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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自 1995 年起,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每年编印 《中国博览会和展览会》, 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汇

总发布当年中国境内举办的主要经济贸易展览会项目信息。
《中国博览会和展览会 2018》 (以下简称 “本书冶)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信息中心 (中贸促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编印。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本书, 现说明如下:

一、 信息涵盖范围

本书收集了 2018 年中国 32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共约 100 个城市举办的

2068 个有效的经贸类展览会项目信息 (信息收集截至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 本书所称的 “博览会冶 和

“展览会冶 限定为经贸类展览会, 不包含文化、 艺术、 节庆、 人才等其他公共展示活动。 项目数据包括展

览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承办机构、 展出内容、 联系方式等。 读者可按照展览会举办城市进

行查询, 也可按照展览会涉及行业进行查询。

二、 信息来源

本书数据主要通过各地方贸促会、 行业贸促会和其他展览主承办机构、 展览馆以及国内公开的官方

媒体信息 (网络及纸媒) 自主采集获得。

三、 局限性与准确性

受时间限制, 截止本书出版时, 仍有部分展览会尚未确定是否举办, 或未确定举办时间与地点, 因

此本书所列的展览项目信息未涵盖全国所有的经贸类展览会。
此外, 虽然编委会通过网络、 电话、 电子邮件等多种渠道对展览项目信息进行了交叉比对核实, 但

受各种因素影响, 展览会在筹备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日期、 地点、 联系方式等信息的更改, 乃至展览项目

的变更、 取消、 增加, 导致本书无法一一予以更新。 因此, 使用者在依据本书开展业务活动时, 请与展

览会主承办方直接联系核实相关信息, 并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相应后果。 编委会不再对本书解释、 更新。

四、 下载与查询

自 2018 年开始, 本书将同时以印刷版和电子版进行发布, 并提供展览项目的在线实时查询。 本书同

时提供中英文两种版本。 电子版的下载与查询网址: venus郾 ccpit郾 org, 读者也可登录中国贸促网

(www郾 ccpit郾 org)、 中国贸易投资网 (www郾 tradeinvest郾 cn) 进行查询与下载。
如有疑问或合作意向, 请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信息中心 (中贸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电话: 010 - 88217959, 88217954。

编委会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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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20…………………………………………………………………………………………

2018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展览会 20…………………………………………………………………………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 2018 第十届国际电工装备展览会 27………………………………………………

2018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35……………………………………………………………

2018 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 39…………………………………………………………………………………………………

2018 广州国际分析测试及实验室设备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 44……………………………………………………………………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汽车测试及质量监控展览会 46………………………………………………………………………………

2018 第三届亚太电池技术展览会 (广州) 56………………………………………………………………………………………

2018 第九十一届中国 (深圳) 电子展 63……………………………………………………………………………………………

2018 第六届深圳国际精密测量测控与仪器仪表展览会 63…………………………………………………………………………

2018 深圳国际电磁兼容与微波天线技术展览会 64…………………………………………………………………………………

2018 深圳国际屏蔽材料与防辐射产品展览会 64……………………………………………………………………………………

2018 深圳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64………………………………………………………………………………………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磁兼容暨微波展览会 (深圳) 65……………………………………………………………………………

2018 第十一届国际触控显示暨应用 (深圳) 展览会 66……………………………………………………………………………

2018 第十一届深圳国际充电站 (桩) 技术设备展览会 66…………………………………………………………………………

2018 第四届国际摄像头, 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技术暨设备展览会 66…………………………………………………………

2018 第二十四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 68………………………………………………………………………

2018 第五届深圳国际电路板采购展览会 68…………………………………………………………………………………………

2018 中国汽车电子技术展览会 68……………………………………………………………………………………………………

2018 华南国际电子制造自动化展览会 69……………………………………………………………………………………………

2018 第七届深圳国际嵌入式系统展 70………………………………………………………………………………………………

2018 深圳国际电子展 70………………………………………………………………………………………………………………

2018 深圳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 70……………………………………………………………………………………………

2018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71………………………………………………………………………………………………………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96……………………………………………………………………

2018 第四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97………………………………………………………………………………………

2018 中国武汉国际充电桩 (站) 技术设备展 105…………………………………………………………………………………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 108………………………………………………………………………………

2018 东北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暨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111………………………………………………………

2018 中国南京工业自动化、 机器人技术暨动力传动展览会 114…………………………………………………………………

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 121……………………………………………………………………………………………

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 125…………………………………………………………………………………………………

2018 中国东北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129………………………………………………………………………………………………

2018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158…………………………………………………………………………………………………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164………………………………………………………………………………

2018 上海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展 170……………………………………………………………………………………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子制造及智能自动化展览会 170………………………………………………………………………

2018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173…………………………………………………………………………………………………………

SEMICON China 2018 173……………………………………………………………………………………………………………

2018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电子电路展览会 174……………………………………………………………………………………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 178…………………………………………………………………………………………

2018 上海国际嵌入式系统展 178……………………………………………………………………………………………………

2018 第三届国际生物识别技术展览会 179…………………………………………………………………………………………

2018 中国国际电子烟采购交易会 182………………………………………………………………………………………………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展暨微电子工业展 184………………………………………………………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梯展览会 187……………………………………………………………………………………………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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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航空维修及工程技术展 188…………………………………………………………………………………………

2018 上海国际充电桩展览会 199……………………………………………………………………………………………………

2018 亚洲消费电子展 200……………………………………………………………………………………………………………

2018 中国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201………………………………………………………………………………………

2018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 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204……………………………………………………………………………

2018 上海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4……………………………………………………………………………………………………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 2018 204…………………………………………………………………………………………………

2018 第七届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205……………………………………………………………………………………………

2018 上海国际电子烟展 210…………………………………………………………………………………………………………

2018 机器人展 217……………………………………………………………………………………………………………………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 3D 打印与汽车智造展览会 220…………………………………………………………………………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车用仪表及传感器技术产品展览会 220……………………………………………………………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磁兼容暨微波展览会 (上海) 223…………………………………………………………………………

2018 第九十二届中国 (上海) 电子展 224…………………………………………………………………………………………

2018 中国 (成都) 电子展 234………………………………………………………………………………………………………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成都) 国际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 235………………………………………………………………

2018 台北国际计算机展览会 238……………………………………………………………………………………………………

2018 台北国际智能机械暨智能制造技术展览会 238………………………………………………………………………………

2018 第十五届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245……………………………………………………………………………………………

2018 第十八届亚洲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及节能科技展览会 246……………………………………………………………………

2018 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247………………………………………………………………………………………………

2018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 247………………………………………………………………………………………………………

房产家居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5……………………………………………………………………………

2018 第五届中国国际集成定制家居展览会 6………………………………………………………………………………………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展览会 14……………………………………………………………………………

2018 德纳重庆家博会 29………………………………………………………………………………………………………………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重庆) 29……………………………………………………………………………………………………

2018 艺术品工艺品收藏品红木古典家具博览会 39…………………………………………………………………………………

2018 第四十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家具博览会 (一期) 43………………………………………………………………………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广州) 43……………………………………………………………………………………………………

2018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定制家居展览会 44………………………………………………………………………………………

2018 第四十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家具博览会 (二期) 45………………………………………………………………………

2018 中国国际陶瓷技术装备及建筑陶瓷卫生洁具产品展览会 52…………………………………………………………………

2018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53…………………………………………………………………………………

2018 第三十九届东莞国际名家具展览会 59…………………………………………………………………………………………

2018 第三十五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暨三十五届国际龙家具材料展览会 61………………………………………………………

2018 第三十一届中国 (佛山) 国际陶瓷及卫浴博览交易会 61……………………………………………………………………

2018 中国 (佛山) 国际陶瓷与卫浴产品展览会 61…………………………………………………………………………………

2018 (春) 深圳国际家纺布艺暨家居装饰展览 62…………………………………………………………………………………

2018 深圳时尚家居设计周暨三十三届深圳国际家具展 62…………………………………………………………………………

2018 深圳国际智能建筑电气 & 智能家居博览会 67…………………………………………………………………………………

2018 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高端集成家居及移门展览会 85…………………………………………………………………………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郑州) 86……………………………………………………………………………………………………

