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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eutsche Messe im Überblick   

“我们致力于组织展会及扩大交流。  
自1947年以来，我们推出的系列展览会

和服务不断帮助参展商与专业观众建立

联系。我们的展会服务助力众多中小企

业发展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通过开阔

其视野，我们还协助诸多大型企业进一

步发展。那么，我们将如何帮助您实现

目标呢？”

Wolfram v. Fritsch博士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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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互动的需求日益增长
尽管身处数字时代，但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例如人类永远是最终决策者。虽然当前制造商与客户

之间互动方式的数字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但事实上，我们反而需要更多真实的互动和面对面的对话。没有

什么方式比友好而坚定的握手、亲自尝试产品，以及与供应商面对面交流洽谈更为真切有效了。这正是

我们展会所具有的特色——真实的会面和对话。展会汇聚了奇思妙想的点子，当今最聪明的头脑们针对

未来挑战提出应对方案，而商界人士亦可在此寻求到最佳商业机会。 

从工业4.0到物联网，我们关注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的展会一直是行业的晴雨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第一个聚焦工业4.0的展会，而CeBIT是首个将物

联网作为核心主题的展会。借助未来智慧和智能，我们的展会将最大限度地展示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专业的网络
让您与客户群及潜在客户
面对面交流

我们专注于展览业务
我们的业务模式简单有效：我们将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并对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和观众进行配对，以

培育长期的业务关系。深耕展览行业七十年，我们深切了解自身业务模式！我们赢得了无数大中小型

企业、知名企业以及初创企业的信任。这些企业信赖我们，因为我们与主要商业组织、行业协会、政府

机构和媒体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得益于成功的关系网络和完善的客户数据库，我们具备完美配对

所需的一切。 

全球市场专业知识
作为全球顶级的展会组织者之一，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秉承宗旨：一切为了客户的成功。我们的员工

不仅深谙于如何筹办一场精彩的展会，对于我们所服务的行业和我们所经营的国际市场更有着专业

和深刻的了解。他们反应积极、忠诚可靠并且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他们与客户合作打造了一场又

一场高水平展会。那么，我们将如何帮助您实现目标呢？

简介：关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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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商业的不懈追求，CeBIT发展成为数字产业的顶级盛会。当前CeBIT展

会上最热门的话题是：物联网。同时，展会还体现了其他热门话题，如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无人机、大数据、安全、云技术、移动解决方案和社会化商业

等。选取这些主题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市场相关性，令参展商及行业观众达成密切交流。

这就是该展会每年能吸引大量行业专家参与的秘诀。CeBIT全球峰会也同期举办，邀请

一系列星光璀璨的演讲嘉宾，包括Edward Snowden，Jeff Jarvis和Polly Summer等。展

会期间还会举办一系列技术和研究方面的论坛。

未来“在汉诺威”
生产资料类展会是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业务主体。我们不懈地加强和扩大展会，帮助客户扩

大市场规模和影响。通过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我们打造了一个由130多场展

会组成的全球系列展会阵容，共吸引超过400万观众参观。按照核心专业领域分类，这些展会分

别为：工业、能源、物流、ICT和数字商业、地面铺装以及木工/木材加工。此外，还举办了多场人

力资源管理和针对消费者的展会。作为场馆运营商，我们承办其它组展方举办的各种行业展会，

例如，EMO（金属加工）、AGRITECHNICA（农业机械）、IAA Nutzfahrzeuge（商用车辆）和Euro-
BLECH（钣金加工）。

工业4.0和物联网的
主要驱动力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以“产业集成”为主题，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生产（工业4.0）和

能源系统（集成能源）展览会。它的主题分展多达七个：工业自动化展、国际动力传

动及控制展、数字工厂展、空压及真空技术展、能源展、工业分承包展、研究与技术

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赢得了行业专业人士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每年的展会产生超过500万个

商机，是您展示新产品和成果以及发展国际业务的完美平台。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已成为重大活动

的举办地！展会的技术展示总能

吸引大量观众，为观众提供了永生

难忘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展会动态：聚焦领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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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全球顶级工业盛会

