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眼镜业展览会眼镜业展览会眼镜业展览会    ––––    [[[[傲傲傲傲视同视同视同视同侪侪侪侪]]]]    
初秋初秋初秋初秋采购采购采购采购意浓意浓意浓意浓        商机商机商机商机潜力无穷潜力无穷潜力无穷潜力无穷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将于二零一九年九月九至十一号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延续不朽传奇, 展示最时尚的眼镜产物和划时代的视光设备以答

谢所有远道而来，满怀热切的买家和贵刊读者。是次展览在全中国及全亚洲区享

规模之最。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她亦是她亦是她亦是她亦是国内声名国内声名国内声名国内声名显赫的显赫的显赫的显赫的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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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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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尊贵品牌届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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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第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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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国际品牌争霸，一起在中国的庞大眼镜市场争雄。 

 

近年，优质的中国眼镜产物获得全球业界的赞许和应同，生产商的下一步宏愿便

是创造潮流，带领潮流。为此，主办单位特别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二号，四号及

五号展馆设立[中国品牌廊]，向中外买家推广国内品牌。与此同时，三号展馆更

是[中国设计师眼镜品牌]之家。二号，三号，四号及五号展馆二层将开辟为洽谈

区，方便买卖双方交流及交易。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同场亦将举办多场专业研讨会和培训项目，内

容多样化，高瞻目标包括提升眼镜产物和视光设备的制造质量，自家团队培育，

改良验配服务质素, 融合世界尖端科技及促进中外眼镜业界尖子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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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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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vitz [海威驰] 韩国 视光设备 

IC!Berlin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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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眼镜业翘础将展

出其闻名于世的眼镜架，太阳镜，

隐型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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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一时无両

Levi's [利惠] 美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Linda Farrow  英国 太阳镜 

Lindberg [林德百格] 丹麦 眼镜架及太阳镜 

Lunor [伦罗亚]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Markus-T [玛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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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卡缔] 德国 眼镜架 

Native Sons 日本 眼镜架及太阳镜 

New Balance [新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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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露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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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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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国外展商首次参展，冀盼大展身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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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light 法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BOD Lenses  立陶苑 镜片 

Wolfgang Proksch 德国 眼镜架及太阳镜 

 

国外参展商剪影 

国际时尚眼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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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罗亚], Markus-T [玛基士], Masunaga[增永], Matsuda [松

田眼镜], Minima, Monoqool, Moscot, Must By Grafix, Mykita [迈卡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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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参展，于龙之国一展所长。 镜片方面，超级强手如蔡司， 豪雅，依视路亦是

展会的亮点。  隐形眼镜方面，Bausch + Lomb [博士伦], Woehlk 及 Zeiss [蔡

司] 亦将会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 

 

韩国眼光学产业振兴院的全力支持 

25 家韩国参展商来自韩国眼光学产业振兴院及独立单位，表表者为 CMA Global, 

Huvitz [海威驰], James Optical, New Bio, Polytouch 及 World Trend。韩

商在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的总参展面积为五百一十平方米，场面热

闹。 

    

设备及机械特区 

顶级的视光设备和眼镜制造及加工机械对配带者福祉尤其重要，所有大师均会在

本展国际馆 1B 造福地球村所有人群而努力。 她们包括 : Briot [百利奥], 

Charops [佳乐普], Dia [迪雅], Essilor [依视路], Haag-Streit, Huvitz [海

威驰], Nidek [尼德克], Reichert [利得], Satisloh [先利士劳尔], Schneider 

[施耐德], Tomey [多美], Topcon [拓普康]及 Visionix [伟视力]等。 

 

 

 

 



一支铁笔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继往开来，不断和中外权威性的眼镜业杂志紧

密联系，提供展会讯息，其中包括中国眼镜科技杂志(中国)， Eyezone (科威特), 

焦点 (中国), Four Plus Media (阿联酋), Gankyo (日本), Indian Optician (印

度), LOOP (台湾), MAFO (德国), Optical Business (韩国), Optical World (英

国), Optikey (意大利)及 VEKO (俄罗斯 )。 

  

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CIOF）由中国眼镜协会主办，香港东方国除展览有限公

司协办及负责所有有关国际参展商及海外买家宣传的相关事项，同时亦协办每年

春季举行的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SIOF）。 

如要获取有关 CIOF 2019 的最新信息，请浏览网页：www.ciof.cn 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IOF.SIOF，或直接向本公司 香港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查

询，电邮：orientex@netvigator.com ，电话：（+852）2789 3220。 

各大传媒如有查询，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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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