2018 中国 (郑州) 智慧家庭博览会 87………………………………………………………………………………………………

2018 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家具展览会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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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门业展览会 88……………………………………………………………………………………………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博览会 94……………………………………………………………………

2018 黑龙江哈尔滨陶瓷卫浴及厨房电器展览会暨黑、 吉、 辽、 蒙陶瓷卫浴行业经销商采购洽谈新品定货会 95……………

2018 中国哈尔滨第二十三届整体家居橱柜壁柜及门业展览会 95…………………………………………………………………

2018 第九届武汉家博会 99……………………………………………………………………………………………………………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武汉) 99………………………………………………………………………………………………………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武汉) 99……………………………………………………………………………………………………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家具展览会 101………………………………………………………………………………………………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木工机械及原辅材展览会 101………………………………………………………………………………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长沙) 106…………………………………………………………………………………………………

2018 东北 (长春) 第十四届国际家具展览会 111…………………………………………………………………………………

2018 第五届中国 (南京) 移门博览会暨定制家居博览会 116……………………………………………………………………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昆山) 119…………………………………………………………………………………………………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苏州) 120…………………………………………………………………………………………………

2018 第十届苏州家具展览会 122……………………………………………………………………………………………………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无锡) 122…………………………………………………………………………………………………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南昌) 126…………………………………………………………………………………………………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沈阳) 128…………………………………………………………………………………………………

2018 第七届沈阳国际家博会 132……………………………………………………………………………………………………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家具 (大连) 展览会 133………………………………………………………………………………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家具配件及原辅材料 (大连) 展览会 133……………………………………………………………

2018 宁夏和家家博会 137……………………………………………………………………………………………………………

2018 济南世纪家博会 138……………………………………………………………………………………………………………

2018 第十八届济南金诺国际家具博览会 141………………………………………………………………………………………

2018 第二届临沂家装采购节 145……………………………………………………………………………………………………

2018 中国 (临沂) 软装饰品暨遮阳产品展览会 146………………………………………………………………………………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全屋定制精品展览会 147………………………………………………………………………………

2018 中国 (临沂) 春季家居博览会 147……………………………………………………………………………………………

2018 中国 (临沂) 秋季家居博览会 150……………………………………………………………………………………………

青岛世纪家博会 (9 月展) 156………………………………………………………………………………………………………

青岛世纪家博会 (11 月展) 157……………………………………………………………………………………………………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青岛) 159…………………………………………………………………………………………………

2018 第十五届中国青岛国际家具展 160……………………………………………………………………………………………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上海) 171…………………………………………………………………………………………………

2018 卓越·第十五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投资展 173………………………………………………………………………………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178…………………………………………………………………………………………

2018 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 184……………………………………………………………………………………………

2018 上海海外置业投资及教育游学展 185…………………………………………………………………………………………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厨房、 卫浴设施展览会 199……………………………………………………………………………

2018 第六届上海智能家居展览会 207………………………………………………………………………………………………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整屋定制及全铝家居展览会 207…………………………………………………………………………

2018 中国国际绿色厨房卫浴展览会 207……………………………………………………………………………………………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 210……………………………………………………………………………

2018 第一百一十二届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暨中国现代家庭用品博览会 210………………………………………………

2018 上海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215…………………………………………………………………………

2018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215………………………………………………………………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 216…………………………………………………………………………………………

2018 摩登上海时尚家居展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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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时尚家居用品展览会 217…………………………………………………………………………………

2018 卓越·第十六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投资展 217………………………………………………………………………………

2018 第十一届上海红木艺术家居展 221……………………………………………………………………………………………

2018 第二十五届成都家博会 228……………………………………………………………………………………………………

2018 第四十二届中国 (上海) 国际家具博览会 228………………………………………………………………………………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木工机械设备展览会 228………………………………………………………………

2018 第十九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 233………………………………………………………………………………………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天津) 239……………………………………………………………………………………………………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天津) 240…………………………………………………………………………………………………

2018 第十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245………………………………………………………………………………………………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杭州) 252……………………………………………………………………………………………………

2018 中国 (浙江) 衣柜移门·门窗系统原创设计展 252…………………………………………………………………………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杭州) 第一期 252…………………………………………………………………………………………

2018 杭州家具展览会 254……………………………………………………………………………………………………………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杭州) 第二期 254…………………………………………………………………………………………

2018 第十六届宁波国际家居博览会 257……………………………………………………………………………………………

纺织服饰
2018 亚洲国际非织造材料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8……………………………………………………………………………………

2018 北京国际服装贴牌 (OEM / ODM) 博览会 10…………………………………………………………………………………

2018 北京国际服装贴牌、 面辅料及职业装校服展览会 10…………………………………………………………………………

2018 福建泉州 (晋江) 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35……………………………………………………………………………………

2018 泉州商品博览会暨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 35………………………………………………………………………………

2018 广州 (第十三届) 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术展览会 50………………………………………………………………………

2018 广州第十三届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术展览会 /国际纺织品数码印花技术展览会 50……………………………………

2018 中国 (东莞) 国际纺织制衣工业技术展暨华南国际缝制设备展 59…………………………………………………………

2018 第十三届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览会 64…………………………………………………………………………………………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深圳) 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 67…………………………………………………………………………

2018 深圳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 67……………………………………………………………………………………………

2018 第十七届南京国际纺织品面料辅料博览会 116………………………………………………………………………………

2018 南京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展览会 116…………………………………………………………………………………………

2018 中国 (大连) 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 134……………………………………………………………………………………

2018 第十届青岛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展览会 158…………………………………………………………………………………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缝制智能制造 (青岛) 展览会 158………………………………………………………………………

中国青岛面辅料纱线采购交易会暨青岛纺织服装出口交易会 (春季) 158………………………………………………………

中国青岛面辅料纱线采购交易会暨青岛纺织服装出口交易会 (秋季) 158………………………………………………………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159…………………………………………………………………………

2018 中国 (山东) 国际纺织博览会 159……………………………………………………………………………………………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春夏) 博览会 172………………………………………………………………………………………

2018 第三十一届上海国际流行纱线展示会 172……………………………………………………………………………………

2018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 (春夏) 展览会 172………………………………………………………………………………………

2018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春季) 172………………………………………………………………………………………

2018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春夏) 博览会 172……………………………………………………………………………

2018 中国国际针织 (春夏) 博览会 172……………………………………………………………………………………………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 176………………………………………………………………………………………

2018 上海国际纺织品数字喷墨印花展 176…………………………………………………………………………………………

2018 上海国际流行服饰展 / 2018 上海国际帽子围巾手套展览会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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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染料工业及有机颜料、 纺织化学品展览会 180…………………………………………………………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职业装博览会 181……………………………………………………………………………………………

2018 第一百届中国针棉织品交易会 181……………………………………………………………………………………………

2018 中国丝绸交易会 181……………………………………………………………………………………………………………

2018 中国夏令家居用品博览会 181…………………………………………………………………………………………………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数码印花工业展览会 182……………………………………………………………………………………

2018 中国服装定制展览会 182………………………………………………………………………………………………………

2018 第三十二届上海国际流行纱线展示会 216……………………………………………………………………………………

2018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 216………………………………………………………………………………

2018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 (秋冬) 展览会 223………………………………………………………………………………………

2018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 224……………………………………………………………………………

2018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秋季) 227………………………………………………………………………………………

2018 中国国际针织 (秋冬) 博览会 227……………………………………………………………………………………………

2018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秋冬) 博览会 228……………………………………………………………………………

2018 第二届西藏藏毯产业交易博览会 242…………………………………………………………………………………………

2018 香港时装节秋冬系列 243………………………………………………………………………………………………………

2018 国际羊绒交易会 244……………………………………………………………………………………………………………

2018 香港国际毛皮时装展览会 244…………………………………………………………………………………………………

2018 中国男装博览会暨原创设计展示会 254………………………………………………………………………………………

2018 中国义乌国际纺博会 256………………………………………………………………………………………………………

2018 第十六届宁波国际纺织面料、 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258………………………………………………………………………

