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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HF

你不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尝试进入和抢占中国市场的方式，参展 CHF 2017，

你将置身于中国马产业的前沿市场。

中国的马产业市场发展很迅速，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北京红朗姆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动态

截止到2016年10月，全国各类马术俱乐部已达到907家；2015-2016年，全国新增马术俱

乐部近100家，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在全国马术俱乐部中，会员人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40%，全国马术俱乐部会员总人数超过

27万人。

全国运动进口马匹数量已经超过8000匹，且每年以10%的速度新增。

国内马术俱乐部拥有的马匹中，43%为进口马匹，国产马匹占比57%。

截止2015年底，中国在全球进口马匹投入的资金超过5亿元人民币。

自2007年创办以来， 北京国际马业马术展览会（CHF）就伴随着中国马产业一起成长和发展， 

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规模最大、成熟度最高 、国际知名度最大的， 服务于专业马术运动与休

闲乘骑整条产业链的贸易平台。

2016 年10月19日-21日，第十届CHF在北京成功举办。展会期间，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147 

家参展企业与3000多位来自全国优秀的马匹繁育与马术体育休闲机构的专业观众进行了有效

的面对面的贸易磋商 。展会效果受到了参展企业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马产业在中国迅速发展

▲ 专业买家在展位上与供应商洽谈业务 ▲ 马业专家在展会现场讲授专业知识 ▲ 国外骑手驾驭汗血名马展示骏马风采

成长的市场  新兴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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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参观了CHF?
CHF帮助您与国内900+俱乐部
建立业务联系，他们包括：

CHC杰士马主俱乐部

北京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

北京 中联骑士联盟马术俱乐部

北京 翊天行国际马术俱乐部

北京 骏威国际马术俱乐部

北京 唐人马球马术俱乐部

北京 西部巨人马术俱乐部

北京 蟹岛马术俱乐部

北京 新铂骊马术俱乐部

北京 龙威环宇马术俱乐部

北京 东方马汇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 亚萨国马术俱乐部

北京 天赐圣泉马术俱乐部

北京 西坞马术俱乐部

上海 松声马术俱乐部

上海 国际马球马术俱乐部

江苏 苏州英伦骑士马术运动俱乐部

山东 济南彤骏天下马术俱乐部

山东 马语者马术俱乐部

辽宁 大连市万豪马术俱乐部

辽宁 鞍山千山马术俱乐部

辽宁 沈阳精英汇马术俱乐部

辽宁 沈阳红星马术俱乐部

吉林 长春三利国际马术俱乐部

云南 中信嘉丽泽马术俱乐部

四川 天晓马术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还有很多很多

近年来， CHF 每年都能成功吸引来自国外的100多家马
场、马术俱乐部、马具经销商前来参观 。截止目前，共
有除中国以外的56个国家的专业买家曾经参观过CHF，
并在现场与展商达成合作。

的国内马术俱乐部
已经参观了CHF

70%
的北京马术俱乐部是

CHF的专业观众

80%

CHF的国际观众来自于哪里？



观众希望在展会现场见到哪些参展商？

马匹买卖/配种/调教

服饰/护具/配件/其他骑手用品

装饰品/纺织品/金属制品/马鞍/挽具/其他皮制品

饲料/营养品/保健品/兽医相关

马房设施及服务/康复和动物福利设施及服务

运输设施/服务

赛马场/赛马会/马术赛事及节庆/马业特色旅游/体育管理/赛马场设施

培训/赞助机构/行业媒体

78%

80%

80%

71%

63%

53%

79%

25%

在今年的展会现场我们见到了一些新的企业和品牌；今年展会同期的论坛活动也办的特别成功，

主题内容非常丰富，专业性也很强。

——北京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  喻晨 女士

我每年都会来参观CHF，今年的展会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现场观众的专业性也比往年提升

了很多，而且在现场活动和论坛讲座方面丰富了更多的内容。CHF十年的坚持非常不容易！期

待能有更好的发展和创新！

——大连凯洋国际马术俱乐部  傅宇飞 先生

今年CHF的现场活动办的非常好，论坛区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很多专业观众；在现场也见到了很

多新的企业和新品牌，展会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期望以后越办越好。

——昆明中信嘉丽泽马术俱乐部  张翔 先生

观众具有怎样的决策影响力？ 观众来自哪种性质的公司？ 

总裁/董事长/总经理/总监/马主 

经理/项目经理/部分主管 

钉掌师/兽医/教练 

马术爱好者 

记者/教师/学生/艺术家 56%

21%

10%

9%

4%

俱乐部/骑术学校/马场/马球会 

马主/骑手/马术爱好者 

赛马场/赛马会 

代理/贸易商 

制造商 47%

25%

12%

10%

6%

我们的观众如何评价CHF？

谁参观了CHF?

