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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做生意给您家的感觉！

HGH India 2018

着第七届的成功举办，HGH 

随India再次成为家用纺织品、

家居装饰、家居用品以及礼

品的高质量的贸易展会，引爆印度市

场。参展商和参观者都有机会遇见他们

目前以及潜在的新的合作伙伴来发展他

们的业务。参展商的数量增长了

20%，参观者的贸易增长了14%。参展商

的参展品的质量也大幅提高，这说明此

次贸易展会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HGH India最大的亮点是三个展厅

的分类优化布局----1号厅为家用纺织

品、2号厅为家居装饰和礼品、3号厅为

家居用品以及礼品。此次展会欢迎参观

者以及参展者，他们可以把精力花费在

其相关的目标产品上。尤其是家居用品

和家居装饰类，在HGH India这些产品

更加显著。 

2018 HGH India有效的联络了其参展商

以及印度全部家用产品类别的零售商、

分销商、进口商、批发商、室内设计

师、机构买家以及贸易买家，巩固了其

在世界级、必须参加、创新风的、结果

导向的展览会中的地位。 

随着国内外的参展商以及参观者的数量

连续七年增长，2018 HGH India巩固了

其在印度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家居

用品以及礼品类的先进的贸易展会的领

导地位。 

此次贸易展会继续成为促进印度和国际

制造商、品牌、进口商和出口商之间的

贸易的重要论坛。如今，HGH India因

热情高涨的参观者热情高涨的参观者��

其在增强印度国内市场中家用产品潜力

的过程中起到的催化作用而得到了印度

政府以及马哈拉施特拉州政府纺织部的

认可。�
热情高涨的参观者�
来自全印度480个城镇的主要的零售商

的34960名顶级决策者，包括百货商

店、大卖场、专卖店、在线零售商、传

统零售商以及特许经营人、进口商、分

创新越多，业务越多创新越多，业务越多创新越多，业务越多

Post-show
Report

销商、批发商、机构买家、企业礼品买

家 和 室 内 设 计 师 到 访 2018 HGH 

India，相比去年增长了14%。

贸易参观者和参展商表示，将展期合理

的安排到印度采购季开始、新颖的产

品、高质量的商业环境、紧扣时尚趋

势、服务周到以及致力于印度市场都是

他们持续参加与到访HGH India的关键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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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家居用品以及礼品的概述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家居用品以及礼品的概述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家居用品以及礼品的概述

参展商的增长参展商的增长

在一次出口调查中，许多参观者激动的

表示HGH India年复一年的新产品、更

多的参展商、创新设施并启发新的商业

理念带给他们惊喜。

超过80%先前的参展商以及90%先前的参

观者再次参加2018 HGH India，表示了

此次展会对于卖家和买家都很重要。

参展商的增长

总体上，参展商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

20%，而总展览面积增长了30%。这也表

明每个参展商拥有更大的空间。来自

30个国家的600余家制造商以及品牌展

示 了 他 们 的 产 品 ， 使 得 2018 HGH 

India成为印度市场中最大的家用产品

的贸易展会之一。印度以及国际的参展

商的数量较去年都有所增长。

许多来自全印度的领先的品牌和制造商

都是定期参展，向零售商和批发商推出

他们最新的创新技术、新的产品线以及

贸易计划。HGH India上，一些家用纺

织品、床垫、家居用品、手工艺品、礼

品以及装饰配件类的国内市场领导者以

及主要的出口商首次亮相印度市场或者

巩固了他们在现有市场地位。  

有来自土耳其、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的独立展馆，以及来自意大利、比利

时、德国、荷兰、英国、奥地利、土耳

其、俄罗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泰国、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

联酋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独立参展商，

国际参展商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对于

炊具、厨具、卫生和餐厨用具、餐具、

仓库、塑料家用器具、清洁和卫生产

品、户外产品、家用纺织品、百叶窗、

床垫、装饰配件、手工艺品等类商品给

出了令人满意的商业反馈。 

此外，一些国际品牌和制造商通过印度

分销商和商业伙伴成功展示他们的家用

良好的业绩良好的业绩

纺织品、家居装饰品、壁纸、地毯、木

地板和合成地板等以及家居用品和礼品

类的产品。

良好的业绩

2018 HGH India证明了印度消费者对于

更优质的家用产品的需求激增。许多零

售商寻找具有很好的品牌价值的高质量

的产品，显示出更加偏爱价格便宜的产

品，价格驱动选择。印度本土以及国际

的参展商所提供的高端的炊具、家居用

品、家用纺织品以及家居装饰品得到了

超乎预期的好评。

跨行业的知名的印度品牌不仅可以遇见

来自印度各地的经销商并与其进行业务

往来，而且还可以遇见一些未开发区域

参观者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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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和参观者的基数进一步增加
HGH India的参展商和参观者的数量连续七年增长，使其成为印度市场中同类别发展最快

的贸易展会。上面的图清楚的反映出买家和卖家的资深决策者和市场领导者可以通过HGH 

India巩固市场地位。

来自全印度480个城镇的34960名重要的贸易参观者来自全印度480个城镇的34960名重要的贸易参观者来自全印度480个城镇的34960名重要的贸易参观者

2018



超过80%参展商的卓越业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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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30个国家的600余家品牌和制造商的产品