2018 第二十二届宁波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259……………………………………………………………………………………

2018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 (春季) 259……………………………………………………………………………

妇婴用品
2018 第二十七届京正北京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12……………………………………………………………………………………

2018 第八届中国 (厦门) 国际幼教用品及幼儿教育展览会 36……………………………………………………………………

2018 第八届中国 (厦门) 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36………………………………………………………………………………

2018 第四届中国 (厦门) 国际婴童产业博览会 37…………………………………………………………………………………

2018 广州国际儿童产业博览会 43……………………………………………………………………………………………………

2018 第九届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展览会 46……………………………………………………………………………………

2018 第二届 “母婴钜惠冶 中国 (廊坊) 春季母婴展暨品牌特卖会 82……………………………………………………………

2018 第三届 “母婴钜惠冶 中国 (廊坊) 秋季母婴展暨品牌特卖会 83……………………………………………………………

2018 第十届郑州大河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89…………………………………………………………………………………………

2018 第十四届欧亚·中国郑州国际幼儿教育 (春夏) 博览会 90…………………………………………………………………

2018 第十二届欧亚·郑州国际孕婴童用品博览会 91………………………………………………………………………………

2018 中国·江苏国际孕婴童用品博览会 114………………………………………………………………………………………

2018 中国 (无锡) 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124…………………………………………………………………………………………

2018 第六届中国 (南昌) 孕婴童产品展览会 126…………………………………………………………………………………

2018 第九届中国 (济南) 国际幼教用品及孕婴童产业展览会 141………………………………………………………………

2018 鲁东 (烟台) 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162…………………………………………………………………………………………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亲子博览会 178………………………………………………………………………………………………

2018 全球母婴服务及教育精品展暨第三届上海月子健康博览会 194……………………………………………………………

2018 上海第六届儿童生活体验品牌展览会 205……………………………………………………………………………………

2018 上海时尚童装展 210……………………………………………………………………………………………………………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孕婴童展、 童装展 210…………………………………………………………………………………………

2018 中国婴童展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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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八届成都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暨童车玩具展 235………………………………………………………………………

2018BB 春季购物节暨儿童成长教育展 243…………………………………………………………………………………………

2018 第九届香港婴儿用品展 243……………………………………………………………………………………………………

2018 第五届中国昆明泛亚孕婴童用品及幼教玩具博览会 250……………………………………………………………………

购物年货
2018 第十届合肥年货采购展览会 (滨湖区站) 1…………………………………………………………………………………

2018 第十届合肥年货采购展览会 (经开区站) 1…………………………………………………………………………………

2018 十一届中国 (重庆) 新春年货购物节 28………………………………………………………………………………………

2018 第十三届广州年货展销会 40……………………………………………………………………………………………………

2018 粤港澳名优商品 (广州) 博览会暨进口食品年货购物节 40…………………………………………………………………

2018 第九届深圳迎春年货博览会 62…………………………………………………………………………………………………

2018 第十五届深圳年货博览会 62……………………………………………………………………………………………………

2018 第六届南宁年货博览会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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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七届南京 (全国) 春节食品商品交易会 114……………………………………………………………………………

2018 第十二届江苏春季食品商品展览会 116………………………………………………………………………………………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南京食品博览会暨采购交易会 118……………………………………………………………………………

2018 第四届苏州广电年货大街 120…………………………………………………………………………………………………

2018 春季品牌服装南北特产博览会 124……………………………………………………………………………………………

2018 快乐新春锦州年货博览会 134…………………………………………………………………………………………………

2018 第四届呼和浩特年货博览会 135………………………………………………………………………………………………

2018 (第八届) 银川年货购物节 137………………………………………………………………………………………………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临沂) 年货精品展销会 144…………………………………………………………………………………

2018 冬宝服装食品购物节 (第一届) 148…………………………………………………………………………………………

2018 冬宝服装食品购物节 (第二期) 151…………………………………………………………………………………………

2018 第十六届西安年货会 164………………………………………………………………………………………………………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四川) 新春年货购物节 228………………………………………………………………………………

2018 第十一届新疆新春年货博览会 248……………………………………………………………………………………………

2018 第十二届昆明新春欢乐购物节 (昆明年货会)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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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三届中国 (重庆) 国际 LED 及城市景观照明展 29……………………………………………………………………

2018 福州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 技术展 33……………………………………………………………………………………………

2018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 音响展 49…………………………………………………………………………………………………

2018 广州国际电线电缆及附件展览会 54……………………………………………………………………………………………

2018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54…………………………………………………………………………………………………………

2018 第二届环球磁电展览会 60………………………………………………………………………………………………………

2018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69…………………………………………………………………………………………………………

2018 第二届中国 (中山) 光电装备博览博览会、 第四届中国 (中山) 高端激光应用技术展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

(中山)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71……………………………………………………………………………………………………

2018 第二十一届古镇灯博会 (春季)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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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光谷冶 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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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七届常州·邹区国际灯具博览会暨 LED 照明展 119………………………………………………………………………

2018 中国光热发电展览会 121………………………………………………………………………………………………………

2018 中国太阳能海水淡化展览会 121………………………………………………………………………………………………

2018 中国太阳能中高温利用展览会 121……………………………………………………………………………………………

2018 第七届中国扬州户外照明及 LED 照明展览会 125……………………………………………………………………………

2018 南昌广告标识及 LED 展览会 126………………………………………………………………………………………………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济南) 国际照明暨 LED 光电产业博览会 138………………………………………………………………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方) 灯饰照明展览会 151…………………………………………………………………………………

2018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173…………………………………………………………………………………………………………

2018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176………………………………………………………………………………………………………

2018 上海国际商业及工程照明展览会 186…………………………………………………………………………………………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电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00…………………………………………………………………………………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 LED 展 219…………………………………………………………………………………………………

2018 成都国际摄影器材展览会 230…………………………………………………………………………………………………

2018 成都舞台灯光、 音响及乐器展览会 230………………………………………………………………………………………

2018 第十一届成都国际照明及 LED 展览会暨 2018 成都国际标识展览会 230…………………………………………………

2018 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 238………………………………………………………………………………………………………

2018 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 247……………………………………………………………………………………………

2018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247………………………………………………………………………………………………………

2018 第七届亚欧光电展 248…………………………………………………………………………………………………………

2018 第四届新疆 -亚欧电力技术装备展览会 249…………………………………………………………………………………

2018 迪培思昆明 (国际) 广告标识及 LED 技术展 250……………………………………………………………………………

2018 第十二届华展云南广告四新暨 LED 照明展览会 250…………………………………………………………………………

2018 中国 (宁波) 国际灯具灯饰采购交易会暨 LED 照明展览会 258……………………………………………………………

广告传播
2018 第十二届安徽广告设备及 LED、 标识标牌展览会 1…………………………………………………………………………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6……………………………………………………………………………

2018 北京华展广告展 12………………………………………………………………………………………………………………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 led 照明与 led 显示屏展览会 12……………………………………………………………………………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喷墨印刷与纺织品数码印花展览会 13………………………………………………………………………

2018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广告节 29………………………………………………………………………………………………

2018 厦门国际广告技术展览会 35……………………………………………………………………………………………………

2018 第四十二届中国·兰州 (春季) 国际广告 / LED 照明 /印刷包装及办公设备展览会 38……………………………………

2018 第十八届迪培思广州国际广告展 40……………………………………………………………………………………………

2018 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 展览会 40……………………………………………………………………………………………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广播影视设备及新媒体展览会 51……………………………………………………………………………

2018 第十九届广西广告展览会 73……………………………………………………………………………………………………

2018 华展第六届贵州雕刻设备暨标识标牌灯箱展 75………………………………………………………………………………

2018 第十七届河北广告四新及 LED 标识博览会暨河北图文印刷及办公耗材展览会 78…………………………………………

2018 春季京津冀广告四新及 LED 博览会 (沧州) 80……………………………………………………………………………

2018 雄安广告节暨广告四新展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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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春季京津冀广告四新及 LED 博览会 (唐山) 84……………………………………………………………………………