不同于其他展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为行业企业

家、政府领导人和行业记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德国总理默克尔经常通过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与

来自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家元首进行会谈。

亲临过的首脑名单包括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前美

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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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 
数字化的驱动力

在今后的几年中，预计将有多达500亿台设备连

接到物联网上。CeBIT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广泛的

发展趋势，并将其置于政治、社会和经济议程的

首位。每年CeBIT展会都会产生约一百万次高效

率的商务会谈，其展示的新产品总会成为全球热

议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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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国际地面铺装展览会 
(DOMOTEX)：
最前沿的地面铺装行业发展趋势

每年的DOMOTEX展会全面展示地面铺装产品和

创新成果。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家参

展商推出的最杰出作品角逐由国际知名专家评审

团评选的梦寐以求的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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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国际物流展览会
(CeMAT)：
内部物流行业的未来

CeMAT是全球最重要的物料搬运和供应链管理

解决方案展会。它聚焦集成、智能物流流程，涵

盖创新节能型叉车和工业卡车、精密的全自动传

送系统、独创性的货架和仓储系统，以及最新的

控制系统、物流信息技术发展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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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
(LIGNA)： 
高端科技、大型机械与工业4.0
的灵感碰撞与交汇
◄ 
约95,000名专业观众通过LIGNA研究和投资最新

的木工和木材加工行业创新机械、工厂、工具和

设备。从木材采伐、实木加工，一直到家具行业的

集成制造，该展会推动了整个木材价值链上的技

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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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览会
(INTERSCHUTZ)：
救生人员必须参加的展会

从 5 0 多 年 前 的 消 防 员 博 览 会 开 始 起

步，INTERSCHUTZ现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

火 灾、救 灾、救 援、安 全 和保安服务解 决方

案展览会。凭借其商业和非商业 产品、强 大

的国际吸引力以及对现实世界挑战的持续关

注，INTERSCHUTZ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行

业展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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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博览会
(Zukunft Personal)：
聚焦人力资源行业的最新趋势
 
欧洲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展，每年在科隆国际展

览中心举办。它包含各类展示、会议及220多场

专家演示活动，对行业参展商和观众具有绝对的

吸引力。

其他亮点包括小组讨论和关于各种主题的互动

活动，包括企业宣讲和国际招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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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运动与健身用品展览会
 (Aktiv & Fit)：
综合性运动和休闲活动展览会

Fachausstellungen Heckmann是德国规模最

大、最成功的区域贸易展览会组织者之一。它也

是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

还举办其他丰富的展会活动，包括汉诺威国际马

术、狩猎及钓具展览会（Pferd & Jagd）和建筑园

林贸易博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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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公司和
1家分公司
澳大利亚

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墨西哥

俄罗斯

土耳其

美国

9
110

   个国家和地区

55 家机构覆盖

个展会举办地
安卡拉

亚特兰大  

班加罗尔  

北京  

柏林  

不来梅  

布达佩斯  

堪培拉  

南卡希亚斯  

成都  

芝加哥  

科隆

加齐安泰普

果阿  

广州  

杜塞尔多夫  

法兰克福  

汉堡  

汉诺威  

伊斯坦布尔  

伊兹密尔  

雅加达

约翰内斯堡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拉斯维加斯

墨尔本  

墨西哥城  

米兰  

蒙蒂基亚里  

蒙特利尔  

莫斯科  

孟买  

慕尼黑  

纽伦堡  

巴黎

珀斯

48 里约热内卢

圣彼得堡  

圣保罗  

上海  

深圳  

斯图加特  

悉尼

多伦多  

维也纳  

武汉  

叶卡捷琳堡  

义乌

全球网络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
成长型市场中的良好机遇
除了德国本土以外，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成长型市场中举办了许多成功的展会。例如，我们最早在德国创

立的展会品牌（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汉诺威国际地面铺装展览会和汉诺威国际物流展

览会）现已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它们都凭借自身力量成为当地主要的市场门户。我们与全球55家机构合作建立了全面的全

