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th August 2016
致各編輯及採訪主任，

亞洲成人博覽 2016 – 採訪邀請
一年一度成人業界盛會「亞洲成人博覽」2016，將於 8 月 29 至 31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3FG 舉行。
AAE 是亞太區成人業界唯一的國際商貿博覽會，展會目的旨在為業內人士提供一個專業的商貿平臺，讓買賣雙方
結識潛在的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市場。「亞洲作為成人業界重要的出口地，近年製造商們都積極發展自家品牌，
希望在成人市場分一杯羹。」縱延展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老旭華先生說。
AAE 本年主題為「設計與科技」，首次為行業注入新的元素，為求協助成人產業吸收不同業界的資訊，擴闊業界
的多元化可能性，以設計為一個出發點，配合高科技的特質，把成人產業的業界商機推往另一個層次。除新的行
業元素外，展會涵蓋類別一如以往的種類繁多，有玩具及禮品、性感內衣及服飾、安全套、潤滑油、保健品以及
生活情趣產品等。
真人比例仿真人偶，好像真人一樣!
成人玩偶一直是業界的一條重要的產業線。為求突破像真程度的技術，業界一直投放龐大的資源與人力為求突破
現有的人像模具。AAE 匯聚眾多成人玩偶企業，以仿真設計概念，力求把人偶的仿真程度媲美真人。EXDOLL 為
國內大型仿真人偶企業名牌，曾受國外大型媒體專訪，以「仿真人偶」為首任，以高質素的物料打造出如同真人
一般的觸感與樣貌。
虛擬實境(VR)技術，觸發科技熱潮
VR (Virtual Reality) – 虛擬實境的技術日進千里，為成人行業帶來一種新的體驗與活力。成人行業一直走在潮流的
尖端，早在幾年前成人行業早已能預見 VR 能為行業帶來一種新的景象。果不其然，VR 在成人行業的市場日趨擴
大，業界對 VR 的憧憬日趨垂青。AAE2016 的 VR 企業，如金會展、緯亞、維雅幻遊等企業絕對能成為全場的焦
點。
手機應用程式，邁向互動多元
手機軟件應用程式的普及，絕對能為成人行業增添新的可塑性。Eroticsmartphone.com，一家獲邀參展的手機軟
件製作公司，為成人行業帶來新穎的體驗，一些從未想過的商業模式從此打開，必定能為成人產業注入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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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產品市場網絡化
主辦方首次邀請國外機構，專門排解經營網絡商店所帶來的疑難雜症，為已著手開拓網絡市場的企業帶來解決方
案。TrafficPartner.com，專為網上商店提供銷售策略支援的機構，旗下的公司分別能為不同類型銷售模式的公司
作出策略性的分析。
全新的「亞洲成人商店論壇」主辦方邀請的講者將不會只是專注於實質商店的經營策略，而是擴闊到網絡虛擬世
界，一個有著無限商機的領域。另外，為了提供最新網上技術支援以及解決方案，主辦方邀請了來自 5 個不同國
家的講者，分享如何善用手機、視像鏡頭去刺激銷售，分析網路廣告的有效性以及網站從過去到現在的蛻變，還
會深入探討歐洲電子商貿市場的無限可行性和剖析網上商詐騙及拒付行為等等的專業議題，務求為觀眾帶來一系
列網路市場的潛力評估與商機分析。
亞洲區成人業的產品獎項
AAE 今年將繼續頒發亞洲區成人業的產品獎項 – AAE 成人產業大獎，其宗旨在於提高產品質量、設計和專業精神。
AAE 大獎自推出以來都收到不少的關注，匯聚國際品牌競逐成人產業獎項。頒獎儀式將於 2016 年 8 月 29 日於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 AAE 場館舉行。
AAE2016 聚集了超過 186 家參展商及品牌來自 8 個國家。國際買家來自超過 34 個國家及地區並已登記到訪，包
括俄羅斯、丹麥、英國、澳洲、美國、印度、德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波蘭以及新西蘭等，AAE 為業界製
造了無限的國際商機。
如有查詢，或就博覽有個別需安排專題採訪，請致電（852）2528 0062 或電郵至 info@asiaADULTexpo.com 與
林其鋒先生 (Mr. Kelvin Lam) 聯繫。有關大會的詳情，請預覽 www.asiaADULTexpo.com。
現誠意邀請貴機構派員出席上述之展覽，講座。請於 8 月 26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電郵回復以下回條。

祝商祺

唐昌榮
展覽會總監
2016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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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成人博覽 2016 – 採訪邀請
回條
致: AAE 有限公司

傳真: (852) 2528 0072 或電郵： info@asiaADULTexpo.com

本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將於_____ 月______ 日蒞臨香港亞洲成人博覽，
請準備__________個入場證。(請在頁底提供採訪人員資料)
□

本機構將會採訪 AAE 歡迎酒會暨 AAE 成人產業大獎頒獎儀式，2016 年 8 月 29 日 5 時 30 分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3FG 舞台。

本機構希望與下列的公司或演講者進行採訪(請在適合的位置打✔), 請主辦單位配合：
重要焦點

□

真人比例仿真人偶，好像真人一樣! – EXDOLL，受國外媒體採訪的國內大型人偶製造商
虛擬實境(VR)技術，觸發科技熱潮 – 金會展，虛擬實境生產商。
手機應用程式，邁向互動多元 – Eroticsmartphone.com，手機程用製作公司
時尚包裝，吸引高消費群 – Massiv，為成人產品重新包裝迎合大眾。
成人產品市場網絡化 – Traffic Partner，為企業度身訂造網上經營策略，提升網上用戶流量。

□

AAE 成人產業大獎 – 唯一亞洲區成人產業獎項，將於八月廿十九日 AAE 歡迎酒會上揭撓。

□

外國成人業的發展狀況 – 採訪一系列的知名國際成人品牌 –

□
□
□
□

Bathmate (英國)、GEM Union (印尼) 、Lockerroom Marketing Ltd. (加拿大)
□

中國制造，開拓全球市場 –
深圳市零距離電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弘高達實業有限公司、遼陽百樂保健品有限公司

AAE 專業論壇主題：
□

讓你的廣告網絡暢通無阻

□

如何善用手機程式刺激銷售

□

歐洲電子商貿市場與機遇

□

善用視像鏡頭，刺激網絡銷售

□

網站的蛻變，過去與未來之路

□

剖析網上商業詐騙及拒付行為

□

成人用品電商的特殊性

請提供名片以方便大會為閣下準備採訪證。

亞洲成人博覽主辦單位
□

亞洲成人博覽有限公司

記者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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