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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013.10.(2013.10.(2013.10.21212121----23)23)23)23)    

中國上海全新時尚展會中國上海全新時尚展會中國上海全新時尚展會中國上海全新時尚展會    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 
 

    中國消費者對於服飾品牌認知的意識提高，更追求自我形象與個性的展現，因此受到許多

品牌企業的高度關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其消費力不斷上升，近年持續領先於世界之

上，已成為全球服飾品牌必爭的黃金市場。 

  “PH Value 第一匯”為全新的國際時尚展會，展會內容包含靜態展示、動態秀、論壇、趨

勢發佈等，其前身為「中國國際針織博覽會」， 透過升級與轉型，提供品牌最具影響力的展示

貿易平台。展會針對參展廠商邀請代理商、加盟商、百貨公司、零售商以及電子商務等買主並

安排商務洽談活動，幫助品牌建立行銷通路，促成實質商機。 

  “PH Value 第一匯”將於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並與並與並與並與「「「「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 中國國際紡中國國際紡中國國際紡中國國際紡

織面料及輔料織面料及輔料織面料及輔料織面料及輔料( ( ( ( 秋冬秋冬秋冬秋冬) ) ) ) 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Intertextile 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

會」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紡織品展，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紡織業界活動之一。 

    透過兩展共同展出，擴大“PH Value 第一匯”之影響力，完整呈現紡織服裝之上中下游

產業鏈，將帶動 7 萬名專業人士到場參觀，並匯聚買家目光前來洽談採購。展會整體之廣宣

服務將通過官方網站、網路社交平台、現場廣告、會刊指南、電子郵件、展報和贊助專案等方

式綻放品牌形象，達到最佳的曝光效益。  

� 展出日期：2013年 10 月 21日(一)～23日(三) 

� 展出地點：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N4、N5 館) 

� 展會官網：http://www.phvalue.org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3年 08 月 30日止 

� 參展費用：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7777555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原價原價原價原價為為為為美金美金美金美金 3333,,,,240240240240 元元元元))))，每一展位面積 9 m²(本項費用包含場

租、基本配備) 

� 適展項目：服裝、服飾品牌商、設計師品牌與內衣、織襪、布料、輔料等產品。 

� 承 辦 人：紡拓會設計中心 林芳廷專員 

� （電話：02-23417251 分機 2579， E-mail：karenlin@textiles.org.tw） 

� 備註：本展為本會代理展覽，將不組團參加 

※※※※    有意參加者請填妥下列資料有意參加者請填妥下列資料有意參加者請填妥下列資料有意參加者請填妥下列資料，，，，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00008888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將此頁資料回傳將此頁資料回傳將此頁資料回傳將此頁資料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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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填妥後本表填妥後本表填妥後本表填妥後，，，，請請請請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02020202----23911648239116482391164823911648，，，，將儘速與您連繫將儘速與您連繫將儘速與您連繫將儘速與您連繫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 ! ! ＊＊＊＊ 

◎公司名稱：                    ◎公司產品：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職稱：__         ◎電話：           （分機：  ） 

◎傳真：                ◎電子信箱：                                             

◎參展面積：________ 個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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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Value 第一匯”為中國全新的國際時尚展會，展會內容包含靜態展示、動態秀、

論壇、趨勢發佈等，其前身為「中國國際針織博覽會」，透過轉型與提升，提供紡織

服飾業者最具影響力的展示平台。

“PH Value 第一匯”針對參展廠商邀請代理商、加盟商、百貨公司、零售商以及電子

商務等買主並安排商務洽談活動，幫助品牌建立行銷通路，促成實質商機。

“PH Value 第一匯”將於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並與並與並與並與「「「「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中國國中國國中國國中國國

際紡織面料及輔料際紡織面料及輔料際紡織面料及輔料際紡織面料及輔料( ( ( ( 秋冬秋冬秋冬秋冬) ) ) ) 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同期同地展出，「Intertextile中國國際紡織面
料及輔料博覽會」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紡織品展，也是全球最重要、最專業的紡織業界

活動之一。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

全新的時尚展會全新的時尚展會全新的時尚展會全新的時尚展會 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服飾貿易平台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

與與與與「「「「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Intertextile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共同展出共同展出共同展出共同展出

××××

透過兩展共同展出，擴大“PH Value 

第一匯”之影響力，完整呈現紡織服

裝之上中下游產業鏈，預計帶動 7萬

名專業人士到場參觀，並匯聚買家目

光前來洽談採購，提供直接與間接的

客戶來源。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

使品牌在使品牌在使品牌在使品牌在PH ValuePH ValuePH ValuePH Value中尋求實現價值中尋求實現價值中尋求實現價值中尋求實現價值

「PH Value 第一匯」整體

的廣宣服務將通過官方網

站、網路社交平台、現場廣

告、會刊指南、電子郵件、

展報和贊助專案等方式綻放

品牌形象，達到最佳的曝光

效益。

合作媒體：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

致力於幫品牌打通行銷通路致力於幫品牌打通行銷通路致力於幫品牌打通行銷通路致力於幫品牌打通行銷通路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PH Value 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第一匯」」」」

紡拓會徵展訊息紡拓會徵展訊息紡拓會徵展訊息紡拓會徵展訊息

� 展出日期：2013年10月21-23日

� 展出地點：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 ( N4、N5館 )

� 展會官網：http://www.phvalue.org

�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08月30日止

� 參展費用：NTD 75,000 NTD 75,000 NTD 75,000 NTD 75,000 元元元元 / 9㎡ 標準展位

【原價為美金美金美金美金 3,2403,2403,2403,240元元元元 / 9㎡ 標準展位】

� 適展項目：服裝、服飾品牌商、設計師品牌與內衣、
織襪、布料、輔料等產品。

� 聯繫人：紡拓會時尚行銷處 林芳廷 專員

電話：(02)2341-7251 分機 2579

傳真：(02)2391-1648

Email：karenlin@textiles.org.tw


	2013 PH Value ²Ä¤@¶×_¼x®iDM.pdf
	PH VALUE _®i·|¤¶²Ð_10207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