初秋初秋初秋初秋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意濃意濃意濃意濃        商機商機商機商機潛力無窮潛力無窮潛力無窮潛力無窮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九至十一號在北京中國

國際展覽中心延續不朽傳奇, 展示最時尚的眼鏡產物和劃時代的視光設備以答

謝所有遠道而來，滿懷熱切的買家和貴刊讀者。是次展覽在全中國及全亞洲區享

規模之最。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她亦是她亦是她亦是她亦是國內聲名國內聲名國內聲名國內聲名顯赫的顯赫的顯赫的顯赫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 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批准，及認可為全國一百多個最優秀的展覽會之

一  

-- 她是中國輕工業聯合會認可的全國輕工業十強展覽會之一，地位超然 

-- 她是北京商務局認可的展覽會，見證眼鏡業地區力量完美地與世界接軌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一共得到八百零七家參展商的鼎力支持。其

中，來自二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法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日本，韓國，意大

利，丹麥，立陶苑，台灣省，美國等]的一百八十五家國際參展商及其二百四十

五個尊貴品牌屆時將向全球買家展示實力。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

的總展覽面積為五萬五千平方米，而採購區則設於中國國際展覽中心國際館及鄰

近的皇家大飯店和維景國際大酒店。 品牌推廣及高新科技應用亦將是第三十二

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的著力點。 於是次盛會，來自中國多個眼鏡生產重鎮

的逾六百家參展商也會和國際品牌爭霸，一起在中國的龐大眼鏡市場爭雄。 

 

近年，優質的中國眼鏡產物獲得全球業界的讚許和應同，生產商的下一步宏願便

是創造潮流，帶領潮流。為此，主辦單位特別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二號，四號及

五號展館設立[中國品牌廊]，向中外買家推廣國內品牌。與此同時，三號展館更

是[中國設計師眼鏡品牌]之家。二號，三號，四號及五號展館二層將開闢為洽談

區，方便買賣雙方交流及交易。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同場亦將舉辦多場專業研討會和培訓項目，內

容多樣化，高瞻目標包括提昇眼鏡產物和視光設備的製造質量，自家團隊培育，

改良驗配服務質素, 融合世界尖端科技及促進中外眼鏡業界尖子交流合作。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的展品包括眼鏡架，太陽鏡，隱形眼鏡，視光

設備， 眼科醫學設備，眼鏡製作和加工機械，眼鏡製作原材料等，目不暇給，

部份亮點如下: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主要業務主要業務主要業務主要業務    

999.9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3.1 Philip Lim 美國 太陽鏡  

ABBR 韓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Adidas 奧地利 眼鏡架及太陽鏡 

Aigner [馬蹄鐵]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Airlight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Agnes b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Arkema 法國 原材料 

Bausch + Lomb  

[博士倫] 

美國 隱形眼鏡 

BJ Classic 

Collection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Boston Club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Briot [百利奧] 法國 視光設備 

BYWP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Carl Zeiss [蔡司] 德國 鏡片 

Cazal [卡加爾]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Cerium [西磨] 
 

英國 

 

鏡片製造設備及原材料 

DITA 美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EMS - Grivory 瑞士 原材料 

Essilor [依視路] 法國 鏡片 

Etnia Barcelona 

[埃尼亞巴塞羅那] 

西班牙 眼鏡架 

Grilamid TR90 EMS 瑞士 原材料 

Hoya [豪雅] 日本 鏡片 

Huvitz [海威馳] 韓國 視光設備 

IC!Berlin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J.F.REY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JILL STUART 

[姬絲圖特] 

 

美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韓國展館及個別知名

韓國參展商 

 

韓國 

 

於是次展覽，韓國眼鏡業翹礎將展

出其聞名於世的眼鏡架，太陽鏡，

隱型眼鏡，鏡片及最先進的視光設

備。 得到韓國眼光學產業振興院 

(KOIA) 的鼎力支持，勢頭一時無両

Levi's [利惠] 美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Linda Farrow  英國 太陽鏡 

Lindberg [林德百格] 丹麥 眼鏡架及太陽鏡 

Lunor [倫羅亞]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Markus-T [瑪基士]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Masunaga [增永]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Matsuda [松田眼鏡]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Maybach [邁巴赫]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Menrad [鳴樂] 德國 眼鏡架 