球分支机构网络，深深扎根于欧洲、亚洲、北美、中南美、澳大利亚和中东市场。因此，我们组织的展会每年为约15,000家参

展商创造了大量的贸易机会。我们还与当地子公司合作，为参展商提供当地语言的专业展会服务。 

阿尔巴尼亚 ■ 阿尔及利亚 ■ 安哥拉 ■ 阿根廷 ■ 亚美尼亚 ■ 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阿塞拜疆 ■ 巴林 ■ 白
俄罗斯 ■ 比利时 ■ 贝宁 ■ 玻利维亚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博茨瓦纳 ■ 巴西 ■ 保加利亚 ■ 布基纳

法索 ■ 喀麦隆 ■ 加拿大 ■ 智利 ■ 中国 ■ 哥伦比亚 ■ 克罗地亚 ■ 塞浦路斯 ■ 捷克共和国 ■ 刚果民主共

和国 ■ 丹麦 ■ 厄瓜多尔 ■ 埃及 ■ 爱沙尼亚 ■ 埃塞俄比亚 ■ 芬兰 ■ 法国 ■ 加蓬 ■ 冈比亚 ■ 格鲁吉亚 ■ 
加纳 ■ 希腊 ■ 几内亚 ■ 香港 ■ 匈牙利 ■ 冰岛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伊朗 ■ 爱尔兰 ■ 以色列 ■ 意大利 ■ 
象牙海岸 ■ 日本 ■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肯尼亚 ■ 科索沃 ■ 科威特 ■ 吉尔吉斯斯坦 ■ 拉脱维亚 ■ 列支

敦士登 ■ 立陶宛 ■ 卢森堡 ■ 马其顿 ■ 马达加斯加 ■ 马拉维 ■ 马来西亚 ■ 马里 ■ 毛里求斯 ■ 墨西哥 ■ 
摩尔多瓦 ■ 黑山 ■ 摩洛哥 ■ 莫桑比克 ■ 纳米比亚 ■ 尼泊尔 ■ 荷兰 ■ 新西兰 ■ 尼日利亚 ■ 挪威 ■ 阿曼 ■ 
巴基斯坦 ■ 巴勒斯坦 ■ 巴拉圭 ■ 秘鲁 ■ 菲律宾 ■ 波兰 ■ 葡萄牙 ■ 卡塔尔 ■ 罗马尼亚 ■ 俄罗斯 ■ 卢旺

达 ■ 圣马力诺 ■ 沙特阿拉伯 ■ 塞内加尔 ■ 塞尔维亚 ■ 新加坡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 ■ 韩国 ■ 南苏

丹 ■ 西班牙 ■ 斯里兰卡 ■ 苏丹 ■ 瑞典 ■ 瑞士 ■ 叙利亚 ■ 台湾 ■ 塔吉克斯坦 ■ 坦桑尼亚 ■ 泰国 ■ 多哥 ■ 
突尼斯 ■ 土耳其 ■ 土库曼斯坦 ■ 乌干达 ■ 英国 ■ 乌克兰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乌拉圭 ■ 美国 ■ 乌兹

别克斯坦 ■ 委内瑞拉 ■ 赞比亚 ■ 津巴布韦

全球顶尖市场：有吸引力的海外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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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支持服务遍布六大洲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六大洲推广和组织展会活动。我们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用于帮助我们的客

户开拓新的市场，抓住新的机遇。在此分享三个分别在北美、中国和土耳其的成功案例。

土耳其：通往南欧的门户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是第一家在土耳其设立办事处的外国

展览公司。今天，汉诺威展览（土耳其）有限公司是土耳其最

大的“非本土”展会运营商，旗下拥有大约20个系列展会，

其中大部分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土耳其本身是世界上增

长最快的能源市场之一，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推进，到2023
年，全国能源需求预计将翻一番。满足这一需求将需要大

