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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汇聚了近 600 家知名展商，展品包括

游艇实船、船艇设备及配件、游艇俱乐部、水上

运动系列展品及相关服务，覆盖全产业链，吸引

了超过 37,000 名观众参观展览。

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上海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上

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和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联

合举办的 2021 中国（上海）第二十五届国际船艇及其

技术设备展览会暨 2021 上海国际游艇展，历时 3 天于

2021 年 4 月 3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圆满落幕。

�������观众 

��������展出面积 

��� 家展商

����现场活动

扫码关注视频号
查看现场盛况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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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

上海 山东 广东 福建 辽宁浙江 江苏 北京 安徽 河北

30.88%

16.54%

10.84% 9.80% 8.53% 7.17%

2.53% 1.38% 1.31% 1.09%

国内访问人次最高的前10个省市分别为：上海、浙江、江
苏、山东、广东、北京、安徽、福建、辽宁、河北。另外来自43
个国家及地区的观众如约莅临。

观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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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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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业务性质分析

经销商 / 代理商

政府机构 / 科研机构 / 事业单位

爱好者

市场 / 公关 / 传媒

其他

生产商 / 品牌商 44.6%

22.3%

12.63%

8.63%

8.23%

3.61%

> 观众参观目的分析

收集市场讯息

寻找新产品

下订单

寻找特许经营授权方 / 经纪人

巩固与供应商 / 伙伴的联系

其他

寻找新供应商 26.76% 

23.94%

 22.07% 

12.45% 

7.86%

4.57%

2.35% 



我主要是做游艇销售、租赁、托
管、培训、维修这类，我来看展比
较侧重市场导向和专业交流，展
会现场有些展商也是我们的合
作方，每年来也能多交流交流。
今年展会人流量可观，相信整个
行业在慢慢复苏起来了。

山东青岛  颜先生
⸺

我是来自泰国的 ALEX，今年因为疫情
尽管无法到展会现场，但是主办方提
供了线上见供应商的机会，感觉这就
是为我定制的活动，有位工作人员用
镜头带我看展品，全程贴心为我做讲
解很 COOL，相比传统线上交易平台，
这种方式更显人性化，谢谢主办方！

泰国  Alex
⸺

我已经连续参观很多年游艇展了，在
这里主要与老朋友见面。今年让我感
受最深的是现场的人气火爆，我在现
场也和一些参展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洽
谈，相信对我日后企业的运作会起到
很大的促进作用。感谢主办方给我们
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上海  陈先生
⸺

参观一届 ������
参观两届 ������
参观三届及以上 �������

观众到场参观率 �����观众推荐度很满意 �����
一般满意 �����
尚可 ����

观众满意度

观
众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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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汇聚了近 600 家知名展商，展品包括

游艇实船、船艇设备及配件、游艇俱乐部、水上

运动系列展品及相关服务，覆盖全产业链，吸引

了超过 37,000 名观众参观展览。

25
周
年
祝
词

CIBS成为IFBSO的一员令我们感
到十分荣幸。自1996年启航以
来，CIBS已成长为中国船艇业的
领航者，我们愿同庆这份辉煌！
我谨代表全 体IFBSO执行委员
会，祝贺CIBS团队迎来25周年庆
典。并对展商及观众致以热烈欢
迎，愿展会成功举办！CIBS25周
年愉快！

国际游艇联盟(IFBSO)

总秘书长  

国际游艇联盟(IFBSO)

总秘书长  

RENATE MADDOCKS-BORN

IBI杂志非常荣幸能为4月举办的
CIBS25周年庆典送上贺词。在
2020年我们所面临的动荡和挑战
前，全球休闲海洋产业所展现的
韧性与坚决令人瞩目。CIBS仍是
推动亚洲船艇业前行的重要催化
剂 。随着2021年的 繁荣 发 展，
CIBS在传播船艇业信息方面的作
用显得至关重要，备受欢迎！

热烈祝贺CIBS成立25周年。很高
兴得知CIBS今年已是第25届了。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和
消费者能通过CIBS这个全面的游
艇展，了解芬兰的游艇和产品。芬
兰游艇FLIPPER和FALCON此次
在CIBS上大放异彩。再次祝CIBS 
2 5周年快 乐，并 祝 展览取得圆
满成功。

《IBI国际游艇行业》

杂志主编 

《IBI国际游艇行业》

杂志主编 

ED SLACK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东亚和印度负责人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东亚和印度负责人  

JUSA SUSIA

扫码查看更多祝词

观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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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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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CIBS廿五周年庆之际，CIBS2021吸引了���家优质企业，
展品覆盖游艇实船、船艇设备及配件、游艇俱乐部、水上运
动系列及相关服务等全产业链，诸如亚诺、巴伐利亚、水星海
事、铃木、雅马哈、本田动力、大昌行、3M、汉高、好利来、佳
力、欧星、东尚、明东、齐荣、惊叹、中亚、航瑞动力、益佳通、
美洛斯、舟立、迪贝斯等。