2018 春季中国 (郑州) 第三十二届中原广告展 85…………………………………………………………………………………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武汉) 广告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第七届武汉印刷包装纸业展览会 /第十四届武汉 LED 发光体及

照明设备展览会 101………………………………………………………………………………………………………………

2018 迪培思长沙 (国际) 广告标识及 LED 技术展 106……………………………………………………………………………

2018 第二十四届南京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116……………………………………………………………………………………

2018 中国南京首届标识产业博览会 116……………………………………………………………………………………………

2018 第十九届迪培思国际数码打印及广告标识展、 中国国际网印及纺织品印花展 119………………………………………

2018 中国宁夏 (银川) 广告标识产业博览会 137…………………………………………………………………………………

2018 第四十五届中国青藏 (西宁) 广告标识·LED 照明及印刷办公设备博览会 138…………………………………………

2018 第十一届临沂广告耗材设备及 LED 博览会 147………………………………………………………………………………

2018 第十二届临沂广告耗材设备及 LED 博览会 152………………………………………………………………………………

2018 春季天天第二十届山西广告展 162……………………………………………………………………………………………

2018 第四十四届中国·西安 (春季) 广告展 166…………………………………………………………………………………

2018 上海国际数字标识系统及应用展览会 177……………………………………………………………………………………

2018 上海国际数字展示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177……………………………………………………………………………………

2018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177………………………………………………………………………………

2018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202………………………………………………………………………………………

2018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广告展 219…………………………………………………………………………………………………

2018 上海国际数字标牌展 219………………………………………………………………………………………………………

2018 成都国际标识展览会 230………………………………………………………………………………………………………

2018 第十六届成都国际广告节 230…………………………………………………………………………………………………

2018 第二十二届华展四川广告设备器材暨 LED 展 235……………………………………………………………………………

2018 第十一届天津春季广告展 240…………………………………………………………………………………………………

2018 香港国际影视展 244……………………………………………………………………………………………………………

化工橡塑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涂料、 化工展览会 4…………………………………………………………………………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橡胶塑料工业展览会 6……………………………………………………………………………………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览会 32……………………………………………………………………………………………………

2018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润滑油品、 养护用品及技术设备展 46……………………………………………………………………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涂料展 58…………………………………………………………………………………………………

2018 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表面处理展 58……………………………………………………………………………………………

2018 第七届中国郑州塑料产业博览会 86……………………………………………………………………………………………

2018 第八届中国润滑油、 脂及汽车养护展览会 89…………………………………………………………………………………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97………………………………………………………………………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97……………………………………………………………………………

2018 第八届中国武汉塑料产业博览会 104…………………………………………………………………………………………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塑料橡胶及包装工业展览会 108………………………………………………………………

2018 中国 (沈阳) 国际润滑油、 脂、 养护用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 127…………………………………………………………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饶) 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143…………………………………………………………………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工业电器及润滑油应用技术博览会 147………………………………………………………………

2018 第三届中国临沂塑料产业博览会 148…………………………………………………………………………………………

2018 第二十届青岛 (中国) 塑料产业博览会 156…………………………………………………………………………………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轮胎暨车轮 (青岛) 展览会 159…………………………………………………………………………

2018 西安国际真空镀膜及超导薄膜技术展览会 164………………………………………………………………………………

2018 中国西安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博览会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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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聚四氟乙烯制品及材料展览会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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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届健康原料、 天然原料中国展 202……………………………………………………………………………………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高性能薄膜制造技术展览会 205…………………………………………………………………………

2018 上海国际多彩环保艺术涂料展览会 208………………………………………………………………………………………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览会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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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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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224……………………………………………………………………………………………………

2018 第十二届中国成都橡塑及包装工业展览会 235………………………………………………………………………………

2018 海峡两岸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238……………………………………………………………………………………………

2018 台湾生物科技大展 238…………………………………………………………………………………………………………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240…………………………………………………………………………………

2018 第八届宁波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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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台州) 机床展览会 259………………………………………………………………………………………

2018 中国 (台州) 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260………………………………………………………………………………………

2018 中国 (温州) 工业博览会 260…………………………………………………………………………………………………

家电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小家电及厨房电器展览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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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 (顺德) 家电博览会 61……………………………………………………………………………………………………

2018 中国深圳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品牌展 65…………………………………………………………………………………………

2018 中国小家电交易会 71……………………………………………………………………………………………………………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北方) 灯饰照明展览会 146…………………………………………………………………………………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北方) 家用电器厨房卫浴展览会 146………………………………………………………………………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方) 家用电器厨房卫浴展览会 151………………………………………………………………………

2018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171………………………………………………………………………………………………

2018 第十四届中国慈溪家电博览会 257……………………………………………………………………………………………

2018 中国慧聪 (余姚) 春季家电交易会 257………………………………………………………………………………………

建筑建材
2018 北京国际建筑陶瓷、 卫浴洁具及厨房设施展览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 (北京) 木塑 (生态木) 复合材料、 技术及设备展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地面装饰材料展览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门窗幕墙及五金配件博览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石材产品及设备展览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天花、 集成吊顶及材料展览会 4…………………………………………………………………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5……………………………………………………………………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墙体材料、 别墅建材及楼梯展会 5…………………………………………………………

2018 第二十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墙纸布艺地毯软装饰展览会 5………………………………………………………………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建筑工程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及新装备博览会 5……………………………………………………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橱柜、 壁柜、 木业及五金展览会 5………………………………………………………………………

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门业展览会 6………………………………………………………………………………………………

2018 第八届北京国际木结构建筑与装饰配套设施展览会 12………………………………………………………………………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节能暨绿色建筑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19………………………………………………………

2018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 27……………………………………………………………………………………………………

2018 第二届中国 (重庆) 建筑及装饰材料博览会 31………………………………………………………………………………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重庆) 国际绿色建筑装饰材料博览会 32……………………………………………………………………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览会 35…………………………………………………………………………………………

2018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 49…………………………………………………………………………………

2018 第十届中国 (广州) 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 50……………………………………………………………………………

2018 广州国际卫浴进出口交易会 50…………………………………………………………………………………………………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广州)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55………………………………………………………………………………

2018 第二届中国 (广州)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 57……………………………………………………………

2018 第二届 3D 曲面玻璃制造 (外壳曲面成型) 技术暨应用展 66………………………………………………………………

2018 绿色建材与装配式建筑展 68……………………………………………………………………………………………………

2018 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 72…………………………………………………………

2018 广西 (南宁) 房地产装饰建材博览会 74………………………………………………………………………………………

2018 第二届河北装配式、 钢结构、 集成房屋建筑博览会 79………………………………………………………………………

2018 第十四届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绿色建筑及建设科技博览会 79…………………………………………………………………

2018 第十五届河北节能门窗幕墙玻璃展览会 80……………………………………………………………………………………

2018 河北 (石家庄) 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 80………………………………………………………………………………………

2018 河北 (石家庄) 国际智能建筑博览会 80………………………………………………………………………………………

2018 河北 (石家庄) 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展览会 80…………………………………………………………………………

2018 中国国际管道大会暨展览会 82…………………………………………………………………………………………………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绿色建材博览会 86…………………………………………………………………………………………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玻璃展览会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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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94……………………………………………………………………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94…………………………………………………………………………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供热采暖通风空调燃气及家居舒适系统展览会 95………………………………………………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门业博览会暨门窗、 装饰玻璃、 包覆铝材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95………………………………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石材产品及石材技术装备展览会 95………………………………………………………………

2018 哈尔滨第二十三届建筑门窗、 玻璃、 幕墙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96……………………………………………………………

2018 中国哈尔滨第二十三届节能环保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96……………………………………………………………………

2018 中国哈尔滨第十七届建筑节能及新型墙体材料展览会暨哈尔滨第十七届干混砂浆、 防水保温材料技术与

产品展览会 96……………………………………………………………………………………………………………………

2018 第三届华中 (武汉) 地坪工业展览会 101……………………………………………………………………………………

2018 第八届武汉国际给排水、 水处理及泵阀管展览会 /第二届武汉国际海绵城市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展 102………………

2018 第十一届武汉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 102…………………………………………………………………………………

2018 吉林 (长春) 第二十三届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112…………………………………………………………………

