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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上海广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
航展组委会会务部，2009年举办首届商用
飞机制造高峰论坛，至此业务延伸至会展服
务，成为组织举办针对航空制造领域高峰论
坛和提供各类企业培训的咨询公司。公司每
年组织超过10个以上国际大型会议，服务
于来自全球知名企业超过3000位职业经理
人。

       在2012年公司完成重大战略及业务调整
，致力于为航空领域提供专业的行业信息、
战略咨询、媒体广告及会展服务。我们拥有
实力强大的顾问团队，其中包括行业当局高
层官员、知名学者、产业专家；旨在为航空
制造行业客户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一站式
专业化服务，成为国内航空服务领域的领军
者。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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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代理服务
让广尧帮助您开拓中国市场！

权威渠道：中国民用航空业正快速发展，国际合作需求日益上升。广尧在中国民用航

空业长达10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各级政府组织及中国商飞，中航工业，中国航发等高

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广尧合作，您将得益于我们在行业内积累的资源和

人脉，及时与国内正在寻求交易的企业联系起来，在市场开拓的各项环节中设定更多

保障。

本地优势：有效和持续的沟通是成功的关键。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导者，想了解

在中国经营哪些产品、负责人是谁以及如何管理国内业务关系也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让广尧来帮您开拓中国市场！

项目列证：由广尧代理的EuroAvionics和Multiax在中国业务拓展已取得瞩目成就。

合约签订

采购需求调研

EuroAvionics: 
在广尧的代理服务支持下，EA的产品已部署在国内多个

旋翼飞机项目上。

Multiax:
广尧已成功促成Multiax与中国商飞、中航工业哈飞、中

航工业西飞、江苏铁锚等多家企业进行一系列的合作谈

判。

销售跟进方案 售后服务

产品发展研讨会 客户拜访



广尧是中国民用航空活动的主要供应商，每年举办超过十个以上国际大型行业会

议。同时，我们是中国各管理机构，如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中航工业，中

国商飞等单位及OEM厂商的主要活动组织者。我们的活动服务来自世界领先航空

航天组织和机构的30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这些组织和机构涵盖不同的职能部门

，如:航空电子设备、航空发动机技术、航空材料、机身制造、ATM、培训等。

中国·上海   4月16日至17日

中国·天津   6月12日至13日

由上海市航空学会主办，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

司协办；会议主要介绍国内商用航空发动机发展的最新动态，

主要聚焦于涡扇发动机。

中国·上海   3月20日至21日

2019（第四届）商用航空发动机上海国际论坛

航电大会是最受欢迎的行业活动之一，同时是亚太地区第

一个也是最大的航空电子会议。每年，航电大会吸引来自

国内外400多名资深行业专家，覆盖整个航空电子供应链

。

2019（第八届）民用飞机航电国际论坛

该论坛每年吸引20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参加，将介绍中国的

售后技术需求，MRO开发及ARJ21和C919的最新消息。

2019（第三届）民用飞机运行支持技术国际论坛

中国·上海   6月26日至27日

2019（第三届）民用直升机产业国际论坛

由中国航空学会民用飞机运行支持技术专业分会主办，会议围

绕中国大数据分析的最新趋势及其对民航运营的影响进行讨论

，聚焦民机安全飞行、经济飞行、效率飞行、舒适飞行。

中国·上海   4月17日至18日

2019 中国民航互联飞机大会

会议由中国航空学会和华东通航服务中心主办，以中

国民用旋翼机运营商需求为主要讨论内容，会上将协

助各运营商进行商务拓展以及业务对接。

航空活动及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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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工业国际论坛是我司运行时间最长

，最受欢迎的论坛，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关注

民用航空行业趋势及项目发展的会议。

中国·西安   10月

2019（第十届）民用飞机工业国际论坛

中国唯一的机电论坛，主要集中在飞行控制系统、液压系

统、燃油系统、环境控制系统、动力系统和救生系统等方

面。

中国·西安   10月

2019（第九届）中国航空推进技术论坛

10月
2019民用飞机机电系统国际论坛

由中国民用航空三亚安全监督管理局支持，中国商飞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承办，论坛将介绍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安全新规章，新技术和数据运用及飞行员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2019（第五届）中国民用航空培训产业论坛
中国·三亚   9月24日至25日

由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聚焦于涡轮

和涡轴发动机。

——Zollner Electronic

 ——Blu Logistics

——AECC Guizhou Honglin 
Engine Co., Ltd.

Testimonials

活动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开阔视野，具有及时的前沿
反馈。

论坛有助于展示商用航空发动机的技

术发展，并且通过该论坛可以很好地

与参展商建立联系。

有利于建立并了解中国的行业信息网。

航空活动及会展



《大飞机》杂志是中国商飞的官方刊物，涉及航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政策研究和技

术研发等内容；主要由中国商飞、中航工业、中国航发及中电科等单位的高层领导及其在

中国各地的数百名订户阅读；并为Aleris, AVIAGE, CFM, China Erzhong, Desoutter Tools, 

Eaton, FACC, JEZETEK, Liebherr, Lufthansa, Meggitt, PPG, SLM等全球领先的供应商提

供了营销平台。

订户

= + + +
TOTAL CIRCULATION PRINT CIRCULATION COMAC WEB PAGE

25,000168,000 54,000
GALLEON E-NEWSLETTER

83,000
APP

6,000

杂志代理

《大飞机》杂志

《大飞机》是唯一获中国商飞授权出版的月刊，发行量达25000本

(印刷版)，您也可以通过中国商用飞机总公司(COMAC)主页

www.comac.cc 找到电子版。

E-newsletter

广尧每月发送两次行业英文电子营销邮件，对于航空专业人士

来说，这是紧跟中国航空行业步伐的首选。

目前我们的营销邮件有超过86,000的订阅量，广尧的行业见解

广泛被国内外供应商决策者所阅读。用户数据库覆盖整个民用

航空制造和工业供应链，包括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机

电空运系统、旋翼飞机、航空培训以及MR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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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尧的“中国航空”APP是中国航空业内首个此类APP，您可以通过我们独有的资源及时了解

最新行业资讯，与国内和国际供需实时对接。

“中国航空”APP：

       ·移动营销:通过展示公司logo和介绍增强品牌曝光度，推广您的产品和服务。

       ·社交网络:建立和维护商业联系；克服和管理国内数字通信的独特局限。

       ·行业洞察:每月两次的电子营销邮件提供了中国航空业最新信息。

新闻：

最新的中国航空信息

会议：

包含活动时间，

地点，议程，

资料等信息

电子刊物：

免费阅读中国商飞的

《大飞机》杂志

供应商：

最全的供应商类型

登录注册

APP

新闻

会议

供应商

即时免费获取中国民用航空业最新消息和市场趋势。

完整的活动日程，包含每一个会议的详细信息。

致力于帮您抓住每一个潜在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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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