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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Com & Games Hong Kong�

今天的盛事，源起1999年暑假 ……�



当日城中众多展览
活动之一：香港漫
画节，已提升至……�



⾹香港动漫电玩节是⾹香港旅游发展局⺴⽹网站推介的⾹香港节⽇日盛事。

具代表性�
的香港盛事：�

香港动漫电玩节，�
国际闻名。�



众多参展商
精心推出新
玩意新产品
新意念，吸
引数十万观
众热情参与
，渴望先睹
为快、亲身
体验、尽情
购物玩乐。�



ACGHK的
宣传效力
骄人，吸引
众多中国、
日本、韩国
及欧美等地
的组织及企
业参与，开
拓机遇。�



至2019年底，
全球已有50国家
的138项御宅
展览及活动加入
IOEA。�

2015年，ACGHK获国际御宅展览业协会(IOEA)邀请，成为该会的创会理事
之一。 IOEA的宗旨是连系全球御宅展览及活动，促进御宅文化交流，鼓励
各地爱好者组织新展览及活动。�



试玩、购买新产品�

试玩、购买新游戏；现场支持�
电竞偶像�

名人、大师签名/签绘/见面会�

限量版、特别版�

享受花多眼乱的现场迷惑�

追求网购不可能提供的现场感受�

欣赏舞台节目、垷场活动及�
参展商活动�

与国际动漫音乐偶像及�
cosplayers见面�

数十万粉丝来
朝圣，他们在
追求什么?�



2019 盛会�

观众概览�

男 女

性别�

年龄�



2019 盛会�

逗留时间 (小时)�

消费 (HK$)�

平均2小时�

估算平均�
消费$800�

观众概览�



2019 盛会�

观众概览�

观众支持�

上一届有参观�

首次参观�



今届大日子�
请紧记�

展期�

2021年1月1-4日�
(星期五至一，一连四天)�

第22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及 首届巨匠潮玩艺术玩具展(香港)同场举行�

请登入www.ani-com.hk 了解巨匠展�

两展同行 加倍精彩�

展馆�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展览厅3B-3E�
�
面积�
15,000 平方米�

+



巨匠潮流艺术玩具展，集合不同潮流及巨匠设计艺术家作品
同场展出，更有最潮最新的玩具figure产品，当然现场更有限
量作品销售，大会更好安排不同的交流及展览活动，让入场
观众可以360度了解巨匠设计艺术家的作品。�



国际企业龙头云集，�
百花齐放，各领风骚！�



产品发布、限量品、会场
特别版、签名版、免费

体验、赠品、超级优惠、
顾客满载而归，参展商长

短期目标均可达成。�



新游戏、大热电竞、软硬件
齐全，嘉年华气氛持续高涨。�



不论⺫⽬目标是打响品牌、
市场推⼲⼴广还是销售创
新⾼高，ACGHK数⼗十万
观众，为你引发⽆无限

商机！�



ACGHK同人区，是动漫电
玩领域另一创意宝藏，是年

轻人热爱的文化潮流。�



让观众有机会欣赏、了解、
试玩、亲身体验产品，是养

成忠实粉丝的妙法。�



大会舞台是观众的眼球聚焦处
，尽早订购时段，让你的推广

计划或发布大计可以华丽出场！�



newswhistle.com�
�
Hong Kong's annual 
comic convention — 
Ani-Com & Games HK 
(ACGHK) — has always 
been a hit-or-miss affair, 
but there wasn't  much 
wrong with this year's 
version. In fact, it was 
the best one we've 
attended.�

Geekculture.co�
�
ACGHK 2018 Shows Why 
It's The Must-Attend 
Games, Toys and Anime 
Show in Asia�



欢迎�
建议更多�
合作方案�

展览类别�
• 动漫影片�

• 漫画 / 消闲刊物�

• 玩具 / 模型及手办�

• 电竞 / 游戏 / Apps�

• 文具及礼品�

• 影音 / 潮流精品�

• 儿童精品�

• 电脑器材及软件 /�
�电讯产品 / 其他�

参展模式�
光地�

标准展位�



各式�
推广合作�

任何�
双赢方案�
无任欢迎�

各式�
专属设定�

赞助�



凌速博览是一间专业筹办展览和推广活动的公司。�
�
我司代表性项目是 “香港动漫电玩节”，一个国际知名的b2c公众展览，网罗国际动漫、游戏、
精品玩具等龙头企业参展，每年暑期均吸引数十万人流参观。�

此外，由我司主办香港唯一的“健康博览+ 爱Baby亲子博览”于每年6月中旬举办，展出摊位多
达4百余个，是商家面向年青父母和中老年消费者的最佳展览机会。�

贸易展览方面还有 “姊妹专业美容展”，每年于5月和9月举办两次，是连系专业美容产品供应
商和美容院的核心展览。�

凌速博览简介�



香港九龙荔枝角长沙湾道883号亿利工业中心3楼12-15室�
Units 12-15, 3/F, Elite Industrial Centre,�

883 Cheung Sha Wan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

电话 Tel : (00852) 2344 0415 传真 Fax : (00852) 2951 4142�
网址 Web : www.ani-com.hk �

电邮 Email : info@ani-com.hk�
Facebook : anicomhk�

�
�

广州凌速展览文化有限公司�
In Express Expo Culture Limited�

�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商业中心中区2407-08房（电梯按23字）�
2407-08 Jiangwan Commercial Center Central Zone,�

298 Yanjiang Zhonglu, Guangzhou. (Elevator button 23)�
�

电话：13602762694 李小姐 或电邮 17166765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