约1,150亿欧元的基建投资。迄今为止，土耳其开发出的风能

仅占其总风能潜力的15％，这是一个前景非常广阔的市场，

特别是对于风力涡轮机的供应商而言。土耳其电力能源展

（ICCI）是土耳其最大和最重要的能源贸易展，也是供应商

和基础设施决策者会面并进行投资洽谈的最佳场所。

新市场，新机遇
三个成功案例

中国：在活力市场中扩张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亚洲地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拥有15家以上分支机构。在中

国，我们的子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每年举办约20场有关动力传动、物

流、工业自动化、金属加工、汽车制造和旅游领域的展会。。

六大工业展同期举办，聚焦“中国制造2025”，其中，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已成为动力

传动行业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国际性专业盛会；亚洲国际物流展是亚太地区乃至世

界领域物料搬运和物流技术行业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性展会；另外，中国地区的自动化系

列展全年在上海、北京、深圳三地不同时期的举行，聚集众多该领域的顶尖企业，集中

体现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作为亚太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金属加工展之一，金属加工展

呈现了各式精密、高效、柔性的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及集成制造系统。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并且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我们的子公司与成都车展和

武汉车展两大车展活动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共吸引观众人数超过100万。我们的子公

司还举办了全国领先的旅游展览会：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和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

此外，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DOMOTEX ASIA/CHINAFLOOR）

这一亚太地区唯一关于该主题的国际展会，我们成为地面铺装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北美：帮助您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开展业务

美国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对其本土的贸易展会行业来说是一

个福音。2015年美国贸易展会行业发展迅猛，增速明显。这都归

因于美国恢复对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在生产和制造设备、机械和

电气工程解决方案领域。自1986年起，我们通过子公司汉诺威

展览（美国）有限公司在美国举办多场展会。在坚实合作伙伴关

系的支撑下，我们打造了多场领先的贸易展览和会议。2013年，

我们在加拿大设立了子公司——汉诺威展览（加拿大）有限公

司，并在加拿大举办了加拿大国际风能展（CanWEA）和加拿大

太阳能展（Solar Canada），以及在美国本土的工业自动化展、国

际动力传动及控制展（MDA）、空压及真空技术展（ComVac）和

北美表面处理技术展，北美贸易展览会的足迹已扩大至工业、制

造业和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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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数字商机的标杆
作为业务推动者，我们搭建了一个采销配对平台。我们与旗下数字商业子公司Deutsche Messe Interactive合作，

并开发相关服务，对观众与参展商在网上平台进行即时配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整合线上和线下产品，加强展览

会作为新业务孵化器的作用。这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了定制数字商机和在线工具的双重优势，帮助客户对其展示进

行组织和管理。

场活动

个B2B合作机会
超过300万次网站访问

900万

名参展观众 
400万

名国际观众
12,000

365
24

天

小时

增值影响力： 
全年提供服务和
交流网络
专业服务：展会成功的重要支柱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可靠性都深得客户信赖。作为汉诺威展览中心的所有者和运营商，我们赢得

了各种展会主办方的重视和信任，无论是国际工业旗舰展会、本地专业展会、会议或企业年会。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的

不仅仅是通用的基础设施和最好的技术系统，还为他们创造了开展业务的无限可能，以及涵盖所有活动管理的专业支

持，包括：

 ■ 个性化展示方案，包括完整的市场营销和新闻支持

 ■ 无与伦比的观众管理计划和B2B采销配对

 ■ 精致的餐饮选择和餐饮服务

 ■ 组织会议、论坛和其他展会活动

 ■ 有吸引力的旅游服务和高品质商务行程

领先展会服务：个性化、数字化、以客户为中心

超过130



会议室：
为精彩对话提供完美场地

无论您计划举办什么类型的活动（从小型会议到

大型会议或庆祝活动），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理

想的场所。我们的会议室配套完善，设备齐全，

餐饮品质一流，可方便您和您的客人在此进行商

务会谈。 

 ►

32 33



餐厅和餐饮： 
顶级美食，服务到位
                                                                                                                        

无论是展位送餐，或是为大型招待会、会议或论

坛提供餐饮服务，Messe Gastronomie Hanno-
ver 都是您享受优质食品和一流服务的首选合作

伙伴。Messe Gastronomie Hannover 是德国汉

诺威展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共经营40家餐厅。

其中在慕尼黑馆（Munich Hall），您和您的客人

无需离开展览场地，即可享受正宗的巴伐利亚食

品、饮料和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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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为您服务的高品质场馆：
从德国到亚洲坚持高标准。

