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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图、映美、虹光、汉光、沧田、复峰、玉樵夫、标拓、普贴、普赢创新、时间环等
超过30家国产打印机企业参展，打印机产品种类涵盖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针式
打印机、标签打印机、工程蓝图打印机、证卡打印机、3D打印机、宽幅打印机、UV
平板打印机等。此外，再生和全新制造耗材成品，以及耗材配件如芯片、碳粉、墨
水、感光鼓等产品也亮相展会。纳思达、艾派克、鼎龙、恒久、名图、旗捷、上福全
球、加迪、史丹迪、众诺、美佳音等国内外巨头企业参展。

第十三届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迎来了461家展商和超过15,243名
观众，与会者来自109个国家。

第十四届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将于2020年10月15-17日在珠海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

2019年10月17-19日，由珠海再生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时代”）
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英文名称：RemaxWorld 
Expo 2019）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顺应大办公行业的发展趋势，中国（珠海）国际打印耗材展览会在第十三届之际全面升
级，正式更名为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今年，珠海展全方位布局中
国打印机及耗材全产业链生态圈，汇集8大产品类目，包括打印机、复印机、打印耗
材、复印耗材、3D打印机及耗材、办公设备及耗材、智能办公解决方案、文具等。

展会概况



中国打印机元年开启 国产打印机品牌崛起正当时

随着全球打印机产业链的重构与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打印机产业重
要研发、生产基地。本届展会，奔图、映美、虹光、汉光、沧田、复峰、玉樵夫、标
拓、普贴、普赢创新、爱墨、时间环等超过30家国产打印机企业参展，打印机产品种
类涵盖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标签打印机、工程蓝图打印机、证卡打
印机、3D打印机、UV平板打印机等。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中国智造”打印机受到了
超过15,000名海内外专业买家的欢迎。珠海展作为全球极具规模的办公设备及耗材展
览会，助力国产品牌腾飞，中国打印元年从此开启。

办公设备品类增幅显著 主办方布局“大办公”生态圈

本届展会，除了打印耗材与复印耗材，还成功引入打印机、复印机、办公设备及耗材、
智能办公解决方案、3D打印机及耗材、文具等产品类目。其中，办公设备展商与智能
办公解决方案展商在全部展商中占比分别达10.2%和10.1%，增幅显著。主办方作为办
公设备及耗材专业媒体和展会主办方，致力于全方位布局“大办公”全产业链生态圈，
为海内外供应商和专业买家打造一个汇聚展示、交流、贸易的一站式平台。

与会者国家多元化再度提升 业界最具国际影响力展会名副其实

本届展会成功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英国、德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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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土耳其、埃及、阿联酋、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南非等109个国家的
15,243名与会者。与会者国家数量同比增长达4.8%，首次参观展会的专业买家增长达
32.9% 。业界最具国际影响力展会名副其实。

市场竞争升级 创新商业模式助力行业共赢

随着市场的变化，办公设备及耗材行业已经由产品和价格的竞争发展为商业模式的竞
争。业界不同立场的各方逐渐形成了以寻求共同利益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共赢理念。本届
展会，奔图发布了“开放型耗材”创新商业模式，寻求通用耗材企业与设备企业、耗材
与设备经销渠道的协同效应。通过珠海展会面与交流，业界企业战略合作频频，通过商
业模式的创新与突破，旨在抢占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

“本届展会我看到为数众多的供应商新脸孔，我可以感
受到与会者对这个行业的专业、投入和热情。展品方
面，今年有很多新产品和新元素，包括各类打印机与
智能办公解决方案，我已经与部分新供应商达成了交
易协议，我对我们的行业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Ahmed Sultan
Big Data Egypt (埃及)