2018 吉林 (长春) 第二十三届国际装饰玻璃、 门窗 (彩铝门窗、 移门) 包覆铝材博览会 112………………………………

2018 吉林 (长春) 第十二届国际建筑节能产品、 新型墙材展览会 112…………………………………………………………

2018 第二十届东北国际门窗、 幕墙、 玻璃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128………………………………………………………………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128………………………………………………………………………………

2018 第十九届东北国际给排水、 水处理技术设备及泵阀管道展览会 128………………………………………………………

2018 第十六届东北建筑节能、 墙体材料及设备展览会 128………………………………………………………………………

2018 中国沈阳家居建材装饰博览会 128……………………………………………………………………………………………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大连建材展) 133……………………………………………………………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135…………………………………………………………………………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建筑节能建材及室内装饰材料博览会 135………………………………………………………………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门窗幕墙展览会 136………………………………………………………………………………………

2018 青海国际绿色建筑产业博览会 137……………………………………………………………………………………………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 (济南) 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139…………………………………………………………………………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房产建筑装饰材料 (春季) 博览会 147………………………………………………………………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门业博览会暨第一届移门及铝型材博览会 149………………………………………………………

2018 中国 (临沂) 木业博览会 150…………………………………………………………………………………………………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房产建筑装饰材料 (秋季) 博览会 152………………………………………………………………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建筑陶瓷博览会 152……………………………………………………………………………………

2018 第四届中国 (临沂) 新型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及墙材博览会 152…………………………………………………………

2018 第四届中国 (临沂) 门业博览会暨第二届移门及铝型材博览会 153………………………………………………………

2018 中国国际石材 (北方) 博览会暨第十二届青岛国际石材展 155……………………………………………………………

2018 第二届中国 (青岛)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156………………………………………………………………………………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潍坊) 门窗幕墙展览会 161…………………………………………………………………………………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山西) 国际门窗幕墙展览会 16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西安) 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166………………………………………………………………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装配式建筑及集成房屋展览会 166………………………………………………………………………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168………………………………………………………………………………

2018 建筑纪元 174……………………………………………………………………………………………………………………

2018 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 174……………………………………………………………………………………

2018 亚洲门窗遮阳展 174……………………………………………………………………………………………………………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 (中国建博会 -上海) 175…………………………………………………………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先进陶瓷展览会暨会议 175………………………………………………………………………………

2018 上海国际进出口轴承及轴承装备展览会 179…………………………………………………………………………………

2018 上海国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展览会 181…………………………………………………………………………………

2018 第二十九届中国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会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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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185……………………………………………………………………………………

2018 上海国际地坪维护保养展览会 185……………………………………………………………………………………………

2018 上海国际海绵城市建设展览会 189……………………………………………………………………………………………

2018 上海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博览会 189……………………………………………………………………………………………

2018 上海国际防锈材料及金属材料包装展览会暨 2018 上海国际防指纹油材料及金属涂料展览会 193………………………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粉体材料及加工装备展览会 196…………………………………………………………………………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197…………………………………………………………………………

2018 第三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198…………………………………………………………………………………………………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子玻璃及制造技术展览会 200…………………………………………………………………………

2018 第四届西瓦国际木业展 204……………………………………………………………………………………………………

2018 第八届上海建筑给排水展览会 208……………………………………………………………………………………………

2018 第二十届上海别墅配套设施博览会 208………………………………………………………………………………………

2018 第六届 (上海)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生产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 2018 第五届 (上海) 国际钢筋加工与预制构配件

机械设备展览会 208………………………………………………………………………………………………………………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集成建筑、 轻钢房屋及建筑钢结构博览会 208……………………………………………………………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预制房屋、 模块化建筑、 活动房屋与空间展览会 208……………………………………………………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上海) 国际门窗幕墙及建筑遮阳展览会 208………………………………………………………………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木制环保建筑博览会 209……………………………………………………………………………………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209…………………………………………………………………………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209………………………………………………………………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涂料及化学建材展览会 209……………………………………………………………………

2018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 (上海) 博览会 209………………………………………………………………………………………

2018 上海国际绿色房屋系统展览会 209……………………………………………………………………………………………

2018 上海国际建筑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 215………………………………………………………………………………………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管材展览会 222………………………………………………………………………………………………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222………………………………………………………………………………………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粉体加工, 散料输送展览会 223…………………………………………………………………………

2018 上海国际高空作业及建筑安全防护产品技术展览会 224……………………………………………………………………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230………………………………………………………………………………

2018 第六届中国成都表面处理、 电镀、 涂装展览会 231…………………………………………………………………………

2018 第十八届成都建筑及装饰材料博览会 233……………………………………………………………………………………

2018 第五届中国西部门窗博览会 233………………………………………………………………………………………………

2018 亚洲创新科技 -建筑、 电气、 保安展览会 245………………………………………………………………………………

2018 “一带一路冶 新疆绿色建博会 248……………………………………………………………………………………………

2018 第八届中国 (宁波) 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 258………………………………………………………………………………

交通物流
2018 中国 (合肥)) 制冷、 冷链、 仓储设备博览会 1………………………………………………………………………………

2018 第八届中国 (澳门) 国际汽车博览会 3………………………………………………………………………………………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4………………………………………………………………………………………

2018 中国国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展览会 7……………………………………………………………………………………

2018 第六十八届北京国际汽保展览会暨汽车美容快修连锁经营展 8……………………………………………………………

2018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零部件展) 13………………………………………………………………………………

2018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整车展) 15…………………………………………………………………………………

2018 中国国际节能新能源汽车暨电动汽车展览会 15………………………………………………………………………………

2018 北京国际道路运输、 城市公交车辆及零部件展览会 18………………………………………………………………………

2018 北京国际交通工程技术与设施展览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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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18……………………………………………………………………………………………

2018 中国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 18……………………………………………………………………………………………………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舰船技术与装备展览会暨海军建设论坛 21…………………………………………………………………

2018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 21………………………………………………………………………………………………

2018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2………………………………………………………………………………………

2018 北京国际城市智慧停车展览会 22………………………………………………………………………………………………

2018 北京国际汽车制造业暨工业装配博览会 24……………………………………………………………………………………

2018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站 (桩) 技术设施展览会 24…………………………………………………

2018 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27…………………………………………………………………………………………

2018 第八届中国汽车技术展览会 30…………………………………………………………………………………………………

2018 第八届中国轻量化汽车材料展 30………………………………………………………………………………………………

2018 第八届重庆汽车零部件展 30……………………………………………………………………………………………………

2018 中国 (重庆) 新能源汽车技术展览会 30………………………………………………………………………………………

2018 重庆国际汽车塑料及复合材料展 30……………………………………………………………………………………………

2018 重庆国际智能网联 & 汽车电子展 30……………………………………………………………………………………………

2018 重庆汽车智能制造装备展 30……………………………………………………………………………………………………

2018 第八届中国 (重庆) 汽车博览会 33……………………………………………………………………………………………

2018 第八十三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 33……………………………………………………………………………………………

2018 中国 (重庆) 国际物料搬运、 仓储及物流自动化技术展览会 33……………………………………………………………

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 33………………………………………………………………………………………………………

2018 重庆汽车交易会 33………………………………………………………………………………………………………………

2018 第三十二届中国 (福州) 国际汽车博览会 34…………………………………………………………………………………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 36…………………………………………………………………………………………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厦门) 海峡西岸汽车博览会 37………………………………………………………………………………

2018 第九届中国西部 (兰州) 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39…………………………………………………

2018 第七届中国甘肃国际汽车交易会 39……………………………………………………………………………………………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保修检测设备及汽车养护展览会 47…………………………………………………………………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展览会 47…………………………………………………………………………………………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制造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47……………………………………………………………………………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47……………………………………………………………………………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47………………………………………………………………………………

2018 广州国际进出汽车用品展览会 47………………………………………………………………………………………………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电动汽车产业生态链展览会暨全球电动汽车领袖峰会 49………………………………………………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51…………………………………………………………………………

2018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51………………………………………………………………………………………