▲ 
汉诺威的夜生活充满活力和热情。您可

以选择传统的德国啤酒酒吧、酒馆、俱

乐部和迪斯科舞厅，在小镇上体会汉诺

威夜晚的绝美风情。

位于欧洲心脏的著名城市
汉诺威是一座国际化的好客之都，我们的展览会、活动和会议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200万名的观众。汉诺威地区也展示了巨大的经济多样性和实力。所有这一切使得汉诺威成为

几乎每个行业和业务领域举办展会的完美地点。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展览公司之间建立了成功

的合作伙伴关系。

另一大加分项是汉诺威极其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汉诺威中央火车站的列车停靠班次众多，

展会期间，ICE高速列车会停靠在距离展览中心相邻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拉岑”车站。公路

方面，汉诺威位于德国南北和东西向高速公路的核心交叉处。此外，汉诺威机场每天均开设飞

往欧洲各主要城市的航班。

汉诺威及其周边城市提供了丰富的休

闲选择，为您的参展行程的增加乐趣。                                                                                                                           

►

汉诺威的餐厅和餐饮场所提供各种口

味和价格的食品，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随

和及国际都市的氛围。

▼

◄

为帮助您在汉诺威度过愉快的时光，我

们的酒店合作伙伴Hannover Marke-
ting und Tourismus在汉诺威及其周边

城市为您预留了15,000间客房。您还可

以选择入住“汉诺威展览公司指定酒

店”，并在80多家酒店享受经过认证的

展会住宿服务。

激发创意的空间——灵活而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
没有两场活动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的场馆也各具特色。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多功能厅可以为

每场活动提供合适的场地。我们的展馆全部为一层建筑，且每个展馆间几乎实现完全自由跨

度。

通过配备最先进的建筑和技术系统，可提供用于多种用途的无限内部空间，从大型国际贸易

展会到小型一日会议的需求皆可得到满足。19/20号馆是最好的范例，它设有专门的会议区和

紧邻的展览空间。

这就是汉诺威展览中心。当然，如果您在亚洲参展，我们也会为您提供完美的场馆。自2001年
以来，我们一直与合作伙伴携手推广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自2014年起，我们开始运

营位于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会议展览中心（ICE），这是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展览

中心。

多功能基础设施：设施完善，可承办多种类型活动

37



汉诺威展览中心：
现代化建筑，
功能强大
◄

汉诺威展览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场馆。

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展览场馆

之一。这体现对其建筑结构和户外设施各个方面

的高质量要求。9号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拥有

全方位的落地玻璃幕墙和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跨

度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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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彩的活动搭建舞台： 
汉诺威展览中心
 ► 
我们拥有巨大的露天场地和宽敞的展馆，灵活性

强，设施配备完善，是举办任何类型或规模活动

的完美场地。汉诺威展览中心曾经承办摇滚传奇

AC/DC和说唱歌手Clueso等艺术家的演出活动。

中心可举办100人以下的小型会议（例如，经销商

大会或试驾活动），也可承办大型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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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亚洲领先的展览场地
                                                                                                                          

在中国，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运营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SNIEC）。SNIEC是最受亚洲国际贸易展

览会欢迎的场所，每年举办超过100场活动。共

有17个展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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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活力印尼市场中的基础设施

自2014年起，我们开始运营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展

览场地——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ICE）。凭借灵

活的模块化设置，中心可以满足各种规模的国际

贸易展览和会议的需求。印度尼西亚约有2.5亿人

口，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世界上主要的成长

型市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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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里程碑：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成功故事

1940s 1950s
1960s 
1970s 1980s

1947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汉

诺威成立。公司成立后，在英国占领

军提出举办展会这个想法的17周后，

德国首届出口展开幕。这场展会给遭

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带来了数百万美

元的急需投资。来观展的观众非常兴

奋，因为他们能在展会上买到鱼卷，

而这也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贸易。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标志诞生：希