Minima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Monoqool 丹麥 眼鏡架及太陽鏡 

Moscot 法國 眼鏡架 

MUST BY GRAFIX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MW by Linda Farrow 英國 太陽鏡 

Mykita [邁卡締] 德國 眼鏡架 

Native Sons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New Balance [新伯倫] 美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Nidek [尼德克] 日本 視光設備 

Oxibis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S.T. Dupont [都彭]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Schneider [施耐德] 
德國 

 

塗層及磨邊機械 

Silhouette 

[西露埃特] 

奧地利 眼鏡架及太陽鏡 

Steady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Stepper [思柏]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Thom Browne 美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Topcon [拓普康] 日本 視光設備 

Victoria Beckham 義大利 眼鏡架及太陽鏡 

Vycoz 韓國 眼鏡架 

Woehlk 德國 隱形眼鏡 



Wolfgang Proksch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Yuichi Toyama 日本 眼鏡架及太陽鏡 

Zeiss [蔡司] 德國 隱形眼鏡 

 

 

與此同時，亦有一些國外展商首次參展，冀盼大展身手 :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主要業務主要業務主要業務主要業務    

Airlight 法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BOD Lenses  立陶苑 鏡片 

Wolfgang Proksch 德國 眼鏡架及太陽鏡 

 

國外參展商剪影 

國際時尚眼鏡品牌 999.9, 3.1 Phillip Lim, ABBR, BJ Classic Collection, 

Boston Club, BYWP, DITA, Ic!Berlin, J.F.Rey, Linda Farrow, Lindberg  [林

德百格], Lunor  [倫羅亞], Markus-T [瑪基士], Masunaga[增永], Matsuda [松

田眼鏡], Minima, Monoqool, Moscot, Must By Grafix, Mykita [邁卡締] , 

Native Sons, Oxibis, Plus, Thom Browne, Victoria Beckham & Yuichi Toyama

等參展，於龍之國一展所長。 鏡片方面，超級強手如蔡司， 豪雅，依視路亦是

展會的亮點。  隱形眼鏡方面，Bausch + Lomb [博士倫], Woehlk 及 Zeiss [蔡

司] 亦將會推出一系列的新產品。 

 

韓國眼光學產業振興院的全力支持 

25 家韓國參展商來自韓國眼光學產業振興院及獨立單位，表表者為 CMA Global, 

Huvitz [海威馳], James Optical, New Bio, Polytouch 及 World Trend。韓

商在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的總參展面積為五百一十平方米，場面熱

鬧。 

    

設備及機械特區 

頂級的視光設備和眼鏡製造及加工機械對配帶者福祉尤其重要，所有大師均會在

本展國際館 1B 造福地球村所有人群而努力。 她們包括 : Briot [百利奧], 

Charops [佳樂普], Dia [迪雅], Essilor [依視路], Haag-Streit, Huvitz [海

威馳], Nidek [尼德克], Reichert [利得], Satisloh [先利士勞爾], Schneider 

[施耐德], Tomey [多美], Topcon [拓普康]及 Visionix [偉視力]等。 

 

 

 

 



一支鐵筆 

第三十二屆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繼往開來，不斷和中外權威性的眼鏡業雜誌緊

密聯系，提供展會訊息，其中包括中國眼鏡科技雜誌(中國)， Eyezone (科威特), 

焦點 (中國), Four Plus Media (阿聯酋), Gankyo (日本), Indian Optician (印

度), LOOP (台灣), MAFO (德國), Optical Business (韓國), Optical World (英

國), Optikey (義大利)及 VEKO (俄羅斯 )。 

  

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CIOF）由中國眼鏡協會主辦，香港東方國除展覽有限公

司協辦及負責所有有關國際參展商及海外買家宣傳的相關事項，同時亦協辦每年

春季舉行的中國（上海）國際眼鏡業展覽會（SIOF）。 

如要獲取有關 CIOF 2019 的最新資訊，請流覽網頁：www.ciof.cn 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IOF.SIOF，或直接向本公司 香港東方國際展覽有限公司查

詢，電郵：orientex@netvigator.com ，電話：（+852）2789 3220。 

各大傳媒如有查詢，請隨時與我們聯絡。 

東方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電話：（+852）2789 3220    傳真：（+852）2789 3260 

電郵：orientex@netvigator.com 

網址：www.orientexhibit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