“本届展会我看到为
受到与会者对这个
面，今年有很多新
智能办公解决方案
易协议，我对我们



461家展商
本届展会汇集461家参展商，包括奔图、映美、虹光、汉光、沧田、复峰、玉樵夫、标
拓、普贴、普赢创新、时间环等办公设备企业，以及纳思达、艾派克、鼎龙、恒久、名
图、旗捷、上福全球、加迪、史丹迪、众诺、美佳音等办公耗材成品及配件企业纷纷亮
相。全馆展出面积达30,000平方米，展出范围包括打印机、复印机、打印耗材、复印
耗材、办公设备及耗材、智能办公解决方案、文具等，全方位布局“大办公”全产业链
生态圈，为海内外供应商和专业买家打造一个汇聚展示、交流、贸易的一站式平台。

详细展商名单请查阅再生时代网站
https://www.rtmworld.cn/app/emsapi/remaxworld-exhibitors/view/

展商分析

境内外参展企业占比

94.6%
的参展商对展会表示非常满意

89.8%
的展商为多次参展



展商分析

境内参展企业占比



展商分析

展出产品占比



观众分析

15,342名观众
本届展会成功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英国、德国、俄罗斯、
土耳其、埃及、阿联酋、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南非等109个国家的
15,243名与会者。与会者国家数量同比增长达4.8%，首次参观展会的专业买家增长达
32.9% 。业界最具国际影响力展会名副其实。

92.8%
的观众认为本届展会的产品类目丰富，
为他们开拓新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96.1%
的观众对本届展会的参展商
数量和质量表示满意

95.4%
的观众表示2020年会继续前来参观展会，并且愿意向朋友推荐本展会



观众分析

境内外观众占比



观众分析

境外观众地区分布

展会观众职务占比



观众分析

观众参观展会的主要目的

““今年是我们公司深耕于再生复印机领域的第四个年头，也是我
们参加珠海展的第四个年头。我们感谢主办方再生时代创

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高标准、高品质的产品与
创新商业模式推广到全国乃至全球，我们在珠海展收

获良多。”

——邹总
湖南至简复印机再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

“今年是我们““
们参加

建了这
创新

获



同期活动

2019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行业峰会
10月17-19日，2019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行业峰会（简称“行业峰
会”）与第十三届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同期同馆举行。演讲嘉宾由
来自8个国家的22位行业资深人士组成，就“中国打印机原装厂商的崛起：威胁或是机
遇？”这一主题发表见解。

展会期间，峰会与会者超过1,638人次。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监事长、打印机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罗洪元先生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中国办公设备及耗材政府采购投标的经验与教
训，获得了为数众多的厂商和经销商的高度关注。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丁励
先生就兼容耗材行业固件升级这一话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吸引了许多观众加入互
动。IDC中国成像、打印与文档解决方案研究高级研究经理巴姗姗、Communication 
Supplies Consulting Service at InfoTrends总监John Shane分享了打印机和复印
机市场的全球趋势。北京酷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子冀就传统经销商如何转变销售模
式发表了独到见解。

本届峰会，主办方特邀多位行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出席“对话全球CEO”小组讨论，艾
派克/格之格/史丹迪公司代表汪栋杰先生（中国）、Badger Office Supplies公司
Dennis Haines（英国）、LD Products公司Aaron Leon（美国）、Liberty Laser公
司Shelly Eastman（美国）、IoP公司Mark Dawson（荷兰）、Inkfinity公司David 
Aguila（墨西哥）和Cartridge World公司Peter Mitropoulos（澳大利亚、新西
兰）就如何应对行业危机等热门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场反响热烈。



第七届亚洲3D打印展览会
10月17-19日，第七届亚洲3D打印展览会与
中国（珠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同期
同馆举行。展品涵盖桌面级3D打印机、3D打
印耗材、3D打印笔、三维扫描仪与软件、3D
打印服务等全产业链产品及解决方案。广州优
塑、杭州空灵、江苏时间环、珠海三绿、杭州
卓普、东莞哲瀚等3D打印企业参展。本届展会
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国家和地区专业买家参观。

2019再生时代全球办公设备及耗材行业颁奖典礼
展会首日（10月17日），2019再生时代全球办公设备及耗材行业颁奖典礼（以下简称
“颁奖典礼”）于会展中心同期举行。本届颁奖典礼得到了全球行业人士和专家评委的
大力支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由16位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共收到来自28个国家
和地区近1034个提名，经过层层评选，评委会最终评选出11项大奖的12名获奖者。

