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胡志明市木具&
家具出口博览会

2023/2-22-25
SECC - HCMC



背景

经5个协会的5个执行委员的同意和授权：5个协会会长代表成立组织展会公司

名为Viforest Fair，该展会服务于越南木业战略，争取国际组织和政府的资源，

服务于木材工业的增长于持续发展的目标。5个协会的公司得到了工贸部和农

业发展农村部这两部的同意和支持。

5个协会中的第一个展会是Hawa Expo，将于2023年2月22日至2023年2月25
日在SECC City举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Viforest fair 还将在平阳省举办机械

展，在同奈省举办木材展，在平定省举办户外家具展等。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Viforest fair 的Hawa Expo，使5个协会的展会取得圆满成功。

致上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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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大厅(8.800 sqm): 家具&陈设品
● B大厅 (8.800 sqm): 家具&陈设品
● 室外区域  C4 - C5 (300 sqm): 木屋, 景观, 户外家具
● C1,2,3区域 (800 sqm): 家具, 材料, 配件, 硬件

展览规模及陈列商品组



GROWTH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研讨会、讨论会、参观工厂、陈列室、其他活动

直接&线上  
形式 

体验 

购买方与参展商之间以及参展商之间的
连接

交流 

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
新市场：中东、东盟、印度等

市场

当地出版物、  广告、 社会媒体 , digital, 
online publicity, 新闻, email marketing, 

Event…

营销 购买方 

参展商

室内家具、  户外家具、办公家具、
纪念品和工艺品、装饰配件、生产
配件等。

商品

购买方：在国内和国外
参展商：家具、附件、装饰配件、等。

客户



HawaExpo“One-stop furniture sourcing show”讲述

了越南木制业的多样性，是展示当地制造商实力的地方，

满足供应链对多样性和质量、高品质的需求。

HawaExpo 2023
 
GROWTH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不仅专注于展示产品、连接贸易， HawaExpo将投资新设计、年

轻设计团队和相关行业企业的产品展示空间。励志展览空间： 
ASEAN Furniture Pavilion, Designed by Vietnam 
Pavilion, Acacia PavilionHawaExpo



2023年亚洲国家国际木业连锁博览会

作为AFIC东盟家具委员会成员国连锁展会中的重要一环，HawaExpo 将成为国际购买方参观的第一站。接下来将是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博览会......

2月份26 – 28日: 参观工厂& 旅游



One-stop Furniture 
Sourcing 

将于 2月22 日至 25
日举行，有数千种产

品、不同的市场、丰

富的产品系列

B2B Matching

在组织部支持下，在

公对公交流区域举行

参观工厂

从2月26日至28日代表

团帮助购买方有机会接

近邻近省份的工厂

在线展会在
HOPE平台

What’s New?
购买方与参展商之间有效的贸易

结合 Hopefairs.com在
线展览为期 3 个月，有
助于企业在展会之前、
期间和之后接近到潜在

购买方.



指导布置、陈列、好技巧和
公对公有效交流的经验

使用传销邮箱、社交媒体工具向

潜在购买方宣传参展商的产品

多样化的研讨会、讨论会以更
新市场定位：ESG、回收材料、

市场要求

What’s New?
OSE (Organizer support Exhibitor) 协助

参展商的活动

培训课程 宣传  会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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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aExpo After Dark: 参观陈列室、发觉、连接和文化交流。

Buyer Hospitality: 介绍酒店、餐馆、交通、参观景点等便捷服务。

Business travel: 旅游结合出差如：参观景点、传统工艺村、享受美食、

打高尔夫球等。这将是一场出差结合旅游令人感兴趣和有深刻印象。

What’s New?
OSB (Organizer support Buyer)
吸引购买方的节目

组织配合:  越南旅游协会



通过在国外的越南工业、驻商务
处、Vietrade和贸易部的支持进

行接触国际购买方

与合作伙伴配合，组织迎接
重点市场的采购方来参观博

览会。
通过专业活动、国际博览
会向国际购买方宣传博览

会。

吸引购买方来到HawaExpo

越南商务在各
国

专业活动 购买使命



通过HAWA的数据系统，HAWA直接向10,000多

个国际购买方电子邮件进行推广。

吸引购买方来到HawaExpo



国际媒体合作伙伴



国内媒体合作伙伴



Quản lý hội ch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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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A执行部将直接给出具体的方案并参与指导
活动节目，包括：

- 战略发展部
- 对外部
- 协助参展商部
- 协助购买方部

HAWA执行部

15名热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在多个领域拥
有多年经验:

- Exhibitor Dept
- Buyer Dept
- 传播 & Marketing
- 活动
- 连接供应商
- 金融  & 后勤 

运营团队

- LAITA - 创造合作伙伴
- 专家、设计、施工、媒体方面的其他合作伙伴。 

专家和合作伙伴



非常感谢!

Website: www.hawa.vn Hotline: 090 250 7770Email: info@hawa.org.vn

Contact persons: Ms.Hieu + 84 944736530;    Ms.Nhu +84907132670;     Ms. Kim +84 988002616;     Ms.Tuyet  +84989707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