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企业远程参展方案
时间: 2021年3月3日-5日（按原计划举办）

会场: 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线下展会）

EventXtra (线上展会平台系统)

主办单位:Reed Exhibitions Japan

此展会为「线上」+「线下」混合参展模式，将最大化您的参展效果！



自8月中旬以来，日本展会重新开办，励展博览集团日本公司（Reed Exhibitions Japan）至今已成功举办了79场商贸
展会。以下为2020年9月9日-11日举办的大阪能源周的现场图片。
如您所见，在严格的预防感染措施之下，展会气氛活跃，商谈积极。已基本恢复至疫情以前的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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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展会盛况



随处可见的商谈场景又重新回到了日本的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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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展会盛况



由于入境限制，众多国际参展商无法来日直接参展。

于是，许多国际参展商都选择了远程参展方案进行参展
<2020年日本医疗东京展（2020年10月14日至16日）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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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展会盛况



什么是远程参展？

1

2

Feature

4

本展不是纯线上展会，而是

「实体展位」+「线上展位」的混合参展模式，

网罗线上线下专业观众，最大化参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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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同时接洽:

1)线上观众
2)实体展会线下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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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远程参展？

线上销售 直接销售

通过线上商谈服务系统
(EventXtra)拜访老客户，
约见新客户

通过视频连线，参展线下
展会，会见实体展会专业
观众



在您的展位上，将有一位翻译人员:

 介绍您的产品和技术，随时为您与线下观众视频连线并协助翻译

 收集客户名片，分发宣传资料/样品

<参考图片：我们在2020年10月举办的工业展展会上拍摄的照片>

线下展会可以做什么？

在线会议

翻译人员

线下专业观众

海外参展商
翻译人员

线下专业观众



线下展会可以做什么？

您可以

１．亲自和路过贵司展位的观众打招呼

２．也可指挥翻译对路过贵司展位的
观众派发宣传资料

３．翻译人员帮您收取观众的名片，
拍照或者扫描给您

４．翻译人员帮您用日语介绍贵司产品，
在必要时，通过视频实时连线您与观众

翻译人员

线下专业观众

海外参展商

★实时掌握线下展位的动态和来访观众的信息★



您可以

１．和现场的专业观众进行
面对面的商谈

２．现场会有免费的翻译协
助您商谈

３．亲自说明产品的特性和
公司的介绍

４．通过视频会议进行来图
来样的技术类商谈

线下展会可以做什么？

海外参展商

翻译人员

线下专业观众

★身在海外也可随时与日本客户进行深入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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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展会可以做什么？

★线下翻译与观众的商谈笔记会随时共有给海外的参展商，以便于及时跟进★



主办单位会为您做什么？

●免费帮您布展，为您的展位吸引更多观众●

• 替您张贴海报

• 制作日语广告标语

• 替您摆放展品 等



主办单位会为您做什么？

●开展前和翻译公司开会，转达参展商的相关细节●

• 讲解东京客人的风俗习惯

• 布展

• 摆放展品的技巧

• 和日本客人销售的技巧

• 展会中，吸引日本客人的技巧

翻译进化为销售



山东东营昌瑞精铸有限公司

日本销售经理 罗先生

＜远程参展企业展商采访 ①＞

由于疫情，中国企业无法实际到现场参展，听说了

有远程参展，觉得也许是个机会，参加后发觉真的

是这样。

● 形式新颖，主办方帮助布展，现场翻译负责

销售对接,收获很大

● 有一家公司已经预定1000件产品，顺利的话，

预计销售额1万美金左右

● 感觉和自己亲自参展，基本上区别不大。现

场的翻译可以通过线上商谈平台及微信，及时转达

客户需求，基本可以做到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问题

下次如果有机会，还会选择远程参展。

远程参展效果如何？

10月举办的名古屋工业展 远程参展商采访记录



＜远程参展企业展商采访 ②＞

● 我们是做空调配件的，见到了目标客户。大金空

调，松下电器，林内，三菱电器都来我们展位了

● 远程参展，线上+线下的参展方式，特别好，有

一个销售代表在现场讲解产品收集名片，比单纯的

线上展会好很多

● 远程参展节约了来往日本的移动时间，没有出差

的劳累，也可以和客户直接沟通，很方便

疫情下，如果2月份的东京展，有远程参展的话，

我们会继续考虑的。

远程参展效果如何？

浙江东峰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海外销售经理 潘小姐

10月举办的名古屋工业展 远程参展商采访记录



＜远程参展企业展商采访 ③＞

● 我们是金属软管及金属管材的厂家，这次也遇见

了很多行业的目标客户

● 松下，村田制作所，山善，大和HOUSE等都来

了我们展位商谈

● 远程参展节约了5万左右的人员费用，不来日本

也可以和客户直接沟通，很方便

● 疫情下，很多外展都取消，这样的远程参展即可

以follow老客户又可以开发新客户，很好

如果明年上半年，疫情还是不受控制的话，我们还

会考虑报名远程参展的。

远程参展效果如何？

浙江福莱斯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海外销售经理 徐经理



 线上展位将在展前2周向
观众开放。观众将可以
向您发送商谈邀请。

 您将收到下载PDF资料
的观众列表。

 不遗漏任何一位潜在客
户！您可以通过邮件/实
时聊天与访问过您线上
展位的观众及时联系。

1
6

线上展位可以做什么？
1) 设置您的线上展位



2) 与专业观众确定展会期间的会议日程

1
7

线上展位功能介绍



3) 可通过视频通话，实时聊天，邮件 3种方式进行密切沟通

 知道谁（公司和名字）
实时访问了您的线上展
位，并通过实时聊天，
视频通话功能主动进行
销售。

 如果您错过了实时访问
您线上展位的观众，历
史访问名单将自动保存
在后台，您依然可以通
过邮件/实时聊天与他们
联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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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展位功能介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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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为期3天的展会，该系统将在展前2周向观众开放。

专业观众可以在展会开始2周前看到您的线上展位并可以下载您的产品资料。
这样一来，除了为其3天的展会，您会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观众，并且会收到更多下载您资料的访客信息。

5) 您也可以使用此系统联系国际访客。

展会主办方也向国际观众进行了广泛的推广活动。
-大多数展会已被取消/推迟了许久，观众与参展商接触的意愿强烈。
-进口商/分销商正在寻找新的和多个业务合作伙伴，以规避风险。

线上展位功能介绍



远程参展方案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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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展商填写远程参展方案报名表

2. 主办方制作付款发票

3. 参展商根据发票支付远程参展的展位费

4. 支付完毕后，主办方发送ID和密码给参展商

5. 参展商通过参展商系统开始登陆线上展位和线下展位的信息

6. 开展前两周，线上展会开始对观众开放，观众可以通过线上展位了解参展商的情况，并申请展期间的在线会
议安排

7. 3月3日上午10点，线上和线下展会同时开始举办



借助“远程参展方案”，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抓住销售/营销机会︕

请尽快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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