2018 第三届中国 (广州) 国际新能源、 节能及智能汽车展览会 55………………………………………………………………

2018 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海事贸易展览会暨论坛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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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汽车保修检测诊断设备展览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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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四届中国 (锦州) 汽车展览会暨秋季惠民车展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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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临沂首届车房生活大展暨临沂广电融媒资源共享大会 144…………………………………………………………………

2018 第十七届中国 (临沂) 汽车用品展览会 145…………………………………………………………………………………

2018 鲁南 (临沂) 汽车博览会暨山东广电放心车展 (第一期)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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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平邑县远通车展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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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届临沂新汽车生活方式展 150……………………………………………………………………………………………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临沂) 秋季车展 150…………………………………………………………………………………………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临沂) 汽车用品展览会 150…………………………………………………………………………………

2018 中国 (临沂) 汽车配件展览会 (9 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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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 (烟台) 节能与新能源车及相关配套设备展览会 162…………………………………………………………………

2018 第二届山西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展览会 163…………………………………………………………………

201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166……………………………………………………………………………………

2018 中国 (西安) 智能交通暨道路交通技术产品展览会 167……………………………………………………………………

2018 中国国际 (西安) 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展览会 168……………………………………………………………………………

2018 第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 AGV 小车展览会 171………………………………………………………………………………

2018 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 174……………………………………………………………………………………………………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中国国际电动车及零配件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户外骑行装备展览会 /
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及零部件交易会 187……………………………………………………………………………………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航空服务产业博览会 189……………………………………………………………………………………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机场设施建设及运营展览会 189……………………………………………………………………………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飞机内饰与翻新展览会 190…………………………………………………………………………………

2018 亚洲物流双展 192………………………………………………………………………………………………………………

2018 中国国际专用车展览会 192……………………………………………………………………………………………………

2018 中国航空货运博览会 192………………………………………………………………………………………………………

2018 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览会 196……………………………………………………………………………………

2018 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200………………………………………………………………………………

2018 上海国际智慧停车设备展览会 200……………………………………………………………………………………………

2018 上海紧固件专业展暨第九届上海汽车紧固件展 202…………………………………………………………………………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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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 209…………………………………………………………………………………

2018 上海国际新能源车用电池电机电控展览会 210………………………………………………………………………………

2018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内饰与外饰展览会 211……………………………………………………………………………

2018 中国上海国际车用非金属材料与技术应用展览会 211………………………………………………………………………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轻量化技术成果展览会 211………………………………………………………………………………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粘结材料与密封技术产品展览会 211……………………………………………………………………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座椅与创新技术应用展览会 211…………………………………………………………………………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汽车升级及配套产品展览会暨中国 (上海) 改装车展 214……………………………………………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 215………………………………………………………………………………………

2018 航空航天技术展 218……………………………………………………………………………………………………………

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 电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 221………………………………………………………………………………

2018 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易会 221…………………………………………………………………………………………………

2018 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汽车展览会 221…………………………………………………………………………………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涂料、 涂装技术展览会 221………………………………………………………………………………

2018 汽车测试及质量监控博览会 (中国) 222……………………………………………………………………………………

2018 上海国际商用及公务船舶展览会 225…………………………………………………………………………………………

2018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225……………………………………………………………………………………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 / 2018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隧道与地下工程技术展览会 226……………………………

2018 上海国际客车展 226……………………………………………………………………………………………………………

2018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28…………………………………………………………

2018 四川首届天府购电商购车节 228………………………………………………………………………………………………

2018 第四届中国 (成都) 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232………………………………………………………………………

2018 中国 (成都) 充电桩 (站) 技术设备展览会 232……………………………………………………………………………

2018 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33…………………………………………………………………………………

2018 第二十一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 235…………………………………………………………………………………………

2018 第七届绵阳之春国际车展暨第四届绵德广汽车博览会 236…………………………………………………………………

2018 台北国际汽车零配件展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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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湾国际电动车展 237…………………………………………………………………………………………………………

2018 台湾国际机车产业展 237………………………………………………………………………………………………………

2018 第六届 (天津) 中国人保财险冬季惠众购车节 239…………………………………………………………………………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239…………………………………………………………………………

2018 第十七届天津国际工业装配及自动化展览会 240……………………………………………………………………………

2018 天津国际天津国际客运交通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241…………………………………………………………………………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冷链物流技术设备展览会 242……………………………………………………………………………

2018 中国国际物流展览会 (天津) 242……………………………………………………………………………………………

2018 第十五届中国西南 (昆明) 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251……………………………………………

2018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春季展 253………………………………………………………………………

2018 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253…………………………………………………………………………………………………

2018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秋季展 254………………………………………………………………………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杭州) 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255…………………………………………………………………………

2018 杭州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255………………………………………………………………………………………………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台州电动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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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 (合肥) 国际水务设备与技术博览会 1…………………………………………………………………………………

2018 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 2…………………………………………………………………………………………

2018 北京国际废 (污) 水、 废气治理技术与设备展会 9…………………………………………………………………………

2018 北京国际喷嘴及喷雾系统展览会 9……………………………………………………………………………………………

2018 第十二届暖通新风、 空气净化及净水设备展览会 9…………………………………………………………………………

2018 第十届北京国际除尘设备展览会 9……………………………………………………………………………………………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脱硫脱硝及除尘技术设备展览会 9…………………………………………………………………………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展览会 9………………………………………………………………………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空气净化净水博览会 10……………………………………………………………………………………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脱硫脱硝及除尘净化技术设备展览会 12…………………………………………………………………

2018 京津冀第十九届国际环保、 环卫与市政清洗设备设施展览会 12……………………………………………………………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天然气车船、 加气站设备展览会 16………………………………………………………………………

2018 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及加氢站设备展览会 16……………………………………………………………………………

2018 中国厦门国际水展暨海丝之路水安全科技会议 35……………………………………………………………………………

2018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45…………………………………………………………………………………………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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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气体技术、 设备与应用展览会 254………………………………………………………………………

农林牧渔
2018 第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博览会 6……………………………………………………………………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10……………………………………………………………………………………………

2018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会 10………………………………………………………………………………

2018 第十六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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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三届中国 (福州) 国际渔业博览会 34……………………………………………………………………………………

2018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34…………………………………………………………………………………………………………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厦门) 渔业博览会 36……………………………………………………………………………………

2018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生态产业博览会暨绿色有机产业 (张掖) 交易会 39…………………………………………………

2018 广州国际绿化苗木展 42…………………………………………………………………………………………………………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花卉盆栽及花店花园用品展 43………………………………………………………………………………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绿化苗木展览会 44……………………………………………………………………………………………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园林机械与园艺工具展 44……………………………………………………………………………………

2018 广州金花地春季渔具展 45………………………………………………………………………………………………………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渔业博览会 56………………………………………………………………………………………………

2018 第四届中国·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 67………………………………………………………………………………

2018 中国 (海南) 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 77…………………………………………………………………………………………

2018 中国 (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77…………………………………………………………………………………

2018 河北省第二十九届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 78…………………………………………………………………………

2018 北方 (石家庄) 现代农业博览会 79……………………………………………………………………………………………

2018 中国 (廊坊) 春季渔具展销订货会 81…………………………………………………………………………………………

2018 中国 (廊坊) 夏季渔具展销订货会 82…………………………………………………………………………………………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廊坊) 农产品交易会 83……………………………………………………………………………………

2018 中国河南 (郑州) 国际饲料工业博览会暨中原畜牧养殖设备展览会 87……………………………………………………

2018 第四届郑州国际生物质能源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90……………………………………………………………………………

2018 第七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暨 2018 世界猪业博览会 92………………………………………………………………………

2018 第十五届中原肥料 (农资) 产品交易暨信息交流会 93………………………………………………………………………

第四届 (2018) 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 93……………………………………………………………………………………………

第二十五届 (2018) 东北三省畜牧业交易会暨哈尔滨畜牧产业博览会 94………………………………………………………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城市景观园林园艺展览会 95………………………………………………………………………

2018 中国 (哈尔滨) 首届国际宠物水族 (含渔具) 类用品博览会 98……………………………………………………………

2018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种业博览会暨国际新型肥料与植保药械博览会 99………………………………………………………

