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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昆明国际照明灯饰展览会
2021 Kunming International Lighting Exhibition

邀 请 函
时间：2021 年 7 月 29-31 日 地点：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同期举办：云南国际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2021【云设计】国际高峰论坛暨云南建博会设计百强榜

2021【泛家居】国际高峰论坛暨云南建博会家居百强榜

中国昆明“云设计”周

2021 年云南定制家居行业发展论坛

2021 第四届定制家居采供招商洽谈会

主办单位：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联合主办单位：

云南省建筑节能协会 中国国际商会云南商会

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 云南省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云南省墙体材料行业协会 云南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委员会

云南省防水防腐保温行业协会 云南省家具行业协会

云南省室内设计行业协会 昆明市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云南省定制家居行业商会 昆明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 昆明市门窗行业协会

昆明市智能·家居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云南佳卓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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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介绍
2017 年国家发布《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我国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半导体照明产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十三五”是我国从半导体照明产

业大国转向强国的关键时期。规划提出，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半

导体照明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材料、器件制备和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研

发，引导产品由注重光效提升转向多种光电指标共同改善和增强，营造更加安全、

舒适、高效、节能的照明环境。推动智慧照明、新兴应用等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受益于房地产与建筑业价值链的良性发展，以及连续多年持续的增长，建筑必

然使用的照明灯饰、门窗和幕墙，建筑玻璃、五金、密封胶、隔热及密封材料、加

工设备等企业，在近年来纷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2017 年国内 LED 照

明产值规模 2969 亿元，同比增长将近 21%。考虑到国内 LED 照明渗透率仍有翻倍空

间，预计未来几年中国 LED 照明市场规模仍有望维持在 15%左右的市场增幅，2020

年中国 LED 照明市场规模将达到 4614 亿元。因此，把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适时做

出转型与调整，企业才能真正占得先机，赢得主动权。云南省作为“一带一路”、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桥头堡”建设的重要门户，将给照明灯饰行业带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 展会亮点
随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长江经济带等战

略，背靠中国西南腹地，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东向

连接长江经济带，云南正从对外开放的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

面对这一战略机遇，对云南的发展提出新定位，进一步提升云南在国家发展战略和

对外开放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与各主办单位及合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以及各州市县协会、学会、建材市

场等单位的支持。集宣传、交易、服务三大功能为一体，以“专业化、国际化、市

场化”为宗旨，辅以论坛、活动，充分发挥其传递市场信息与交流先进技术的窗口

作用。把脉行业发展方向，直击产品热点、精准采购对接。通过展会与媒体、市场

与品牌、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为参展企业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组合宣传模式。

通过展览与会议及活动融合发展，同期举办 20余场专业主题论坛及活动，多层

面满足建筑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参展商与观众深度交流的需要；借助“互联网+”，

促进线上与线下信息交流的有机结合，创新展会价值并精准传播。

■ 展会回顾
“云南建博会”是云南省建筑装饰领域中唯一的专业博览会，旨在为建筑装饰领

域企业提供专业有效的商贸交流服务。展会以“产业融合•绿色建筑”为主题，覆盖

由“建”到“装”全产业链陈列展示一站式产品服务，搭建行业上游至下游全产业

链企业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平台。集产品展示、高峰论坛、项目招商、合作交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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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交易于一体，将大批优质企业引进云南，同时帮助本土优秀企业走出去，助推了

本土建筑装饰行业发展，加速产业升级，获得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与支持。

“2020 云南建博会”的招商招展工作于 2019 年底启动，招展范围遍布全国各地。

展前启动呼叫中心，对云南、四川、贵州、广西 33 个州市的超 30 万条专业观众数

据进行呼叫邀请。组织专业的地推团队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200 余县、市；300

余个建材城开展地推邀观工作。

作为云南疫后首展的“2020 云南建博会”于 2020 年 8 月 8日落下帷幕，汇聚参

展企业 550 余家，展览面积 50000 平米，累计进场参观 93798 人次。2021 第十二届

云南建博会预计展出面积 100000 平米，规模更大、品牌更多、平台更高，将为行业

人士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 展会日程
布展：2021 年 7月 27-28 日 开幕：2021 年 7月 29 日上午 9：30

