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届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

主办单位：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

2020.11.25-27

The 7th Shenzhen Original Design Fashion Week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中国首个定位于原创设计交易的时装周

中国首个为设计师量身打造的时尚平台

中国首个具备上下游产业资源并精准对接的平台

深 圳 原 创 设 计 时 装 周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自2014年创办以来，受到广大品牌企业、设计师及买手的一致好评。最大特色在于实现原创设计

师品牌的商业落地，解决其根本的生存问题——达成交易。

 串联产业链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 撬动生态链
专业发布平台

商贸对接产业交流

Exhibition x Showroom x Fashion Show x Buyer = The Order



观众组成：
国内外品牌(采购经理、设计总监)；
行业，天使投资人；
商场(招商经理)；
多品牌集合店买手；
渠道代理商等专业观众；

整合供应链资源

品牌商

互动活动

投资商

专业买手

全媒体

商场

活动形式：
SHOWROOM静态展、
商贸秀、对接会

目标：现场订货

活动：买手日，投资日，媒体日；
明星潮人秀，赞助企业现场演示（面料、印染、3D）

案例：小微供应商对接活动；
精品面辅料、特殊工艺、柔性工厂、人才资源等

资源
整合

商贸
达成

品牌   推广

信息   交流

案例：活动报道、现场采访区卫视
网络、纸媒、新媒体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商业模式

设计师品牌
设计师工作室

设计机构



主题《进化》：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时尚产业生态

的“进化”，则实质为市场、消费思维及消费行为改变，设计师及设

计师品牌适应，时装周平台覆载及功能演化的整个过程。
《进化》



同期举行：Fashion Source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Première Vision Shenzhen  FS服装论坛

地址：深圳会展中心 ( 全馆 )     时间：2020年11月25-27日  

深圳会展中心作品发布



家优质展商

平方米展览面积

独立设计师

家海内外媒体

名专业买家

场时尚大秀

110,000

1600+

500+

50,000+

500+

30+

2020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

主会场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主会场一如既往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坚持发布动态会与

静态订货会相结合，让服装展示更加便捷，有效促成订货。超大的空间方便动

态发布与静态展同时进行，从硬件上帮助设计师实现“发布一结束就可以下订

单”，同时，也方便设计师之间的交流。

前段生产 —— Fashion Source+ Première Vision携手引入全球时尚产业链

品牌推广 —— 一流T台新品发布+专业订货展+全媒体强势推广网络

商业落地 —— 20多万专业买家数据库+20年行业资源--助推设计商业落地

时尚产业链



特邀买家组织，智奥鹏城团队为大浪会场
针对3000位特邀买家进行定向邀约

深圳大浪公共服务平台会场 

在小镇公共服务平台一楼设立商业品牌+设计师品牌+供应

链企业发布秀8场和60位设计师&企业静态订货展示+商贸

对接，定位以产业转移为方向，引导商业品牌、设计师、

服装供应链企业转移落户大浪，最终在大浪完成原创设计

产业园&交易中心；

（深圳万象城、星河、卓越、时尚集团等商圈）会场

大型商业综合体

联动深圳万象城、星河cocopark、华强北九方、皇庭、卓

越、来福士等深圳大型SHOPPING MALL和深圳原创设计

时装周共同举办全城时尚活动、设计师新品发布、快闪店

等，以面向C端销售和体验为主。

结合商场户外广告、楼宇广告和地铁商业广告，全面推广，

带动全城时尚产业和时尚氛围；



深圳服装产业集群地

在南油片区设立产品订货发布秀+静态订货，以市场批发、

经销商批发对接为主；

国内外SHOWROOM

联合国内外知名SHOWROOM等时尚平台在深圳风火创意

社区或价值工厂等场地设立同期分会场活动，定位为买手

店渠道对接为主。



时装周阵容
中国模特之父——张舰
国内专业时尚秀场摄影摄像化妆模特团队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新闻发布会

作为每年时装周的活动预热和媒体推广，新闻发布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聚集行业买手、设计师、模特和摄影师等时尚人士，深圳原

创设计时装周走秀设计师新品提前曝光，现场买家即可参与订货，一场既时尚又“商业落地”的行业聚会。



Première Vision品锐至尚展，创建于1973年，定位时尚金字塔塔尖，

是面向全球纺织专业人士开放的顶级纺织面料博览会，也是全球具

有权威和新面料流行趋势发布的风向标，在业界具有公认的权威地

位。Première Vision不仅影响着时业的走向，也深刻影响服装与配

饰的设计者和生产商。Première Vision Shenzhen计划引入更多优

秀的欧洲面辅料企业前来开拓商机，与优秀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齐

聚深圳。

Première Vision Shenzhen



Fashion Source中国服装供应链峰会是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将汇集行业最前沿的流行趋势、

