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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政治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京津翼都市圈的核心，影响力辐射整个华北市场，是宠物

行业各商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2019年3月“北京宠物用品展”将正式亮相北京展览馆，聚焦中高端宠物用品市场，汇聚国内外品牌企业和优

质产品，借势母展21年积累沉淀，北京展致力于打造华北地区宠物行业食品、用品、医疗和服务的全产业链

精品展示平台！

北京宠物用品展
2019亚洲宠物展子展登陆帝都

3月22日-24日

选择

北京宠物用品展
的理由

Why Pet Fair Beijing?

借势亚展 资源共享
借势母展资源，延续品牌保证，三展联定，资源最优

助品牌渠道下挖沉深，
覆盖华北区域市场
立足北京，辐射北方诸多城市，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升

级，多元化渠道拓展及价值提升

直面 6000+
宠物行业从业者
巩固及开拓北京及华北地区贸易关系网络，迅速扩大

品牌影响力

终端与渠道并重，
直面 40,000+
终端消费者
直面精准养宠人群终端教育、消费采购 , 北京及华北地

区爱宠人士的年度盛会



立足北京深挖华北 区域专业渠道全覆盖

精准打造高品质华北宠物区域展

依托母展亚宠展二十余年办展经验与宠物行业资源积累，精准定向邀约北京及华北地

区观众、买家，辐射华北以及全国宠物市场，宠物行业意见领袖鼎力相助，共同促

进华北地区宠物市场发展，以“创造商机、引领趋势、服务行业”的理念，塑造华北

宠物行业全产业链的全方位展示平台。

主办方凭借操刀亚宠展20年的观众组织经验和多

年积累的媒体资源，原班团队的策展经验创意，

同时结合当地主流媒体深度合作，预计将吸引

40000+终端消费者到场

谁来参观？

Who are 
the visitors

华北宠物爱好者
年度盛会
品质高端区域展 

直面40,000+终端

预计

专业贸易观众

6,000
终 端 消 费 者

40,000

代理商

经销商

生产制造商 营养师

宠物爱好者等宠物美容师

兽医师零售商
（门店、电商）

贸易商



对话宠物行业
北京宠物用品展同期举办多场活动，主题研讨会及论坛，

汇集国内外专家人士与参会代表互动，探索行业发展，分

享经验，共促华北宠物行业市场繁荣发展。

更多精彩活动
请留意公众号更新

更多精彩活动
请留意公众号更新

2019年3月22日  09:00-17:00 周五 专业观众参观日

2019年3月23日  09:00-17:00 周六 公众参观日

2019年3月24日  09:00-17:00 周日 公众参观日

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下，往东步行约500米；

地铁2、4、13号线西直门站下，往西步行约800米

展品范围
宠物食品丨主粮、零食、食品添加剂、食品加工机械、食品

包装技术等

宠物用品丨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容用品、洗护产品、

训导用品等

宠物医疗丨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生物制

品、保健品、饲料、处方饲料、检测试纸及试剂等

宠物周边丨宠物服务、宠物媒体、宠物电商、APP 等展会时间 

北京展览馆（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5号）

展馆地点

RMB 1,200/m2

RMB 2000/个 

光地展位        　(30m2起租)

标准展位            (12m2起租)

其他费用                   转角费

RMB 1,1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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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InnovAction 宠物新品新风尚 

PFA Awards

医疗会丨医院管理层年会

宠物美容造型大师秀

宠物医疗学术研讨会

宠物店经营管理课

科学吸猫研究室

小宠乐园

狗狗运动会

摄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