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后报告

第27届 日本IT活动周 春季

日本IT行业专业展会



展会名称：第27届日本春季IT活动周 

日期：2018年5月9（星期三）-11日（星期五）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 励展日本公司  

展会网站： http://www.japan-it.jp/en/haru/ 

展会概览

展会资讯

全球IT行业专业领先展会 ，包含：
13 个专业展会   
57  场会议

1,666 名展商

23  个参展国家 

102,441 名专业观众  
28,701 名参会人员   
383 名媒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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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规模最大的IT行业专业展会
-包含13个专业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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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日本春季IT活动
周共吸引102,441名观众
参展，取得圆满成功。
与去年相比，观众数量
增加15%，观众来自韩
国、中国、美国、中国
台湾、波兰、法国、印
度等。

2018年日本春季IT活动
周是日本IT行业的专业
展会，覆盖各领域的IT
解决方案。与1992年首
届IT活动周23个参展国
家、1,666名展商相比，
今年的日本春季IT活动
周吸引的展商数量空
前。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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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多图片可以看到，展会共有105个过道。



吸引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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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接待会，与专业人士建立联系



世界各国的国家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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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展团

中国展团 韩国展团

斯里兰卡展团菲律宾展团

荷兰展团 越南展团以色列展团

欧盟展团

匈牙利展团

波兰展团



行业领袖分析最新IT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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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日本春季IT活动周
将分两次举办

由于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将因为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
被占用，2019年日本春季IT活动周将分为第1场和第2场两
次举办。
第1场和第2场由不同的展会组成，详细信息如下：

2019年日本春季IT活动周第1场

2019年日本春季IT活动周第2场

・日期：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 12日（星期五）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包括：

‐ 第22届日本嵌入式系统展 ‐ 第8届日本物联网技术博览会

・日期：2019年5月8（星期三）‐10日（星期五）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包括：

‐ ‐ 第28届软件与应用程序开发展
‐ - 第24届日本大数据管理展
‐ - 第21届日本数据存储展览会
‐ - 第16届日本信息安全展览会
‐ - 第13届日本网络与数字营销展览会 
‐ - 第11届日本数据中心展览会
‐ - 第10届日本云计算与应用展览会
‐ - 第9届日本移动解决方案展
‐ - 第7届直销商务解决方案展览会
‐ - 第3届零售店铺IT解决方案展览会
‐ - 第2届日本人工智能和商业自动化展览会
‐  

IMPORTANT 



展位即将售空！ 
下一届日本IT活动周的展位几乎全部预定完毕。

第9届日本秋季IT活动周、第3届日本大阪IT活动周、第28届日本春季IT活动周的70%‐90的展
位几乎在现场就预定售空，可见展商对参展结果的十分满意。 

以下为展会最后一天时展位预定处的平面图照片。（红色方框表示已预定展会。）

获取展位最新预订情况，请联系展会团队：
 allan.peng@hechun-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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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 日本秋季IT活动周 2019年1月 日本大阪IT活动周

2019年4月及5月 日本春季IT活动周第1场和第2场



新一届日本IT活动周
即将拉开帷幕

2019年日本春季IT活动周
第1场

日期：2019年4月10-12日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有明国际展

览中心 
http://www.japan-it.jp/en/haru/ 

预计数据：
620名展商

2018年日本秋季IT活动周

日期：2018年10月24-26日
地点：日本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japan-it.jp/en/aki/ 

预计数据：
780名展商 / 50,000名观众

2019年日本大阪IT活动周

日期：2019年1月23-25日
地点：日本大阪国际展览中心

 http://www.japan-it.jp/en/kansai/ 
预计数据：

400名展商 / 30,000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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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场
日期：2019年5月8-10日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有明国际展
览中心 

http://www.japan-it.jp/en/haru/ 
预计数据：
1,180名展商

http://www.japan-it.jp/en/haru/
http://www.japan-it.jp/en/aki/
http://www.japan-it.jp/en/kansai
http://www.japan-it.jp/en/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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