展览：2021 年 7月 29-31 日 撤展：2021 年 7月 31 日下午 16：00

■ 展览内容
 灯具及灯饰：道路照明灯具、庭院及景观灯、太阳能灯具、室内装饰灯具、手电

筒、建筑灯具、工矿灯具、投光灯、无极灯、嵌入式灯、船用灯、特种灯具、水

下灯具、应急灯具等；

 户外照明：广场照明、公共照明、商业照明、专业照明、装饰照明、建筑物泛光

照明、体育馆照明、园林景观照明、护栏灯、洗墙灯、光纤灯、防潮灯、防爆灯

等；

 城市亮化：景观照明、亮化工程技术设备、智能控制及配电系统、外景激光技术

产品等；

 LED 照明：LED 户外/户内照明(日光灯、球泡灯、射灯、线条灯、路灯等)、大功

率 LED 照明、 LED 显示屏、模块模组、LED 交通指示牌、驱动及控制系统等；

 电光源产品：新型普通照明灯泡、卤钨灯泡、节能灯泡、荧光灯、灯管、各类辐

射光源等

 专业灯光及配套设备：霓虹灯、舞台、电影、电视灯光、调光控制设备和各类控

光器件；

 照明电器配套元器件、零配件：电子元件、端子、开关、LED 电源、光学透镜、

散热器、触发器、控制器、电子镇流器、绝缘材料、灯具外壳、灯杆、灯臂、灯

罩、灯头、灯座等；

 LED 技术应用：户内外大屏幕、LED 数码显示屏、户外广告发布系统、LED 广告标

识、标牌、立体发光字、发光模组、LED 点阵图文显示屏、LED 背光源及应用、

LED 霓虹、景观亮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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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费用
参 展 费 用

展位类别 价格（元） 展位配置

9 ㎡标准展位 7800 元/个 一桌两椅、两条楣板、两面展板（单开口展位一条

楣板、三面展板）、两只射灯、电源插座

空地展位 900 元/㎡ 无任何设施，需自行缴付特装管理费和展期用电费

（36㎡起租）

■ 会刊与展场广告
○会刊广告版位：企业简介 500 字-免费；整版文字-1000 元；

封面-20000 元；封底-15000 元；封二-12000 元；扉页-10000 元；封三-10000 元；

彩色内页-5000 元；黑白内页-3000 元

○其它广告：展会现场桁架广告 350 元/平米；门票 20000 元/5 万张；请柬 25000 元

/3 万张；参观证 100000 元/独家《现场墙面广告及其他广告详细资料备索》

○技术讲座：RMB5000 元/场（每 45 分钟一场）。

○会务费：RMB500 元/人（含展会资料、饮品、午餐、礼品等）。

■ 参展程序
1、参展手续：参展单位请认真填写《参展协议》与《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并传真或

快递至大会组委会，并于十日内将参展费用汇至组委会指定帐号，且将银行付款底

单传真至组委会，以便确认参展资格。

2、展位安排：组委会将依据“先报名、先付款、先安排”的原则。为保证展览会的

整体形象，组委会有权对少量展位予以调整。

3、会务安排：组委会会前 30 天将《参展商手册》（有关日程安排、展品运输、酒

店接待、展台搭建等事项）寄送至各参展商。

4、报名后，组委会送展品商讯一期（价值 1000 元），微信、微博、官网展品推介

一次（价值 2000 元）。请将贵公司标志、主要产品图片 1-3 张、企业及产品介绍（500

字以内）以电子邮件发送至 E-mail：Jiazhuoexpo@163.com 将用于向专业观众推介。

■2021昆明国际照明灯饰展览会组织办公室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19 号东航投资大厦 706-707 室

电 话：0871-63569195 传 真：0871-63561974

联系人：丁勇 18388182056 E-mail：475223600@qq.com

官方网站：www.kmjb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