最优先的产业资源，与专业人士一同探讨市场终端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

法国PV展国际展览总监
Guglielmo Olearo

时堂主理人  林剑 赢家服饰创始人  陈灵梅 蝶讯网艺术总监  李斌

云           集           行           业           大           咖

Fashion Source中国服装供应链峰会



Fashion Source作为时尚供应链的国际引领者，始终是国内外品牌和买手开发优质供应商的首选平台，也是国内外服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展示企

业新品、获取订单的最佳机会。20年来，FS一直依据行业和市场的变化不断创新，引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走在时尚前沿。每年春秋两季的FS展吸

引超过2000家展商，近10万名观众到场，来自纺织服装行业的纱线、面辅料、成衣贴牌（ODM）、原创设计等专业厂商和设计师汇聚于此。

整合法国智奥会展集团90多个全球网络优势； 携手创意时尚前沿的国际引领者——Première Vision品锐至尚展，Première Vision深圳展同期举行；

创始于2001年，现在一年两届专注服务服装行业20年； 20多万条专业买家数据库； 服务10万+中外知名企业；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与Fashion Source 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Première Vision品锐至尚展同期举行，共同实现了设计力量与商业

落地的完美结合，构建了从原创设计、纺织原材料到加工工厂的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成功开启了业界综合运作模式，撬动生态链、串联

产业链、激发起业界各方力量与资源，拓展品牌市场空间，引领买手商业机制，打造以作品发布、商贸交流，展览展示为核心的时尚产

业生态圈。

行业优势

接待观众总数逾100万人次； 每年举办近百场行业活动； 国家商务部重点引导支持展会项目



智奥会展，城市会展综合运营商     
GL events, an integrated provider of event solutions & services for cities

2019年，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和法国智奥会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更名为

“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

中法共同汇聚各自优势资源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具有主办纺织服装和时尚产业展览领先优势。

1978年
创办于

法国里昂

1998年
巴黎证交所

上市

全球90多家
分支机构

4,500
名员工

2018年
营业额

超10亿欧元

每年接待
1,400多万
观众及展商

• Founded in 1978. The HQ is based in Lyon, France

• Listed on Euronext Paris, Segment B since 1998

• 90+ offices worldwide

• 4,500 employees

• Consolidated Revenue in 2018: €1,041 billion

• 14+ million attendees and exhibitors served



智奥会展集团
全球时尚系列展会

Shows 展会 Time 时间 Place 地点

Première Vision 巴黎展

Première Vision 法国制造展

Première Vision 运动展

Premiere Vision 深圳展

Blossom Première Vision

Première Vision 牛仔展

2020年02月11-13日
2020年09月15-17日
2021年02月02-04日
2021年07月06-08日

2020年04月01-02日

2020年07月29-30日

2020年11月25-27日

2020年07月01-02日
2020年12月09-10日

2020年06月10-11日
2020年11月24-25日

2020年04月01-02日

2020年01月21-22日
2020年07月21-22日

Première Vision 纽约设计展

Première Vision 纽约展

法国-巴黎北维勒班特展览中心
(Paris Nord Villepinte)

美国-纽约415中心
(Center 415)

法国-巴黎圣殿市场
(Carreau du Temple)

美国-波特兰俄勒冈会议中心
(The Oregon Exhibition Center)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意大利-米兰Superstudio Più
德国-柏林Arena Berlin

美国-纽约乔治王子宴会厅
(The  Prince George Ballroom)

法国-巴黎圣殿市场
(Carreau du Temple)



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地方民间社会组织，旨在服务全国服装品牌和经销商，优化其服装供应链资源，搭建沟通桥梁，为企业

和政府提供双向服务，通过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推动服装供应链产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协会分设面辅料、服饰配件、成衣制造、设计师、经销商

五大核心资源分会，旨在服务全国服装品牌和经销商优化其服装供应链资源，搭建沟通桥梁。协会成立得到各级政府、各科研院所、广大企业、各地高校和

国内外社会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目前，已建立了专家库和服装供应链企业数据库，录入企业25万家，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第七届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和深圳服装供应链协会特邀50家企业引入国内各地优势企业与深圳时尚品牌对接，参观玛丝菲尔、歌力思、卡尔丹顿、影儿时

