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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2018年9 月 27-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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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漾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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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7日，2018（北京）国际文

具及办公用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一楼发布

厅召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杜同和出席会议并致

词；中国国际展览集团公司总裁

贺彩龙、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

理事长易晓俐发表讲话。得力集

团、齐心股份、广博股份、上海

马利画材、宁波创源文化股份等

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齐心集团股份品牌总监杨俊、上海马利画材副总蒋熙洲代表企业

作了发言。人民日报、中国贸易报、大公报、北京晚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腾讯

网、搜狐网等40多家新闻媒体、报刊网络记者以及相关单位的领导和朋友出席了会议。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办，定于9月

27日至29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静安庄馆）举行。本届文博会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文教办公用品行业获得持续高速发展这一大背景下举办的。 

贺彩龙说，举办文博会就是要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

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

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易晓俐指出，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举全行业之力举办文博会，就是为了

打造一个反映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展会，一个优秀企业和一线品牌同台亮相的精品展

会，一个科技成果和创新产品同台竞技的专业展会，一个产销直接见面、商贸交流合

作、拓展新兴市场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我们展会的工作目标是：整合行业资源，发

挥北京优势，精心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文教办公用品精品专业博览会。我们的展会愿景

是：荟萃世界名品，助力智造中国。在国家工信部、中国贸促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大

力支持下，经过全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广大企业鼎力相助，本届文博会筹备工作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进展。易晓俐介绍本届文博会将呈现以下五个亮点：一是展会规模和档次将

得到大力提升；二是展会的国际商贸交流色彩将更加浓郁；三是代表我国文具制造一流

水平的众多新品、精品将纷呈亮相；四是展会筹划的各项活动将更具吸引力；五是大数

据拓展渠道，展会将有力助推产品销售。 

企业代表杨俊、蒋熙洲在发言中表示，全力以赴地支持协会办好本届文博会，把

企业的高、精、尖新产品推介到展会上来，加强和兄弟企业的合作交流，加大销售渠道

建设，通过办好展会推进行业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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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教用品及办公设备行业高峰论坛 

拧合  聚力  底蕴  方向   

以深层次剖析阐述文办行业发展趋势 

以专业化视角面对诸多挑战畅所欲言 

中国文教用品及办公设备新品首发式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材料 新设备  新工艺 

 专业化平台   多元化传播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行业公益助学   

         捐赠活动 

   牵手企业 服务社会  

   承担责任 传递爱心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文教办公用品行业团体标准发布会 

规范标准   完善体系  对标国际   

加强协作   高质完标  执行有力 

增加产品环保、绿色、安全指数 

保障消费者使用权益   

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B2B国际买家专场洽谈会 

针对企业需求，定向组织参展

企业代表与海外企业代表进行的

项目洽谈和对接活动。 

搭建贸易平台，丰富销售涵

盖，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文教办

公用品行业多样化发展。 

B2B国际买家专场洽谈会 

针对企业需求，定向组织参展

企业代表与海外企业代表进行的

项目洽谈和对接活动。 

搭建贸易平台，丰富销售涵

盖，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文教办

公用品行业多样化发展。 

9月27日 

9:30-10:30   

    文博会开幕式 

10:40-11:30  

    公益募捐仪式 

14:00-17:30   

    行业高峰论坛 

17:30-         

    赛思奖颁奖 

9月28日 

9:30-11:30  中国文教用品及办公设备新品发布 

14:00-16:00  2018中国文教用品行业团体标准发布会 

10:00-12:00  B2B国际买家专场洽谈会 

14:00-16:00  B2B国内买家专场洽谈会 

14:00-16:00  政府采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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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北京）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博览会”将于9月27--29日在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举办。 

 秉承第一届成功举办之经验，续写与行业企业鼎力合作之精神，再创文具用

品精品展会辉煌。 

  本届展会将新增展览面积至15000㎡，由2、3、4、5号展馆组成 

  其中：2号馆进口品牌馆；3号馆名品馆； 

        4号馆美术画材、学生用品馆；5号馆办公用品、纸品本册馆。 

 

         将吸引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买家 

                                             届时国内专业买家也将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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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首届参展企业之宏大规模，今年展会将营造国内文

具行业顶级企业全家福，以及他们的本年度新产品好产品

辉煌登场；更有国外企业第一次正式亮相。 

具备“夺眼球”之展台展位空间营造，放心用的高质量

产品琳琅满目，谦恭博学的参展商服务人员为您提供生动

有趣的现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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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一届“文博会”丰富内容带来众多参与者的浓郁回

味，本届“文博会”将继续丰富“高峰论坛”、“中国文具

市场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公益助学捐赠”、“团体标准

发布会”、“文教办公用品‘赛思’奖评选”、“品牌推

荐”、“新品首发”等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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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渠道推广，精准买家点对点访问，电视台专题

采访，电台广播直播，报纸杂志、市内公交车车身投放

广告，大数据、短信、EDM等渠道推送展商信息及行

业资讯宣传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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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将联手国内优质电商“京