2018 第三十五届武汉种子交易会 101………………………………………………………………………………………………

2018 汉江流城名优特农业博览会暨绿色健康货交易会 106………………………………………………………………………

2018 东北四省 (长春) 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108……………………………………………………………………………………

2018 第二届南京渔具钓具展览会 116………………………………………………………………………………………………

2018 第三届江苏畜牧业博览会 117…………………………………………………………………………………………………

2018 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 118………………………………………………………………………………………………

2018 首届中国国际钓具博览会 121…………………………………………………………………………………………………

2018 第十五届华东地区肥料 (农资) 产品交易暨信息交流会 125………………………………………………………………

2018 无锡第十三届现代农业博览会 125……………………………………………………………………………………………

2018 中国东北畜牧业名优产品展示交易会暨产业论坛 129………………………………………………………………………

2018 第二十二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 135………………………………………………………………………………………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山东) 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38……………………………………………………………………………

2018 第七届中国 (临沂)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与用品博览会 144………………………………………………………………

2018 第十届中国 (临沂) 农业机械博览会 144……………………………………………………………………………………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菏泽) 国际农资交易会 144…………………………………………………………………………………

2018 黄河三角洲 (中国垦利) 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 144…………………………………………………………………………

2018 第十届中国 (临沂) 植保机械博览会 145……………………………………………………………………………………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临沂) 农资交易博览会 145…………………………………………………………………………………

2018 第六届兰陵 (苍山) 蔬菜产业博览会 146……………………………………………………………………………………

2018 中国 (临沂) 第十五届兔业发展大会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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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届山东省畜牧业暨饲料工业展览会 147…………………………………………………………………………………

2018 中国 (山东) 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150…………………………………………………………………………………………

2018 中国 (临沂) 第十六届兔业发展大会 151……………………………………………………………………………………

2018 第八届中国 (临沂)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与用品博览会 15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临沂) 农资交易博览会 153…………………………………………………………………………………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临沂) 农业机械博览会 153…………………………………………………………………………………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临沂) 植保机械博览会 153…………………………………………………………………………………

2018 第五届郯城银杏产品交易会 154………………………………………………………………………………………………

2018 第五届中国 (临沭) 柳编产业交易会 154……………………………………………………………………………………

2018 蒙阴县蜜桃产业博览会暨 “蜜桃网络文化节冶 154…………………………………………………………………………

2018 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 156……………………………………………………………………………………………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157…………………………………………………………………………………………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园林绿化产业博览会 160…………………………………………………………………………………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161……………………………………………………………………………

2018 中国·烟台农资、 农机交易会 162……………………………………………………………………………………………

2018 山西 (太原) 国际畜牧业交易会 163…………………………………………………………………………………………

2018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168………………………………………………………………………………………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 171…………………………………………………………………………………………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 171……………………………………………………………………………

2018 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屋顶 (立体) 绿化及建筑绿化技术展览会 197…………………………………………………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园林机械、 园艺工具及苗木绿化资材展览会 197………………………………………………………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园林景观产业贸易博览会 197……………………………………………………………………………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水产养殖展览会 214……………………………………………………

2018 第二届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第二届新疆国际奶业展览会 249……………………………………………………………

2018 第九届中国新疆国际种子交易会 249…………………………………………………………………………………………

2018 第十八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249………………………………………………………………………………………

2018 中国义乌 (国际) 森林产品博览会 257………………………………………………………………………………………

皮革鞋包

2018 第四十四届中国国际裘皮革皮制品交易会 3…………………………………………………………………………………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晋江) 国际鞋业暨第三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34…………………………………………………………

2018 第十一届中国福建 (晋江) 国际皮革及鞋机鞋材展览会 34…………………………………………………………………

2018 第二十八届广州国际鞋类、 皮革及工业设备展览会 53………………………………………………………………………

2018 中国 (东莞) 国际鞋机鞋材工业技术展 59……………………………………………………………………………………

2018 第四届中国 (石家庄) 国际缝制设备暨纺织工业展览会 79…………………………………………………………………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青岛) 国际皮革、 鞋机、 鞋材展 159………………………………………………………………………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皮革鞋材鞋机及缝制设备博览会 204……………………………………………………………………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箱包皮具手袋展览会 204…………………………………………………………………………………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鞋类博览会 204……………………………………………………………………………………………

2018 中国国际皮革展 214……………………………………………………………………………………………………………

2018 亚太区皮革展 244………………………………………………………………………………………………………………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温州) 国际皮革、 鞋材、 鞋机展览会 260………………………………………………………………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温岭) 鞋机、 鞋材及针车设备展览会 260…………………………………………………………………

2018 中国 (温州) 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260………………………………………………………………………………………

2018 中国 (温州) 国际针织机械、 飞织鞋面展览会 261…………………………………………………………………………

2018 中国国际合成革展览会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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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宠物、 纳米、 城市建设等行业)
2018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8………………………………………………………………………………………

2018 第三届北京 (国际) 新型城镇化产业博览会 15………………………………………………………………………………

2018 中国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16………………………………………………………………………………………………

2018 中国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 23………………………………………………………………………………………

2018 第六届 (全国) 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 27…………………………………………

2018 第二届重庆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32……………………………………………………………………………………………

2018 第六届 CPF 国际宠博会·广州展 44……………………………………………………………………………………………

2018 华南宠物用品展览会 50…………………………………………………………………………………………………………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 57…………………………………………………………………………………

2018 第四届深圳国际宠物展览会 65…………………………………………………………………………………………………

2018 雄安智慧城市建设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79………………………………………………………………………………………

2018 第八届中国廊坊国际秀鸽展示暨幼鸽交流会 81………………………………………………………………………………

2018 第五届中国·廊坊宠物生活博览会 81…………………………………………………………………………………………

2018 京津冀智慧城市建设博览会 81…………………………………………………………………………………………………

2018 第六届中国·廊坊宠物用品博览会暨 CKU 本部展 83………………………………………………………………………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廊坊 (国际) 名鸽展示会 84……………………………………………………………………………………

2018 洛阳国际宠物节 93………………………………………………………………………………………………………………

2018 中国小微双创城市示范基地成果展 93…………………………………………………………………………………………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博览会 99……………………………………………………………………………

2018 第七届国际宠博会 (武汉展) 104……………………………………………………………………………………………

2018 第四届中国 (江苏)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四届 (中部)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114……………………………

2018 第三届苏州宠物节暨宠物用品品牌展会 120…………………………………………………………………………………

2018 中国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 122……………………………………………………………………………………………

2018 第三届东北亚 (沈阳) 国际宠物用品展 131…………………………………………………………………………………

2018 第五届中国 (山东)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五届 (北方)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140……………………………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 160………………………………………………………………………………

2018 第三届中国 (西安) 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167………………………………………………………………………………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纳米技术展览会 190………………………………………………………………………………………

2018 第十届中国气象科技展 197……………………………………………………………………………………………………

2018 第二十一届亚洲宠物展览会 213………………………………………………………………………………………………

2018 第十七届国际观赏鱼及水族器材展览会 213…………………………………………………………………………………

2018 上海国际生物与微生物技术应用展览会 216…………………………………………………………………………………

2018 科技创新展 218…………………………………………………………………………………………………………………

2018 第七届成都国际宠物博览会 232………………………………………………………………………………………………

2018 展昭台中宠物用品展 239………………………………………………………………………………………………………

2018 第九届中国 (天津) 国际智慧城市暨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展览会 242………………………………………………………

2018 香港国际宠物节 244……………………………………………………………………………………………………………

2018 新疆丝路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博览会 249……………………………………………………………………………………

2018 第十届中西部小动物临床兽医大会 / 2018 第二届中西部宠物美容大会 251…………………………………………………

2018 中国 (宁波) 国际纳米技术展览会 259………………………………………………………………………………………

热力制冷
2018 第十二届国际环保锅炉及新型供暖设备展 10…………………………………………………………………………………

2018 中国制冷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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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 ISH 国际暖通供热、 新风、 热泵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18……………………………………………………………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制冷、 空调、 供热、 通风及食品冷冻加工展览会 31…………………………………………………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 (国际) 车用空调及设备展览会 48………………………………………………………………………