的新分销商。国际参展商表示他们可以

联系一些知名分销商以及品牌代表，与

他们合作将成功的扩大他们的印度市场

占有率。贸易展会上，零售商从固定供

应商处订购了大量现场订单，许多参展

商也从知名零售商以及新晋零售商订购

了试验性订单。

印度和国际参展商能够接触许多高潜力

的买家并且长期合作，因此可以扩大他

们在印度国内的家用产品市场的占有

率。

参展商们对取得的成功欣喜若狂，将近

60%的参展商表示下一年会再次更大规

模的参展。此外，贸易展会以商业为中

心的理念为快速有效的进军不断发展的

印度市场铺平了道路。 

 如床单和浴巾、床垫和枕头、地毯和

地毯、地毯和门垫、装饰布艺、桌布、

厨房抹布以及厨房配件、壁纸、百叶窗

和窗饰、家居装饰品、炊具、厨具、餐

具、一般家居用品、礼品、手工艺品、

香水、Spa用品以及其他相关家用产品

类的参展商借助2018 HGH India不仅在

大都市以及A级城市、还有二线和三线

城镇扩大他们的分销和零售网络。

 第八届HGH India定于2019年7月2日-

4日，在孟买的孟买展览中心 举行。

下一届下一届下一届

一届贸易展会2019 HGH 

下India将 于 2019年 7月

2日-4日，在孟买戈尔

甘的孟买展览中心 同一地点举

行。一如往常，组织者对于第

8届HGH India提出了建议，增添

了许多创新以及新特色，这些方

面使得对于参观者和参展商愈发

有益。从今年强烈的反响来看，

下一届的展会国际参展商的参与

度可能进一步的提高，更多关于

参展详情以及最新展会视频，包

括参展商以及参观者的评论，尽

在www.hghindia.com。

2019年7月2-4日，2019年7月2-4日，
孟买孟买

2019年7月2-4日，
孟买

重塑印度遗产

2018-19趋势

度因其繁多设计和工艺遗产享誉

印全球，包括由高超技艺的技工以

及工匠制作的手工艺品。今年

HGH India发起了一项倡议，在全国集中推

广如手工艺品、椰子、黄麻和印度土布，

推动印度此项遗产的发展，这得到了几个

国家机构如发展委员（手工艺）、纺织

部、印度政府以及这些部门下属其他工业

协会的支持。在各种家用产品中反映出印

度文化有趣的差别，零售商重新审视印度

遗产部分，从中看到了重要的以及长期的

商机。 

高质量的手工艺品的制造商展示了他们的

出口托收，在手工艺品出口促进委员会的

支持下首次亮相印度国内市场。手工艺品

大型集群代表团组织了来自勒克瑙的奇坎

卡里 的一些列产品、来自普杰大型集群的

工匠的著名的库奇刺绣、皮革制品、艺术

金属制品、圆珠工艺、罗根工艺家用纺织

品、家庭饰品和家居用品进行参展。椰子

委员会、国家黄麻委员会、COHANDS、克什

米尔工商会以及工业部、北安恰尔邦政府

也积极支持他们的成员携产品参与展会。

HGH India提供了一个主题馆，由拉希纳桑

达德 的学生展示印度土布在家用纺织品的

创新应用，拉希纳桑达德 是著名的建筑、

室内设计和时尚等领域的艺术学院。展馆

是由首席建筑师 谢里什帕瓦特卡尔 的设计

团队设计的。

参观者非常欣赏HGH India，几位国家获奖

工匠以及手艺人用金属、木材以及陶土现

场制作手工艺品来展示他们的技能。

过HGH India的中心主题展现

通出2018-19印度家用产品市场

的的趋势，即#转变。

德国 萨姆+奋乃吉尔 工作室联合HGH 

India趋势团队使得趋势概念化以及实

现，根据灵感、色彩、设计和材料为印

度家庭建立和采购新产品的趋势指明方

向。这些趋势包含在一本关于贸易和工

业的趋势手册，可以从组织者处购买。 

一个精心制作的趋势展馆可以帮助参观

者更好的理解这些趋势并了解实际商业

产品中的如何实现。

今年四个次级主题（趋势）包括#时髦

家居、#自然柔和色系、#收纳室、

#ASM艺术文化，迎合了家用产品的所有

类别的商业---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

品、家居用品和礼品。趋势团队为趋势

馆选择的产品反映出按照HGH India参

展商很高的设计和创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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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主要客户主要客户

“这 是 我 第 三 次 来 到 HGH 

India，并且我很荣幸成为第

七届纪念活动的一员。此贸

易展会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从第一年起，

它就推动了家用纺织品、家居装饰品、家居

用品和礼品行业的发展。今年，大量涌入

600余家国内以及国际品牌及其特色产品参

与展会，这也证明了它的成功。”