* 我们帮助你与超过3000位的专业买家建立业务联系

* 77%的专业买家具有采购
决策权或参与权

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买家



不要只听我们的一面之词……
这里有来自CHF展商的“声音”

为什么参展CHF？

展商评价 

我们通过CHF这个平台有效地进入了中国马产业市场， 建立了最好的客

户群体。事实证明，Botanica International Ltd在中国市场非常有利可

图，我们的销售额正在快速增长 。目前，我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接近

100 万美元 。因此，我们才能全面翻新我们的仓库，包括扩建办公室和

高级洁净室，增加存储和生产空间 。同时，也能够利用在中国的基础去

扩展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市场。

                                         ——Botanica International Ltd（爱尔兰）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展， 在展会现场认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马场和俱乐

部。CHF 是一个专业性和国际性都很高的平台，对我们企业推广产品和

品牌很有帮助。

                                            ——南京诺湖贸易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岩

展商达到参展
CHF2016的目的

97%
展商表示会考虑

继续参加CHF2017

99%
▲ 展会现场法国展团人潮涌动

▲ 展会现场专业买家认真挑选展品



为参展商提供（全年度）整合推广营销解决方案

展前宣传期 展会现场 展后宣传期

展前6个月 展前3个月 展期3天 展后1个月

展商展品预览/新品发布

展台展示/现场活动

展会会刊展示

1对1电话/短信/邮件/直邮邀请专业买家

行业协会/媒体线上和线下推广

赞助推广机会

数字媒体推广（EDM、微信、微博、官方网站）

现场广告位 证卡/挂绳 证件门票 会刊/美工 手提袋官方网站 EDM/短信 论坛冠名 酒会赞助 场地围栏

展会亮点

展会规模持续扩大   CHF 2016参展企业数量较上届展会增长11%， 首次参展的国内外新企
业数量超过50家。

决策力的观众    CHF 吸引了超过3000位来自全国优秀的马匹繁育与马术体育休闲机构的专
业观众前来参观，77%的观众具有采购决策权和参与权。

国际水平   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比利时、阿根廷等世界马产业强国，都曾以大型国
际展团的形式集中展示其前沿产品和先进服务。展会国际参展企业数量占到了参展企业总数
的50%，展会国际化水平非常高。

推介会  “展商产品推介会”与展会同期举办， 提供给参展企业一个推荐自己产品和服务的
好机会，有效帮助专业买家更好地了解参展企业的产品和品牌。

马匹展示    参展CHF 2017的马匹贸易商将有机会在展会现场向专业观众展示待售骏马， 吸
引每一位买家的目光。

立足北京    北京是中国马产业的中心，是马术俱乐部最为集中的城市，也是马匹和马具交易
量全国最大的城市。北京是马术运动最为活跃的市场，拥有全国最多的马术爱好者，每年举
办许多赛事。CHF选择北京作为展会的举办地，能够起到立足核心马术运动和马匹贸易市场，
辐射全国市场的效果。

专业场馆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距离首都国际机场 1.5 公里，紧临天竺工业开发区与温榆
河绿色生态走廊，是目前全国设施一流的现代化展览场馆之一。新馆地址更方便于马匹进出
展馆，周边集中数家北京知名马术俱乐部。

赞助机会

为什么参展CHF？

每位参展商都争先恐后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这一切变得容易吧！引导专业买家来到您的展台并且

确保他们认识您的品牌 。 CHF 赞助机会可以帮助您的公司 、品牌 、产品在中国马术行业中脱颖而出 。

CHF 赞助机会非常的多样化和实惠，是您不容错过的选择。



500家的企业曾经参展CHF，使展会成为马产业最理想的交流平台！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埃  及 阿联酋 爱尔兰 比利时 波  兰 丹  麦 德  国 

俄罗斯 法  国 荷  兰 韩  国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美  国 葡萄牙 日  本

瑞  士 瑞  典 乌克兰 新西兰 西班牙 意大利 英  国 印  度 中  国

联系我们 
上海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参展咨询 
魏喜 先生
电话：021-5852 6739
邮箱：oliver.wee@hope-tarsus.com

茆晓妮 女士
电话：021-5852 7126
邮箱：moseanne@hope-tarsus.com

项目合作
欧阳芳晔 女士（武汉办事处）
电话：027-8736 2631
邮箱：sonia@hope-tarsus.com

媒体合作
王同轩 先生（武汉办事处）
电话：027-8736 6951
邮箱：tyrone@hope-tarsus.com

关注我们
www.chinahorsefair.com.cn

CHF马展 

CHF马展 

参展CHF 2017，加入这些来自全世界的展商，与他们一起，共同展示，共赢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