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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展会介绍
◎展会简介    ◎UFI认证    ◎本届概况



成都国际宠博会

成都国际宠物博览会（简称：成都宠博会）
于2012年创办，是集宠物食品、用品、医
疗、美容、贸易分销、宠物赛事、活体展
览及表演、宠友采购及游乐等功能为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博览会。



荣获UFI认证

UFI是国际展览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s UFI）的简称，于

1925年在意大利米兰成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UFI是迄今为止世界

展览业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也是展览业界唯一的全球化组织。

2019年11月成都宠博会顺利通过UFI国际认证，表明成都宠博会在展

会的规模、办展历史、国外参展商比例、国外观众的比例等方面得到

了国际专业机构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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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YOUR GREAT TITLE the world of PowerPoin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展会概况

展会时间: 2020年7月16-19日

展会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4-6号馆

展会面积: 40000平方米

参展商家: 457家（同比2019年增长16%）

观众总量: 68729人（同比2019年增长67%）



02 数据分析
◎观众分析      ◎历年对比    



观众总量：68729人

本届展会观众总量同比去年

增长了67%

专业观众：10309人

本届展会专业观众同比去年

增长了71%

普通观众：58420人

本届展会普通观众同比去年

增长了66%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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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展会亮点
◎专业活动   ◎大众活动

◎展商集锦   ◎现场人气    



01 03

02 04

专业活动

05

会议论坛
名师大咖面对面交流，

倾听业界精英声音，

携手引领西部市场！

行业领先品牌荟萃，

宠物界新品精品展示。

精品展示

世界名猫齐汇聚，

宠物界高规格贵族赛事！

GCCFA猫赛

萌宠造型赛

八大赛环同时比拼，

知名裁判现场坐镇！

犬运动赛事
敏捷、飞盘、24杆竞速，

现场轮番上演，惊喜不断



Insert Header Topic Here

We have many PowerPoint templates that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help 
anyone that is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of PowerPoin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e have 
many PowerPoint templates that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help anyone that 
is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of PowerPoin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大众活动

萌宠行为诊疗所

遛狗匠创始人石头老师
现场讲授如何文明养犬

宝仔屋疯狂动物城

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花式飞盘，敏捷穿越，上演神犬特技！

petting zoo

各路异宠，集中卖萌，
带你畅游小宠的奇妙世界！

萌宠造型赛
萌宠现场变装，百变大咖秀
呆萌酷帅，可盐可甜

创意烘焙大赛
萌宠蛋糕装饰，营养餐搭配
为了萌宠健康，人人都是食神

E宠直播间

走进大咖直播间，
亲身体验现场带货。

萌宠运动会

拒绝美食诱惑，冲刺障碍关卡
与萌宠默契配合，爆笑上演

特惠售卖场

大牌好物特价放送，
专场特惠，给你想不到的低价。



02
萌宠锦鲤 

现场打卡集章，抽取萌宠大锦鲤
终极礼包价值上万，观众参与热情高涨

03
摄影展示 

萌宠摄影作品展示区，
打造萌趣拍照打卡点，现场展示萌宠魅力

01
一元拍卖 

成都宠博会历届保留项目
各大品牌好货，全部1元起拍

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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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参展商一览



参展理由

成都国际宠博会与亚洲宠物展的强强联手，引
入了更多国际化品牌和多元绚丽的产品。开创
新的行业局面，双方凭各自优势和丰富资源，
聚合国际顶尖品牌，为有开拓中西部市场的企
业提供了更高效的展示、交流、合作平台。

国际影响力
行业商协会的全力支持

成都国际宠博会与行业协会有着紧密联系，共
同为行业为企业赋能；并组织优质买家团到现
场参观采购，解决用户的需求、困难。共同携
手打造中西部宠物行业盛会。

精准买家服务

我们一直针对中西部宠物行业做深入的服务，努力推
动中西部宠物行业发展。积极了解企业与买家的需求，
努力把行业平面化，让企业与买家无壁垒对接。企业
能清晰看到中西部市场，买家能零距离接触企业，我
们提供专业团队对接服务，提供无障碍沟通平台。

一线宣传覆盖全区

历经九届的数据沉淀和积累，我们汇聚了庞大精
准的数据资料。为我们的观众组织邀请，提供了
夯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保障。能够长期为行业朋
友提供展讯、传递最新的行业资讯，商家新品推
荐，满足客户需求。



 

 

展台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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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展会宣传
◎线上宣传   ◎线下宣传   



01
新媒体
微信朋友圈、微信大号、微博等广告投放，
公众号累计粉丝超过8万人，此外还与50多个
微信大号、大V进行合作宣传。

02
短视频、直播
针对疫情影响，首次开通线上直播，累计观看
超1万人，并通过抖音短视频、小红书等进行
展会宣传，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2100多万。

03
邮件、短信
定期邮件发送6万次，手机短信3万条，并通
过亚宠展进行特别邀约，客户资源快速升级，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04
媒体合作
与150多家行业网站及杂志媒体进行联合宣
传，除此之外还通过各大行业协会组织邀约
各地专业观众。

线上宣传



海报、宣传册
成都地区、四川二级城市及周边省市，包括重庆、西安、
云南、昆明等地，宠物行业相关门店发送展前预告册。

活动宣传
前期通过组织线下宠友活动，联合异业，扩大宣传。如太
平洋影院、339猫展活动、小区宠物疫苗活动等。

广告投放
四川卫视、四川三台、四川四台、成都一台等电视台广告及成
都300多个交通要道广告牌投放，全方位多渠道扩大宣传范围。

线下宣传

01

02

03



专业Call Center团队全面进行
全国范围内的专业邀请。

地毯式宣传邀请，各地全覆盖

深入行业市场进行参展邀约工作；深化相关政府
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团体、学校的合作与宣传。

拥有专业核心买家团队，一对一无缝衔接厂家去
需求方。 EDM邮件定期向专业观众发送，确保
邮件精准的送达目标客户。

新媒平台推广在充分利用行业网站、
微信、微博等基础之上。同时加入抖
音、网红、直播等新元素，针对目标
客户群体最大化曝光展会相关信息。

组委会赴国内参加相关同行业所有
展会，并进行现场招商及组织观众，
针对全国业内人士做深度邀请积及
推广宣传。



明年再聚

成都国际宠物博览会十周年

-“心”的期待  共享未来 -



第九届成都宠物博览会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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