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33
rd

 CHINA INTERNATIONAL OPTICS FAIR 

第 三 十 三 届 中 国 国 际 眼 镜 业 展 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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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Beijing  中 国 国 际 展 览 中 心  

Organizer 主办单位 ：   China Optometric & Optical Association 中国眼镜协会  

Sinol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rporation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Co-organizer 协办单位 ： Orien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 Ltd. 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邀请函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邀请函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邀请函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邀请函    [[[[CIOF 2020]]]]    

秋风起秋风起秋风起秋风起    契商机契商机契商机契商机    续传奇续传奇续传奇续传奇    冲天飞冲天飞冲天飞冲天飞    

    
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将于二零二零年九月九至十一日再次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延

续不朽传奇。我们很渴望能得到 贵司的全力支持，因 贵司之参展必定能令全球买家获益良多，耳目

一新。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她亦是国内声名显赫的活动她亦是国内声名显赫的活动她亦是国内声名显赫的活动她亦是国内声名显赫的活动 : : : :    

-- 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及认可为全国一百多个最优秀的展览会之一  

-- 她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认可的全国轻工业十强展览会之一，地位超然 

-- 她是北京商务局认可的展览会，见证眼镜业地区力量完美地与世界接轨 

  

回顾佳绩，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一共得到八百零七家参展商的鼎力支持。其中，来自二

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法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韩国，意大利，丹麦，立陶苑，台湾省，美

国等]的一百八十五家国际参展商及其二百四十五个尊贵品牌于展会期间已向全球买家展示实力。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的总展览面积为五万五千平方米，而采购区则设于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国际馆及邻近的皇家大饭店和维景国际大酒店。品牌推广及高新科技应用亦是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

眼镜业展览会的着力点。于是次盛会，来自中国多个眼镜生产重镇的逾六百家参展商也和国际品牌争

霸，一起在中国的庞大眼镜市场一决高下。买家方面，数据再创新高，入场总人次为 72,844, 再次

突显出北京眼镜展一贯为采购圣地的事实。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的展品包括眼镜架，太阳镜，隐形眼镜，视光设备，眼科医学设备，

眼镜制作和加工机械，眼镜制作原材料等，目不暇给，完美品牌列阵，绝没有令来自各方的买家失望，

部份亮点如下: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    

999.9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3.1 Philip Lim 美国 太阳镜  

ABBR 韩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Adidas 奥地利 眼镜架及太阳镜 

Aigner [马蹄铁]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Airlight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Agnes b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Arkema 法国 原材料 

Bausch + Lomb [博士伦] 美国 隐形眼镜 

BJ Classic Collection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Boston Club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Briot [百利奥] 法国 视光设备 

BYWP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Carl Zeiss [蔡司] 德国 镜片 

Cazal [卡加尔]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Cerium [西磨] 英国 镜片制造设备及原材料 

DITA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EMS - Grivory 瑞士 原材料 

Essilor [依视路] 法国 镜片 

Etnia Barcelona [埃尼亚巴塞罗那] 西班牙 眼镜架 

Grilamid TR90 EMS 瑞士 原材料 

Hoya [豪雅] 日本 镜片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    

Huvitz [海威馳] 韩国 视光设备 

IC!Berlin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日本村] : 一个出众的星级展团 日本 于是次展览，我们很荣幸得到十五家日本眼镜业界的翘楚支持，

展示了东洋最时尚的眼镜架及太阳镜，与及手工艺无与伦比的镜

片制作，实令人目不暇给 

J.F.REY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JILL STUART [姬丝图特]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韩国展馆及个别知名韩国参展商 韩国 于是次展览，韩国眼镜业翘础展出了其闻名于世的眼镜架，太阳

镜，隐形眼镜，镜片及最先进的视光设备。得到韩国眼光学产业

振兴院 (KOIA) 的鼎力支持，势头一时无两，韩潮绝对值得欣赏 

Levi's [利惠]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Linda Farrow  英国 太阳镜 

LINDBERG 丹麦 眼镜架及太阳镜 

Lunor [伦罗亚]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arkus-T [玛吉仕]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asunaga [增永]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Matsuda [松田眼镜]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Maybach [迈巴赫]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enrad [鸣乐] 德国 眼镜架 

Minima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onoqool 丹麦 眼镜架及太阳镜 

Moscot 法国 眼镜架 

MUST BY GRAFIX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W by Linda Farrow 英国 太阳镜 

MYKITA 德国 眼镜架 

Native Sons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New Balance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Nidek [尼德克] 日本 视光设备 

Oxibis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S.T. Dupont [都彭]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Schneider [施耐德] 德国 涂层及磨边机械 

Silhouette 奥地利 眼镜架及太阳镜 

Steady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Stepper [思柏]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Thom Browne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Topcon [拓普康] 日本 视光设备 

Victoria Beckham 意大利 眼镜架及太阳镜 

Viktor and Rolf 荷兰 眼镜架及太阳镜 

Vycoz 韩国 眼镜架 

Woehlk 德国 隐形眼镜 

Wolfgang Proksch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Yuichi Toyama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Zeiss [蔡司] 德国 隐形眼镜 

非常肯定的是，买家从不会对高素质的品牌厌倦，而 CIOF2020 只会做得更好； 

因一位难求因一位难求因一位难求因一位难求，敬希 贵司尽早填妥及将以下资料传回 : 

理想的预订平方米 :  

贵司摊位是否需要特别设计? :  

渴望展出的品牌 :  

联络人名称 :  

联络人电邮地址 :  

贵司会否同步在场刊中登广告?  

 
先约定 贵司，秋高气爽首都见。 

 

谢，祝商祺。  

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852）2789 3220    传真：（+852）2789 3260 
电邮：orientex@netvigator.com 
网址：www.orientexhibit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