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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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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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S 25 周年迎来国货崛起之年，中
国船艇及上下游产业民族品牌强势
崛起，参与本届展会的国货品牌与品
类数量均远超往年，包括江南造船
厂、珐伊、海的、昊运、百璐威、大连
环珠、瀚海、西港、常波、星和现代、
东方高速、中驹、爱的、航优工贸、众
智、矶怃（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在内的
数十家自主品 牌 纷 纷携 新品亮 相
CIBS。

国货之光

扫码欣赏国货之光现场掠影



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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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行船舶代理的波兰 Parker 790 Explorer 多功能休闲艇及 Parker 660ph 多
功能小型钓鱼艇、杰特赛特海洋代理的德国巴伐利亚 S33 HT 和来自山东双一游艇
有限公司的两艘高速钓鱼艇 485 SC 及 705 HT 均成功签单，迎来了新船东！而珐伊
船艇、飞驰游艇、瀚海游艇、海的、好利来、吉尔、雅飞仕等多家船艇及配件展商也传
来喜讯，表示收获订单。

现场部分捷报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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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中国有上海游艇展，能够提供
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互为促进，同时我们
也衷心感谢上海展的支持，也希望我们上
海游艇展能够越办越好。
水星参加上海游艇展已经超过20年，作为
上海游艇展最忠实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
互为促进，互相进步。水星见证了上海游艇
展从中国本土的展会发展成亚洲最大的游
艇展，涵盖路亚等生活方式的多元展会。

宾士域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亚洲人力资源总监 陈娴女士

上海游艇展作为业内公认最具影响力的游
艇展会，现场的观众与买家都是我们展商
所期待的受众。本届上海展对于首次参展
的我司来说，不管是展会的热度还是来访
的人数，以及我们船的受欢迎程度都是比
较超出我们预期的。我们很感谢上海展能
一如既往保持这种专业的态度，为厂商和
从业者搭建这样一个优质的交流贸易平
台，也为中国市场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
桥，让国内观众对国际品牌有了更深的了解。

深圳大昌行船舶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潇先生

我们参加上海游艇展应该已经是第5、第6
个年头了，每年我们都会来。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游艇展有非常大的一个
改变，加入了包括水上这一块，路亚还有旅
游等等的一些元素进来，丰富了展会的一
个多元化，包括也有更多旅游目的地、景区
景点的从业人员来到了现场，给我们开拓
了更多客源的可能性，是一个很不错的尝
试。希望未来的展会也能有更多新的举措
和尝试，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

东辉休闲运动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经理  程膑先生

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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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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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推荐度

��������
������展商表示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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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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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首日，我们举办了 2021 CIBS AWARDS 颁奖盛典，
以此表彰行业优秀品牌及企业。主要颁奖人为：中国
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吴强先生；上海船舶
工业行业协会会长王琦先生
今年将针对船艇实船与船艇技术设备及配件两大产品

领域设立以下奖项：

颁奖

最佳技术创新奖  |  最具影响力品牌  |  行业卓越贡献奖

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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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为 2021 获奖企业，按公司首字母排序

2021 中国船艇行业最佳技术创新奖

宾士域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中驹宝丰船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白象电机有限公司

广东逸动科技有限公司

铃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矶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盛丞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双一游艇有限公司

厦门航优工贸有限公司

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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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中国船艇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奖

安徽庐江县雅斯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逸动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的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驰游艇销售有限公司

雅马哈发动机（中国）有限公司

烟台明东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亮点活动 
—
����������

* 以上为 2021 获奖企业，按公司首字母排序



宾士域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白象电机有限公司
常州玻璃钢造船厂有限公司 
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东辉休闲运动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东尚船舶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东营新营大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珐伊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福鼎市佳磐通用部件有限公司
福建爱的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海的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耐威克（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加达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青岛柏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昊运船艇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图博板材有限公司
厦门朗纳科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欣翔航运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三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佳明航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欧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盛丞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索尼克游艇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特星游艇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驰游艇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阿尔帕斯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世元机电有限公司

泰珀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海海飞游艇有限公司
威海西港游艇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高速艇发展有限公司
雅马哈发动机（中国）有限公司
烟台明东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宏运控制索有限公司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亚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山市杰富士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雅太电器有限公司

2021中国船艇行业卓越贡献奖

* 以上为 2021 获奖企业，按公司首字母排序

扫码欣赏更多
现场颁奖照花絮

亮点活动 
—
����������



亮点活动 
—
���������� 2021中国国际

船艇产业发展论坛
论坛邀请了相关行业领导、内外知名专家、业内企业参加，结合中央下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带来的海南游艇产业发展利好热点，纵
观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主要游艇市场，从产品设计、制造、供应链、消费
者需求等多重角度分析国际和国内船艇产业发展状况，展望船艇产业未
来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探讨中国游艇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以
期为中国船艇产业在十四五期间的新发展开启新思路、新方向和新机遇。