腊商业之神赫尔墨斯的风格化轮廓，

他佩戴着翼盔。随着公司标志的诞

生，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于1947年举

办了第一届出口展会。至今，这个标

志仍然被用于公司宣传以及其他许多

活动。

1981年 “ infa ”消费品展览会在

20世纪50年代由Fachausstellungen 

Heckmann启动。近30年后，德国汉

诺威展览公司接管了Heckmann公

司，在此过程中收购了德国最大的购

物展会。

1985年 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

的科学学科：生物技术。德国汉诺

威展览公司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并

筹办了汉诺威生物技术展(BIOTECH-

NICA)，这也是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

之间交流的国际平台。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海外贸易展

览业务蓬勃发展，促使公司针对海

外展会活动设立了专门的子公司：

汉诺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后更名

为汉诺威展览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 办公技术成为CeBIT关注

的焦点，现已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

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展会。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和CeBIT分别是各自

领域的世界领先展会。

1989年 DOMOTEX一经开展，便确

立了其在地毯和地面铺装行业内的领

先地位。来自世界各地的531家参展

商前来参展，争相展示他们的手工和

机织地毯产品。到2016年，参展商的

数量扩大到约1,500家。

1950年 尽管德国陷入政治隔绝，

出口展会仍然成功地吸引了来自10个

国家的参展商。还没等德国外交官恢

复外交关系，展会代表已经成功与外

国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甚至在展馆和

纽约之间铺设了第一条电话线。

1952年 汉诺威机场建成开航，让

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便于汉诺威及

其贸易展览公司招待来自世界各地

的参展商。行程匆忙的客人甚至可以

乘直升机或小飞机从机场抵达展览

会场。

1958年 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的慕

尼黑馆被拆除，并转移到汉诺威展

览中心内重新安装。展馆最多可容纳

3,200名客人，是全球最大的展会餐

厅，十分大气磅礴。慕尼黑馆在浓厚

的慕尼黑啤酒节氛围下，提供正宗的

巴伐利亚美食。

1960年 六十年代开始，汉诺威每

年吸引超过一百万名观众。当地酒店

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当地居民友

好地向前来参展的商人开放自己的

家，为他们提供民宿服务。

1970年 快速发展的办公和信息技

术贸易展览会（即“CeBIT”的前身，

当时仍属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一

部分）获得了自己的专用展馆。新1号

馆建筑面积达70,300平方米（超过75

万平方英尺——相当于大约10个足

球场），打破以往所有记录，最终成

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世界上最大的

展馆。

1975年 和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举

办的其他许多展会一样，LIGNA最初

也属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一部分。

但是，木工机械和林业技术制造商占

据的展位空间越来越大，需要为他

们单独建立一个贸易展览会。事实证

明，分离是成功的。时至今日，LIGNA

仍然是世界木工和木材加工机械领

域的旗舰展会。

2

悠久的历史里程碑：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成功故事

1990s 2000s 2010s
1992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主办

的系列展会中新增了两项：汉诺威国

际商用汽车展览会（IAA）和国际金属

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EuroBLECH）。

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各自行业领域

领先的贸易展会，每两年在汉诺威举

办一次。

1996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突

破性地推出了“GLOBIS”，这是世

界上第一个虚拟展会。观众可随时

查看（365/24/7）产品信息，此次展

会引领了展会行业的大变革。（背

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发一

封电子邮件需要花费5美分，德国最

大的电信公司德国电信对上网服务

按分钟计费！）互联网第一次成为

CeBIT的一个主要话题。

2000年 汉诺威世博会期间，德国

汉诺威展览公司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巨

额投资。公司和政府部门花费超过16

亿德国马克，用于展览场地和当地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和扩

建。还建成了木结构展馆“EXPO Ca-

nopy”。目前，汉诺威是世界上最大

和最先进的展览中心所在地。 

2001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与

杜塞尔多夫展览公司和慕尼黑展览

公司合作运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使其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中国

