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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家参展商，
来自9个国家

26
场配套活动

11,317
名观众，来自14个国
家和俄罗斯66个地区

104
名发言嘉宾——行业
专家

1,000 +
名配套活动的听众

• Electronica奖项：6个类别，15名
被提名者

• 行业网络研讨会

• 全年365天，对参展商进行数字宣传

• 25 +行业媒体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和俄罗斯电子工业设备展是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无线电和微电子领域最
具规模的专业展会，涵盖电子产品生产的整个周期，是行业领导者的接洽平台。

诚挚邀您参加
2022年展会！

2021年，我们取得了行业展会领导者的地位：



2022年展会亮点

• 重点关注：机器人技术和机器人的元器件、光子学
和光电子学、电力电子学、软件、嵌入式系统

• 知名企业集体出席、集中展示新产品的盛会

• 东南亚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代表团

7954
名观众来自莫
斯科和莫斯科

地区

3290
名观众来自俄
罗斯其他地区

73
名观众来自其

他国家

亲自与企业主和高层决策者谈判

92% 决策者
25% CEO和公司创始人

接触有采购目的的目标观众

9111名 对寻找新产品和供应商感兴趣的目标观众

5746名 新观众

74% 的观众表示不会参加其他展会

• 建立数以千计的新联系并接洽现有客户

• 快速建立合同和就长期协议开始谈判

• 在配套商业活动的框架内与业内同行现场交流探讨
重要问题

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扩展业务

通过参展，您可以：

在为期3天的展会上实现您的商业目标

观众地理分布：

2021年展会展商反馈

展会有许多优质观众是带着具体目标前来观展的。

展会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建立了许多有用的联
系。

2021年展会观众反馈

产品种类丰富。

本届展会吸引许多参展商参加，展示各类产品和
自动化生产元器件的样品，在展会上营造了愉快
的氛围。



2021年观众的业务性质：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 俄罗斯电子工业设备展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的
观众统计数据

俄罗斯电子工业设备展的
观众统计数据

电子元器件、微电路、模块 81%

传感器和控制设备 40%

印刷电路板（PCB） 48%

自动化系统和软件 40%

37%

显示器 29%

其他 4%

电子设备和电子元器件生产 70%

46%

装配和表面贴装设备 45%

微电子生产的设备和材料 41%

电缆和线束的生产设备 27%

电子制造业的工业家具和服装 21%

其他 2%

电子设备制造 29%

电气工程 19%

设备、材料的供应： 16%

其他 11%

微电子制造 10%

2022年4月12日至14日的三天时间中，
整个无线电和电子行业的行业组织都将参
加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和俄罗斯电子工业
设备展！

2021年展会观众反馈

该展会将许多电子制造商汇聚一堂。

便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这场“后疫情时代”的大型展会，公共交通方
便，可以通过移动应用扫描感兴趣的展台。

2021年展会观众关注的产品：

电子设备制造 33%

电子元器件（批发/零售） 16%

电气工程 18%

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集成
和维护

18%

其他 14%

电源模块和电源

测试和测量设备



欢迎预定展位并参加2022年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大型无线电和电子行业展会——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俄罗斯电子工业设备展。

• 半导体元器件和模块
• 无源元件
• 机电学
• 印刷电路板
• 传感器和控制设备
• 嵌入式系统
• 电力供应商
• 显示器
• 自动化系统和软件
• 电子设备设计和制造服务
• 新兴技术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 俄罗斯电子工业设备展
• 电子设备和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
• 装配和表面贴装设备
• 电缆和电线加工设备
• 微电子加工设备和材料
• 印刷电路板（PCB）生产
• 用于测试和测量电子元器件和系统的设备
• 电子制造业的工业家具和服装
• 针对不同目的的完整解决方案

重点关注：机器人技术和机器人的元器件、光子学和光电子学、电力电子学、软件、嵌入
式系统。

为参展商提供额外好处：

• 根据需求定制赞助方案

• 融入配套商业活动

• 全年365天，进行数字宣传

2021年展会展商反馈

展会吸引了大量优质观众，营造了积极的气氛，
主办方组织工作协调良好。

展会组织良好，氛围热烈，媒体广泛报道——观
众和展商都表示满意。

加入行业专业人士社区，发展业务！

展出领域：

Sarah Li
李雨竹
项目经理
+86 (10) 51426008    13811972143 
sarah.li@hyve.group

参展联络：



俄罗斯电子行业简短回顾：

400万美元。

俄罗斯电子系统
市场的规模将增
长至近

预计到2025年

该活动中获得政府的重要直接投资：

直接用于支持物联网、
量子传感器、新一代通

信网络的设备 

2660
亿卢布

到2024年，为电子
行业的发展拨款

2660亿卢布

< 100
亿卢布

< 3,000
家公司

< 2,500
家私人公司

15% 19%

《2013-2025年俄罗斯联邦电子和无线电工
业发展纲要》为俄罗斯电子工业的增长提供支
持，仍在不断发展。

在俄罗斯，正在实施国家项目的涉及13个领
域，几乎每个项目都有涉及无线电电子技术。

目前，俄罗斯电子行业已有

在2014年下降后，俄罗斯的电子元器

件市场平均增长了8-10%。

2020年，增长了5%。

预计将进一步增长，最低为5%。

电子行业最大的企业和公司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重点逐渐转向发展民用私营制造业、研发和生产。

电子设备的使用对象：

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民用市场以15%的速度
增长

电子产品出口以
19%的速度增长

军工 工业电子 安全系统 LED技术 IT设备 商业设备 医疗设备 汽车 民用电子产品

电子行业是俄罗斯现代工业的重要行业之一。



供应链趋势
海外经销商——份额增加

• 通过增加最大客户的份额

• 供应商的分销政策促进业务渠道整合

• 简化进口和物流程序

授权的俄罗斯分销——份额减少

电子领域的本地化项目在俄罗斯颇受欢迎。例
如，在莫斯科注册的公司约占俄罗斯直接外国投
资的一半。同时，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与国内投
资者同等的各种优惠。

对于不熟悉莫斯科的外国投资者，在“one 
window”模式下为工业投资项目的本地化提
供全面支持。

进口

俄罗斯

铸造厂

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市场来源

俄罗斯独立分销——份额增加

• 元器件自身产品的缺陷原因

• 制裁原因

• 授权渠道变更原因

合同制造商和选择器——份额增加 

*数据是在俄罗斯电子生产商协会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为免费资源。

经销商在电子元器件销售中占的份额为
30%。

外国经销商和生产商的直接销售份额不
断增长，在2019 / 2020年的增长率为
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