全面小康时代的
旅游对话会（2021）

⸺上海站
现场集结了文旅及上下游产业的行业专家、创业者、投资者、品牌掌舵者、业界红
人等，各抒己见，深击行业痛点。“对话会”旨在搭建船艇、游艇俱乐部、水上休闲
运动产业、文旅景点景区沟通交流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新平台，让旅游业赋
能船艇行业，使行业兼具产业综合、跨界和整合发展的潜力。

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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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艇行业云商洽
在展会期间，我们举办 O2O 商贸配对会活动，通过视频洽谈的方
式为海外买家提供专业精准对接服务。本次云商洽活动的海外买家
全部如约准时上线，分别来自意大利，俄罗斯，法国，泰国等，与之配
对的 13 位展商也如约而至，买卖双方上线率都是 100%，不惧时差
的阻力。其中泰国买家线上直接与展商达成采购协议。

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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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拯救海洋，全球接力”
公益帆船赛 公益帆船赛成立至今已有 13 年历史，此次帆船赛以“拯救海洋，

全球接力”为主题，聚焦海洋环境，致力于提升大众对于海洋环
保理念的认知，比赛活动所得将用于支持长三角绿色科技发展
研究院“海洋减塑”技术研究项目。赛事集结了十余支队伍，在春
日的湖面上竞争追逐。

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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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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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超大泳池

�天上演

��余场明星表演
及体验活动

水上运动嘉年华

浮毯
竞速

帆船
体验

桨板
体验



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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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

路亚钓鱼 房车露营 游乐设备

民宿旅游 尚品生活

扫码查看
生活秀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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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矩阵自媒体
粉丝

��������

SEM 搜索引擎
点击量

��������
全网信息流推广
曝光量

�����������
线下广告
曝光量

��������

抖音话题
播放次数

����������

线上广告投放
阅读量 

����������

SMS 手机短信
数量

��������
DM直邮信件
数量

��������
EDM电子邮件
数量

��������



权威主流媒体
通过权威主流媒体传播以及全方位
推广覆盖线下渠道，实现大面积对目
标群体的有效触达。

车屏广告 车屏广告

新华社上海分社
解放日报
东方网
文汇报
周到上海
澎湃新闻
新民晚报
界面新闻
央广网
中新网

上观新闻
新华网
中国青年报
CHINADAILY
光明日报
第一财经
人民网
上海发布
浦东发布
乐游上海 高铁站

电子屏广告
地铁
广告

车屏
广告



线上主流媒体

行业合作媒体



展会自媒体矩阵
CIBS 上海国际游艇展
上海国际路亚钓鱼展
上海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
上海国际水上运动展
上海国际户外运动休闲展

微博
路亚小字报
小红书

路亚小字报
抖音

路亚小字报
快手

上海国际游艇展
生活方式上海秀

公众号

生活方式上海秀
微信视频号

上海国际路亚展
优酷号

上海国际游艇展
腾讯视频

上海国际路亚钓鱼展
上海国际水上运动展
上海国际房车展
户外嗨

头条

【路亚钓鱼】直播福利群
【水上运动】水上休闲娱乐交流群

重构水上休闲产业论坛
【户外运动】自驾房车交流群

路线直播群

社群

扫码添加
官方客服





“上 海 旅 游 产 业 博 览 会 Tourism Plus 
Shanghai”（简称：上海旅博会）是全球
规模与理念领先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博览
会，每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召开，面向全球
市场，旨在促进旅游目的地提升及相关
产业的投资与合作，为全产业链赋能。

中国（上海）第二十五届国际船
艇及其技术设备展览会暨上海
国际游艇展（简称CIBS）及生
活方式上海秀，作为首届上海
旅游产业博览会系列展之一，与
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
和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
览会，三馆联动、四展辉映、同
期同城，5000余展商在同一时
刻云集于60万平方米展览场馆
中，串联旅游全产业链。

2020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基于新经济、新基建、新客群和
新需求，中国的体育旅游将以创
新突破来实现多元发展。CIBS
希望通过搭建“船艇 + 水上 +
户外”全产业链平台，整合行业
核心优质资源，同时与旅游业相
结合，不仅仅将拓展原有的专业
客户，还将协同旅游资源产业链
的展商，共同提升旅游目的地在
住宿、出游和游玩等方面品质，
催生新业态、衍生产业链、创造
新价值，构建整个行业的“大联
盟”，真正实现船艇业与旅游业
的双向赋能。

船艇
+

水上
+

户外

船艇业与旅游业双向赋能船艇业与旅游业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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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国（上海）第二十六届
国际船艇及其技术设备展览会

2022.6.22-2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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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见！

www.boatshow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