尚集团、爱特爱等品牌。



穿针引线APP：截止目前用户63万人

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累积用户36万人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官方平台和穿针引

线同步更新传播，通过官方网站、微信、

微博、APP多个渠道传播，精准的粉丝

用户，覆盖整个服装行业，建立强大的

自媒体网络平台。

穿针引线官网：

截止目前用户达到121万，每日到访7万

人（独立访问）；网站每日访问70万+

次，每月新增注册用户9000人。

利用穿针引线平台多年运营实力和自身

强大粉丝用户优势，在官方自媒体得到

最有效的传播。



媒体直击

媒体支持：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腾讯网、央视网、搜狐、新浪、网易、凤凰时尚、海报网、时尚头条、vogue、界面新闻、

今日头条、中新网、中国服装网、FashionTV、深圳都市频道，深圳公共频道，深圳财经频道，深圳娱乐频道，深圳移动电视等300多

家媒体。



宣

传

战

略

灵活快递、充满活力的强大线上传
播网络，360度全方位无时差异呈

现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盛况。

线下媒体推广全面资质报道时装周各
大活动版块，充分挖掘热点话题，深

度探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网络媒体

新媒体

移动直播平台

网红效应

短视频平台

户外广告

地铁灯箱

传统纸媒

楼宇广告

官方刊物

新闻发布会

线上 线下



往届媒体投放
结合主会场和主会场周边大型商圈
综合体户外广告、楼宇广告、分会
场广告、公交移动视频、地铁灯箱、
CBD核心商圈电子屏、全国服装产
业区户外广告投放。



传统媒体和行业媒体发布
媒体价值超过千万

行业kol 网红自媒体传播

主流线上媒体推广

制造话题全网营销

为获奖者颁发奖励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
参与设计师



品牌女装：Koradior、YINER音儿、Marisfrolg玛丝菲尔、MASFER SU、欧点OU、朵以、
EIFINI伊芙丽、DUNNU敦奴、GOELIA歌莉娅、INSUN恩裳、IMM尹默、3COLOUR三
彩、ochirly欧时力、ELLASSAY歌力思、PSALTER诗篇、地素时尚、JORYA、太平鸟、日
播集团、赢家、MYTENO马天奴、江南布衣、朗姿、波司登、JZ玖姿、季候风、Chlosio
克劳西、MO&Co、曼娅奴、Tory Burch、MK、ISSEY MIYAKE、emporio armani,z 
zegna,miumiu、polo ,lacoste

运动休闲：Kelme卡尔美、安踏、李宁、ESPRIT、森马、真维斯、以纯

电商网红：如涵控股、南极电商、韩都衣舍、汇美集团

男装：七匹狼、卡尔丹顿、恒源祥、马克华菲、GXG、骆驼服饰、雅戈尔、卡宾、罗蒙、
劲霸

童装：巴拉巴拉、安奈儿、小猪班纳

内衣：维珍妮、安莉芳

鞋包配饰：百丽集团、星期六、迪桑娜、流行美

设计师品牌：MAXRIENY玛克茜妮、OMNIALUO欧柏兰奴、EACHWAY艺之卉、AUM

综合平台：沃尔玛、全棉时代、柏宝龙、网易严选、小米优品、唯品会、苏宁易购、京东、
环球易购、兰亭集势、麦德龙、冯氏集团

快时尚：UR、SPAO、GAP、名创优品、ZARA

上届光临的买家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多元跨界时尚品牌合作，量身定制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定制产品，

共同彰显潮流、趣味、创意、新锐、个性的时尚理念。

（排名不分先后）

商业合作伙伴



诚邀携手合作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组委会

欢迎国内外知名品牌 / 中介机构洽谈或代理

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冠名赞助、官方赞助、项目赞助

专业产品和指定服务等合作业务，

跨界范围不限。



冠名赞助

时装周宣传片/海报/宣传物料授权及视觉体现及鸣谢
（时装周所有官方宣传报道均含冠名品牌或LOGO）

时装周核心地段专属展示区域，共计3天

展会到访人数数据及资料和赞助商共享
（第六届到场有50000+人次客商量）

庞大的媒体阵容、推广价值过亿

冠名商“XXX特别奖”在颁奖典礼中颁发该奖项，
该品牌领导为颁奖嘉宾

官方
授权

展示
专区

共享
数据

媒体
回报

冠名
权益

其他赞助

礼品赞助 饮品赞助

餐饮赞助 摄影赞助

印刷赞助 酒店赞助



爱奇艺 腾讯 优酷

扫码进入各专题观看历届时装周



主办单位：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