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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博闻时尚会展集团

承办单位：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

北京博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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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

北京市学校基建后勤管理事务中心

全国中小学学生装（校服）研究中心

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中心

各省市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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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校服展览会定于2023年05月27日-29日在北京举办，本展旨在推动校园服

饰产业的创新变革，传播校服园服的行业与市场资讯，并为各方人士提供跨界交流、全球

合作的平台。这将是一次展示校服园服新创意、新技术、新产品、新风采的行业盛会，它

集展览展示、论坛活动、招商引资、商贸洽谈于一体，为校服园服领域内上下游企业与终

端用户的深度联合、项目合作、拓展市场创造最佳合作平台。

The first national school uniform exhibition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Beijing from 
May 27-29, 2023. The purpose of this exhibition i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mpus clothing industry, disseminate the industry and market 
information of school uniforms and garden uniforms,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ross-
border exchange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for all parties. This will be an industry event to 
display the new ideas,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and new styles of school 
uniforms and park uniforms. It will integrate exhibition, forum activities, investment 
attraction,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reate the best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end users in the 
field of school uniforms and park uniforms,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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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含职高)、大学等男女校服园服的春秋装、夏装、冬装(款式

包括有制服、少先队队服、休闲服、运动服、民族服装等);

教师职业装(西装、工装、休闲装等);

学生鞋袜、书包、领结、床上棉被等;

新型安全环保校服面料、辅料;

教育后勤管理服务等相关领域技术产品。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领导
Relevant leaders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各地中小学后勤社团组织有关领导
Relevant leaders of logistics association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院、教育集团后勤主管领导，中小学后勤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Leaders in charge of logist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indergartens,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ducation groups, head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logist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校服企业、服装企业，经销商、代理商等有关单位
School uniform enterprises, garment enterprises, distributors, agents and other relevant units

中小学后勤分会理事，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教育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等
Director of logistics branc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ember of school uniform management committee,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etc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正副理事长
（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工作会议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理事大会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大会

首届全国校服展览会开幕式

发布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校服管理专业委员会打造“全国知名校服品牌、
优秀校服企业计划”

 《中小学学生装（校服）》团体标准发布仪式

智慧校园智慧后勤发展论坛

首届中国校园健康论坛

校服研发成果展演展示 企业优秀校服作品展示

中国校服文化展

全国校服供应链（OEM、面辅料）采购对接会

公益捐赠活动

首届全国校服展览会优秀校服评选活动

首届中国校服领跑者榜单发布





地址/ADD：北京市朝阳区大黄庄菁英谷E座
电    话： 刘希超  139 1052 5592
邮    箱： 506710200@qq.com
官    网：www.bsug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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