东商城”同期做“赛思奖”产品推广。

“赛思奖”是文博会的重头戏，获奖产

品将采用新策划新形式重装打造展台烘

托精品。从征集参赛产品开始就专注于

“高精尖”概念，一切基于打造“三品

战略”，培育“工匠精神”。更邀有政

府采购中心、北京大学工业设计研究

所、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央美术学院

等权威评审专家团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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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APP智能保险箱（4087） 

产品介绍：1、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APP软件采用多种加密技术，防止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密码被黑客盗

取，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技术第五研究所软件安全渗透测试，更

安全、更保险、更放心;  

3、实现远程监控和授权开门功能，在保障保险箱内部财物的同时，

不管身在何处，可以一手掌握财物安全;  

4、更注重客户体验;内饰PU皮使用对人体无害的环保材料，钢化玻璃

隔板表面经过表面覆膜工艺，产品无异味。 

二、上海实业马利画材有限公司 马利牌国画套装（E1304） 

产品介绍：采用先进的工艺，颜料颗粒超细，耐光性最佳、色彩艳而不

俗，可以充分体现中国画意境。传统中国画颜料是片状、块状或粉状，

使用中有诸多不便，影响了国画的进一步发展。出于对传统艺术的热爱

和执着，数代马利人孜孜以求，终于取得了突破，研制了可用于软包管

装的浆状颜料，用它作画色彩沉着、装裱时不再渗化，不仅如此，用它

作画，中国画之境界表现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马利公司在中国画颜料

载体形式上的突破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三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木5192大口径可调档削笔机 （5192） 

产品介绍：采用可调档式刀架结构，笔芯

粗细可随使用需要进行调节，产品适合直

径≤12mm的大口径普通铅笔等使用。该可

调挡结构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17年文博会风采    总第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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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宏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具博览会闭幕了，期间，近1.6万人现场参与，

展会网络信息持续发酵，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微信公众号等活跃的自媒体传播）有

3万多条展会信息被转发。 

北京，这个具有国际文化城市概念，是国内文化机构和消费者集中的地方，代

表了国内文化用品消费的高端水平，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具办公用品市场（2014年北京

文具办公用品销售额2459亿元，其中批发额1943亿，零售额515亿元），同时还可辐

射华北、西北、东北等北方纯销区。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具博览会选择北京恰逢

其时。 

文具博览会开局良好，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国内大牌企业和骨干企业多数到场一展风采。得力、广博、齐心、真彩、贝

发、马利、英雄、白雪、三木、康大、青竹、兴伟等企业或名品馆或专馆，特装亮

相，展示了行业先进水平。如得力的航空母舰展台等，生动地展示出产品和品牌的特

性。同时还有许多小而精、专而美的地方品牌企业加入，表现出国内文具办公产品的

丰富多彩。 

2、博览会主题突出。从文具到文创到文化，特色鲜明。对产品的展示和品牌的

宣传把握非常到位，共有200多个国内外品牌参展。一些大牌厂家的产品引发了非专

业观众的围观和询购，一些企业设置了现场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动手体验并享受文创

的乐趣，如单向历的线上线下互动和首正文仪的国外品牌产品体验区，美术颜料企业

展台的绘画区等。而和乐国学、马利举办的画法、颜料讲座和配套展示，以及名设计

师开设的“设计生活美学沙龙”等活动都折射出北京这座文化城市的需求和品味。 

3、宣传企业、宣传品牌、宣传行业效果显著，全媒体上场。 

    今年五月份，协会与中展集团在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近40家媒体参加；开展

前，组委会在北京大商场做活动宣传，同时互联网、商业微信广告、公众号以及地铁

车厢广告共同发力。北京电视台除了当晚新闻节目播报外，BTV的《直播中国》栏目

和《科教》频道现场专访企业并播出；央视《匠心》栏目对品牌企业进行专访播出；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播出展会新闻；互联网《今日头条》、《爱奇艺》等频道反复播

放；《视野直播》组织了现场360度展位直播，让没有亲临现场的观众有机会了解展

会情况；平面媒体70余家发了展会新闻；组委会公号圈粉达万人之众。 

2017年文博会风采    总第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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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展会组织相应配套活动，落实平

台建设效果明显。 

围绕展会平台建设，协会组织了紧扣行业

发展的相关活动。 

行业领军企业高层论坛。 

中轻联领导王世成发表主旨演讲，晨光集

团总裁陈湖雄、得力集团副总陈雪强、广博文

具总经理王君平、真彩文具董事长黄小喜、京

东办公总经理王成玉、马利颜料总经理徐文富等就互联网时代文教办公用品行业应对

挑战、抓住机遇的主题，就行业和企业发展发表了精彩独到的演讲，描绘出行业发展

的大趋势和前景。 

文教办公用品行业第一批团体标准发布会。 

发布了关注少年儿童以及学生安全的高水准的《包书膜与书套》和《橡皮檫》

两个团体标准，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司领导和协会领导就此发表讲话。以得力、晨光、

广博、齐心等领军企业为代表的14个参与标准起草的单位签订承诺书，推广和实施这

两个团体标准。行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环球文仪杂志应展会要求，邀请了中央政府采购