IAS 的 卡维塔·古普塔博士

参观者参观者参观者

“HGH India对于国家市场而

言是一个伟大的贸易展会，

它年复一年的增长并且现在已经达到了国

际级展会的水平，起初我猜想可能在1~2天

之内完成我此次展会之旅，但我错了，因

为此次展会非常庞大并且在3个展厅内展示

了多种多样的产品，范围之广需要用心去

研究，我对趋势馆印象深刻，因为他们超

越了行业标准并且很高心看到国际参展商

的质量。”

维诺德卡哈德⽡尔

“很 高 兴 看 到 每 年 HGH 

India都会提供新的东西，我

非常喜欢其所包含的B2B理念

并且从它的第一年以来的变化是不可估量

的。今年国际参展商的数量非常巨大，展出

国内以及国际产品的标准也有所提升。今年

我最喜欢此次展会中的家用纺织品、家居装

饰品和家居用品三个分类以及大厅的布局。

静候2019 HGH India。”

汉斯·乌迪希

“我淹没在2018 HGH India现

场的人海中并相信它从第一

届以来已是指数级的增长。

今年增填了大量新晋参与者、类别以及产品

并且我坚信我在这里的三天将对发展我自己

的业务非常有益。我们已经与非常多的参展

商建立起合作关系，我个人相信此次贸易展

会是同类家用纺织品展会中最好的。”

苏尔曼希兰尼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

“我们非常高兴得看到HGH 

India的成果，尤其是今年。

我觉得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们仅是通过我

们的协会演变而来的。今年我们通过

AIWA有超过30个品牌参展。我预计明年我

们的参展商数量将会进一步的增长。我对

今年的趋势馆印象非常深刻。事实上，我

们已经把这些趋势的一部分融入到我们所

展示的产品中。我期待2019 HGH India。”

凯⽡尔梅塔

“我们从2012年HGH India的

第1年就成为其中一员，我们

很高兴再次成为展会的一部

分。这三天，我们的产品已

受到好评，每年我们都期待遇见来自印度不

同地区、城镇的零售商和贸易买家。在我看

来，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完美平台。我相信

这个行业仍在发展，因此，我感谢 HGH 

India三天贸易展会持续为我们提供一个展

示我们新理念以及产品的平台来巩固我们与

的参观者的合作关系。”

拉杰什马哈詹

“在过去的6~7年间，我们一

直参展HGH India，这个协会

每年都在发展壮大。今年，

我们特别的成功，收获了大

量的优质参观者，每年我们在HGH India参展

一个新的展览目录，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

展示我们产品的理想的平台，今年我们推出

25种新式和不同的壁纸系列。”

普拉塔普梅农

“这 是 我 们 第 三 次 与 HGH 

India合作，今年的反应令人

满意。我觉得它更加简洁，尤

其是产品类别的划分。这使得

展会的导航按照客户的个人偏好提供了一个

完美的流程。我们有来自不同地区和空间的

参观者群，如有组织的零售商、B2B、电子商

务和一般贸易。我相信HGH India有很好的品

牌价值，这对于供应商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

 贾扬特摩尔

“今年，伯格纳 的市场占有

率很好，从去年就开始有着

显著的变化。我见证了HGH 

India自成立以来的持续进步。从几年前仅

有3~4个展位到今年的家居用品和礼品的专

用展厅，这些转变是相当明显的。这个特

别的年份，虽然有大雨，第一天我们收到

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好，因此，我期待与HGH 

India长期合作。”

阿⽶塔布舒克拉

“我观察到HGH India每年到

场的参观者的质量都在提

升。今年也是如此，虽然有

大雨降临，但反应还是令人

满意的。这展示了HGH India更加普及其价

值，使得我们更加确信我们要每年参与和

支持展会。此外，HGH India团队一如既往

的表现出色，使得此次展会非常成功。我

想说我期待增加家用纺织品类的参展商，

即1号厅，因为我主要见到的时2号厅和3号

厅的增加。即使提供给参观者的服务也是

非常好的，我为HGH India点赞。”

拉杰尼乌斯阿罗拉�

“我见证了HGH India的巨大

发展以及每年到访的买家标

准的提升。我也觉得对于任

何参展商推广他们的新产品

和系列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平台，因为可

以看到每年的令人满意的效果。今年，我

们推出我们附有崭新目录的签名集以及我

们所展示其他产品的反应，使得我们更加

期待参展2019 HGH India。”

尼廷·古普塔

“这是一场卓越的贸易展

会。虽然展示部门的一部

分，即手工艺品，包含了小规模的工匠，

但反应已经令人满意。因此，我们很高兴

发起这项倡议，展示我们多种多样的家用

纺织品和家居装饰品类手工艺品，并通过

HGH India来发展这个部门。”

普罗迪斯库马尔

印度政府纺织专员 全印度壁纸协
会秘书长

伯格纳 业务主管

孟买家用产品
采购和销售部总经理

马斯帕 总经理

DCTex副董事长

印度班加罗尔 精致
家庭与生活部总裁

马歇尔董事

思博英飞特 执行董事

大提琴-销售经理
手工艺品大型集群
代表团-CEO

海得拉巴 达尔潘 家具
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