同期活动

奖项 获奖企业/个人 

防伪先锋奖 成像耗材联盟（美国） 

杰出供应商奖 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美国） 

优秀电商奖 珠海市连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优质服务奖 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中国） 

国际品牌奖 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行业创新奖 珠海名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卓越营销奖 Delacamp（德国） 

质量标杆奖 LD Products（美国） 

质量标杆奖 北京中恒复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技术革新奖 深圳市润金鑫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环保贡献奖 中山市天通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中国） 

戴蒙德先锋奖 Mike Josiah（美国） 



主办方优质媒体资源

作为展会主办方，再生时代同时也是一家
拥有优质渠道资源的行业媒体平台。再生
时代团队充分利用自身成熟的媒体资源，
通过三个语种（中文、英语、西班牙语）的网
站、五个语种（中文、英语、西班牙语、俄语、
阿拉伯语）的杂志和旗下微信、微博、今日
头条、LinkedIn、Facebook、Twitter、腾
讯、优酷、YouTube、Vimeo 等社交媒体、
视频平台，以新闻稿件、广告投放、邮件推
送、视频营销等形式对展会进行全方位深
入报道，实现展会信息的有效到达。

大众媒体精准投放

作为全球最大的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
再生时代团队始终致力于打造展会强势品
牌，进一步扩大展会及品牌的影响力。通过
充分掌握如百度推广、微信朋友圈、今日头
条等大众媒体渠道特性，利用大数据，实现
广告精准投放，并且通过手机短信等渠道
强化宣传，旨在提高展会的知名度与品牌
形象。

行业媒体与协会合作

为了接触更高质量的客商与观众，2019
年，再生时代与超过 20 家国内外行业媒
体、协会组织以及展会主办方达成合作，如
美国国际成像技术委员会、美国成像耗材

市场推广
联盟、广东省现代办公设备协会、俄罗斯
B u s i n e s s  I n f o r m 、 印 度 I n d i a n  
R e c h a r g e r 、 阿 根 廷 G u i a  d e l  
Reciclador、埃 及 Arab Print Media、
IT168、赛 迪 网、天 极 网、办 公 中 国
OACHN 等等，媒体传播范围辐射全球五
大洲，实现以多种语言全方位的推广和宣
传展会信息。

VIP 买家计划

2019 年，再生时代继续采取多元的形式扩
大 VIP 买家数据库，吸引了更多优质买家
参观展会。除了日常推广，还特别策划了包
括一对一特邀、VIP 买家计划等，吸引了全
球数量众多的首次来华观众以及多次来访
的忠实观众。除此，主办方今年首次对国内
观众开放 VIP 买家计划，吸引了大量办公
设备领域的专业买家，并成功组织广州市
现代办公设备行业商会、深圳市智慧办公
行业协会等多个专业买家团参观展会。

专业展会联动

再生时代通过参加德国 PaperWorld 展、
印 度 Indian Rechanger 展、俄 罗 斯
Business Inform 展、中国（新化）国际印
博会、中国文化用品商品交易会等 10 多个
海内外行业展会，深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同时邀请优质客商与观众。



媒体报道
展会前夕以及展会期间，境内外共有超过 40 家行业媒体、大众媒体参与采访报道，包括
新华网、央广网、南方日报、珠海电视台、珠海特区报、珠海电台、羊城晚报、澳门大众报、
IT168、赛 迪 网、天 极 网、毒 蘑 菇 科 技、俄 罗 斯 Business Inform、印 度 Indian 
Recharger、阿根廷 Guia del Reciclador、埃及 Arab Print Media 等媒体以及今日头
条、网易新闻、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等新闻资讯平台。据统计，境内外媒体共发布超过 80
篇新闻报道。

展会期间，珠海电视台对展会进行了现场报道，并采访了主办方再生时代集团董事纪大
伟先生，展会的成功举办引起本地观众热烈反响。

展会现场，主办方采用了图片与视频直播技术，获得了总计超过 420,000 的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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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2020再见！
2020年6月9-11日  l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0年10月15-17日  l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