中心领导、协会领导、地方政府和界内营销高

手，就行业数据、政府采购、区域经济和市场营

销等企业关注点发表演讲，体现了行业发展的多

方面需求。尤其是中央政府采购中心汪处长的演

讲使大家了解了政府采购的运作方式和要求，从

而建立起企业与政采中心的联系。 

新品发布会。 

行业协会着力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举办专场新品发布会。

许多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品的发布推荐，依靠行业展会平台积极到位，充分体现了“四

新”特点，反映出行业科技研发的趋势。有的企业新品发布后在展会上就迎来了合作

伙伴。 

B2B外商洽谈会。 

展会组织了50家国外采购商进行面对面商谈，并同时到展位参观。展会结束不

久，已有外商要求看厂订货。部分品牌企业此次展会收获较大，不仅展示了产品、宣

传了品牌，还找到零售商伙伴、拿到订单。很多采购商表示满意，纷纷反馈订货产品

质量不错。 

2017年文博会风采    总第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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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业公益助学捐赠。 

向社会传达行业和企业扶贫助学的社会责任心。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兼秘书长杨志海、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省关工委副主任徐敬原，以及协

会领导和部分企业代表出席了捐赠仪式。杨志海部长充分肯定了企业扶贫助学捐赠的

意义，要求贵州省关工委将文教体育用品分发到最需要的学校去。这次活动开展不到

一个月，企业就捐赠了价值256万元的文教办公用品和体育用品。正如得力集团北京

公司王保军总经理所说：文教体育用品企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愿意为扶贫助学

做出贡献。展会上还有其他单位组织了向西藏地区

的捐献活动。 

6、各方重视，合力打造，保障有力。文具展

从筹备开始就受到各有关部门、各参展企业的高度

重视。协会从领导到秘书处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将

其作为协会今年的行业工作重中之重，动员各种资

源倾力打造。 

中轻联张崇和会长、王世成副书记、陶小年

副会长多次指示并分别出席展会新闻发布会和开幕式；中国贸促会会领导和工信部消

费品司的主要领导们也都先后出席活动或到会演讲；中展集团和华港公司主要领导现

场督阵；各大企业老总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坐镇。三木集团全部领导、齐心

集团所有副总都坚持到现场，并工作到展会结束，这些都是展会成功的重要保证。 

这次文具展从筹展到开展，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展出面积11000平方米，实

际到场人数15910人次，是一个规模尚小，但颇具行业特色和发展潜力的高水准展

览。但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 

1、要重点加强国内骨干企业和国外品牌商的招商，尽量按照专业馆布展，布局

全产业链、全品种、大规模展会。 

2、要投入资金和资源，对国内外专业买家招商下功夫。建立数据库为参展企业

提供相应的服务。 

3、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北京媒体集中的优势，多形式宣传产品、宣传品牌、

宣传企业和行业，不断扩大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为企业品牌营销助力。 

4、要加强对外联络，特别是与国际同行组

织联系，邀请境外行业协会来华访问或组团

参加展览，建立互惠互利关系。 

5、要完善各项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搭建

平台帮助企业和社会文化机构在展会期间开

展相关活动，为参展企业做好个性化服务。

（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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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主办 

《中国文体用品》是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主办的电子版刊

物，旨在宣传国家政策、反映企业动态、推荐品牌产品和企

业，交流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促进文教用品和体

育用品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文体用品》欢迎行业

同仁投稿：反映工匠精神，三品战略，各地文体用品协会动

态，企业资讯，企业文化，人文采风等文章；反映企业风

采，文化活动，当地风光等照片。投稿地址见右侧栏邮箱。                        

                         《中国文体用品》编辑部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主办  

   主编：罗沪生  

 责任编辑：王立明 

  请关注微信服务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阜外大街乙22号118

室  

电话：010-68396118  

网址www.csa.org.cn  

邮 箱 ：

cssga@sina.com 

2017年“赛思”奖   

参展企业（包括非会员）上报了四大类77个参赛产品，大多

为行业领军企业和骨干企业的优秀产品，代表了行业的先进制造

水平。共有47个产品获奖： 

金奖3个（学生文具、办公用品、美术画材各1）； 

灵动奖10个（学生文具4、美术画材3、办公用品2、纸品本册

1）；创新奖13个（办公用品3、美术画材4、学生文具4、纸品本

册2）； 

绿色奖7个（办公用品5、美术画材2）； 

新锐奖6个（办公用品1、美术画材4、学生文具1）； 

最受大众欢迎奖9个（办公用品5、美术画材2、学生文具1）。 

 

2018年“赛思”奖 

1,金奖:“赛思”奖的最高奖，每个产品类别1个； 

2、设计奖:最佳设计、创意设计奖，每个产品类别5个； 

3、创新奖: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研发奖，每个产品

类别5个； 

4、绿色奖:最佳节能环保奖，每个产品类别5个； 

5、产品奖:专业人士和消费者高度认可的产品，每个产品类别前5

名； 

6、大众青睐奖:联合电商平台，采用网络投票遴选出5大种类中前

10个产品。 

http://www.cs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