领先的展览会场馆

2008年 为了加快自身在主要国际

市场上的增长步伐，德国汉诺威展览

公司与欧洲另一家领先的展览公司意

大利米兰国际展览公司合作建立了一

家合资企业。这两家公司旨在通过利

用彼此的市场地位和专业知识，实现

在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上

更快速的增长。

2009年 新的德国汉诺威展览公

司子公司成立：Deutsche Messe 

Interactive(DMI)。它负责提供数字

商机管理方面的创新解决方案。

2014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接管

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ICE)的运营事

务，正式进入印尼市场。印度尼西亚

有2.5亿人口，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

体和世界最重要的成长型市场之一。

2015年 数字化占据核心位置：

Glenn Greenwald和Edward Snow-

den亮相CeBIT全球峰会。CeBIT主题

会议的亮点是Glenn Greenwald在汉

诺威通过实时连线，与身在莫斯科的

Edward Snowden一同登台。全球4万

名观众观看了这场会议直播。

2015  建筑未来——汉诺威展览中

心变得更加现代化，功能性更强。展

览中心现代化改造的重要一步是在

2015年春季完成19和20号馆的建设，

为期1.5年的建设项目落下帷幕。展馆

内配备多功能会议设施，为会议加展

会类活动提供理想的场所2012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收购

了spring Messe Management GmbH

的大部分股份，成为欧洲最大的人力

资源展览会主办机构。

2011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收购

了event it AG公司的股份，并大力推

进其会议业务的发展。这家新的子公

司专注电子访客管理。

2016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德国总

理默克尔共同为2016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揭幕。美国是当年的官方合作伙

伴国。

2017  展示未来70年——从德国第

一届出口展会的传奇诞生，到发展成

为全球数字化的第一展会，2017年对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来说是最特别

意义的一年。

2013年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成

为第一家展示数字化浪潮大趋势的

展览公司：工业4.0和物联网由此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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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平台、精准的目标市场、完善的服务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这四大关键因素是决定您展示成功与否的关键。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这四个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

助您成功的
四大关键因素

领先展会服务：
个性化、数字化、以客户为中心

展会的价值在于为参展商寻找到合适的观众。这已经成为我们

所掌握的一门精妙艺术。我们通过创新的数字化工具为客户提

供支持，确保他们能在展前、展中和展后随时完美捕捉新的业务

机会。我们还提供展台搭建和餐饮等一系列专业展会服务并且

对其进行不断扩充和优化，帮助您解除烦扰，专心开展业务。

灵活的基础设施：
设施完善，可承办多种类型活动

我们是世界最大展览中心的运营商，所拥有的展馆功能极其丰

富。除了普通展品，展馆还可展示大型和重型机器。您会惊讶地

发现，我们的展馆竟有如此大的容纳能力。除了展览空间，我们

还有各种规模的会议设施。我们甚至可以举办有数十万人参加的

大型活动。无论您在汉诺威、上海或是雅加达，我们的展览中心

都会为您提供合适的空间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满足您的所有需

求。

动态展会：
聚焦领先技术

我们具备成为市场领导者所需要的特质。我们的旗舰生产资料

类展会（例如，CeBIT、HANNOVER MESSE和LIGNA）聚焦物联网

和工业4.0两大主题，为您搭建合适的平台，展示您对世界未来

技术的贡献。我们还针对医疗技术、医疗保健和人力资源的成长

型市场制定了合适的展会组合，可以帮助您与合适的商业伙伴进

行配对。

全球顶尖市场：
有吸引力的海外增长机会

我们的故事从汉诺威开始，却早已蜚声国际。通过在世界各主要

成长型市场举办展会，我们可为您搭建完美的平台，帮助您实现

业务国际化和扩张。与优越的展览区位条件相匹配的是我们遍

布全球的专业市场知识和业务网络。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多个优

质展会品牌推向全球，打造了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PTC ASIA）、北美工业展（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
rica）和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DOMOTEX ASIA/

CHINAFLOOR）等知名展会，吸引了来自各地区的海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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