2018 广州国际汽车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 48………………………………………………………………………………………

2018 空调节能与新风系统展 69………………………………………………………………………………………………………

2018 第十六届河北供热供暖、 空凋制冷、 新风净化展览会 79……………………………………………………………………

2018 中国民用清洁采暖设备及应用博览会 81………………………………………………………………………………………

2018 哈尔滨二十届国际节能环保供热供暖、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览会暨哈尔滨第十二届地面供暖系统产品及设备

展览会 96…………………………………………………………………………………………………………………………

2018 第十一届武汉国际制冷暖通空调净化及建筑环境技术设备展览会 102……………………………………………………

2018 吉林 (长春) 第二十届国际供热供暖锅炉空调及节能减排技术设备展览会 112…………………………………………

2018 东北第二十一届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展览会 128…………………………………………………………………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室内供暖系统及建筑新能源设备展览会 136…………………………………………………………………

2018 第二十届山东国际供热供暖、 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139………………………………………………………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国际制冷、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览会 148………………………………………………………………

2018 第四届中国临沂暖通设备博览会 150…………………………………………………………………………………………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国际制冷、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览会 154………………………………………………………………

2018 中国 (山西) 第十三届节能采暖供热、 锅炉、 空调、 热泵及舒适新风系统展览会 163…………………………………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西安) 国际供热采暖与建筑环境技术设备展览会 167…………………………………………………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燃气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167………………………………………………………………………………

2018 中国上海第八届热泵热水、 采暖、 干燥及特种应用展 173…………………………………………………………………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制冷、 空调与热泵节能博览会 226……………………………………………………………………………

2018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 226…………………………………………………………………………

2018 上海国际供热及热动力技术展览会 227………………………………………………………………………………………

2018 新疆暖通展览会 248……………………………………………………………………………………………………………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燃气、 供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54……………………………………………………………………

商业经贸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8…………………………………………………………………………………

2018 第九届北京海外置业及投资移民展 24…………………………………………………………………………………………

2018 中国 (重庆) 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 32………………………………………………………………………………………

2018 中国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 35………………………………………………………………………………

2018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38……………………………………………………………………………………………………

2018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39……………………………………………………………………………………………………

2018 第二十届广州国际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 41……………………………………………………………………………………

2018 第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自助售货系统与设施博览交易会 41………………………………………………………………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一期) 48………………………………………………………………………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二期) 49………………………………………………………………………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三期) 49………………………………………………………………………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一期) 58………………………………………………………………………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二期) 58………………………………………………………………………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三期) 58………………………………………………………………………

2018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58……………………………………………………………………………………………………

2018 第十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 (东莞加博会) 60…………………………………………………………………………

2018 第六届深圳国际 IP 授权及衍生品展览会 67……………………………………………………………………………………

2018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70………………………………………………………………………………………………

2018 中国 -拉美国际博览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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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春季首届廊坊商品交易会 81……………………………………………………………………………………………………

2018 中国·廊坊经济贸易洽谈会 82…………………………………………………………………………………………………

2018 第四届中部 (郑州) 微商博览会 88……………………………………………………………………………………………

2018 中国关林国际小商品交易博览会 93……………………………………………………………………………………………

2018 哈尔滨寒地博览会暨首届中国 (哈尔滨) 航天航空 3D 打印材料及应用制备技术博览会 94……………………………

2018 中国 (绥芬河) 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 99………………………………………………………………………………………

2018 中国 (昆山) 品牌产品进口交易会 120………………………………………………………………………………………

2018 中国 (满洲里) 国际贸易及投资博览会 137…………………………………………………………………………………

2018 第七届中国 (临沂) 小商品博览会 145………………………………………………………………………………………

2018 第五届临沂资本交易大会暨金融创新产品展示会 147………………………………………………………………………

2018 中国临沂进口商品博览会 151…………………………………………………………………………………………………

中国青岛跨国采购洽谈会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春季) 158………………………………………………………………………

中国青岛跨国采购洽谈会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秋季) 158………………………………………………………………………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167………………………………………………

2018 第二十八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169………………………………………………………………………………………

2018 上海国际卡通礼品及 IP 衍生品展览会 182……………………………………………………………………………………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182……………………………………………………………………………………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微商博览会 18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186……………………………………………………………………

2018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 186……………………………………………………………………………………………

2018 上海第二十二届国际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暨 GFXEXPO 外汇衍生品峰会 205……………………………………………

2018 全球授权展·中国站 210………………………………………………………………………………………………………

2018 第二届中国无人店大会暨上海国际无人值守零售展览会 212………………………………………………………………

2018 上海票据、 条码打印技术及 POS 专用设备展览会 212………………………………………………………………………

2018 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 223…………………………………………………………………………………………………

2018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225………………………………………………………………………………………………………

2018 第十四届上海理财博览会 227…………………………………………………………………………………………………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235………………………………………………………………………………………………………

2018 第十六届香港国际授权展 243…………………………………………………………………………………………………

2018 中国 -亚欧博览会 250…………………………………………………………………………………………………………

2018 第五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 251…………………………………………………………………………………………………

2018 (杭州) 第十届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 253……………………………………………………………………………………

2018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256…………………………………………………………………………………………………

2018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256…………………………………………………………………………………………………

2018 中国跨境电商国际名品博览会暨浙江进口商品展览会 258…………………………………………………………………

生活用品
2018 第三十七届广州 (锦汉) 家居用品及礼品展览会 48…………………………………………………………………………

2018 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 84…………………………………………………………………………………………………………

2018 中原 (郑州) 国际高端生活用品展览会 88……………………………………………………………………………………

2018 中国 (郑州) 生活用纸产品技术展览会 91……………………………………………………………………………………

2018 第四届中国 (长沙) 国际日用百货展览会 107………………………………………………………………………………

2018 生活用纸年会暨妇婴童、 老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南京) 115……………………………………………………………

2018 第八届中国银川生活用品 (春季) 交易会 137………………………………………………………………………………

2018 山东国际生活用纸及纸制卫生用品展览会 138………………………………………………………………………………

2018 中国 (临沂) 餐具杯壶博览会 146……………………………………………………………………………………………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餐具杯壶博览会 150……………………………………………………………………………………



·036摇摇摇 ·

2018 第八届中国 (临沂) 小商品博览会 152………………………………………………………………………………………

2018 首届中国临沂玻璃器皿博览会 152……………………………………………………………………………………………

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时尚消费品博览会 169………………………………………………………………………………………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眼镜业展览会 170………………………………………………………………………………

2018 台湾家用及家饰品展 237………………………………………………………………………………………………………

2018 第三十三届香港家庭用品展 245………………………………………………………………………………………………

2018 香港家电·家品博览 246………………………………………………………………………………………………………

2018MEGA SHOW PART 1 247………………………………………………………………………………………………………

2018MEGA SHOW PART 2 248………………………………………………………………………………………………………

2018 香港眼镜展 248…………………………………………………………………………………………………………………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256…………………………………………………………………………………

2018 第六届中国 (台州) 家居用品展览会暨全国凉席产品交易会 259…………………………………………………………

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259……………………………………………………………………………………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温州) 国际眼镜业展览会 260………………………………………………………………………………

食品饮料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安徽)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2………………………………………………………………………………

2018 第四届中国 (安徽) 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2………………………………………………………………………………

2018 中国冰淇淋冷食展暨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展览会 3……………………………………………………………………………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暨中国国际高端食材展览会 10……………………………………………

2018 第十八届亚洲 (北京) 国际食品饮料及进口食品展览会 11…………………………………………………………………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11………………………………………………………………………

2018 亚洲 (北京) 国际进口食品博览会 11…………………………………………………………………………………………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北京) 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13………………………………………………………………………………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与加工包装展览会 1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13………………………………………………………………………………………………

2018 科通 (北京)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15……………………………………………………………………………………

2018 北京国际葡萄酒展览会 18………………………………………………………………………………………………………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航空食品及饮料展览会 22…………………………………………………………………………………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咖啡展 23………………………………………………………………………………………………………

2018 中国国际餐饮交易博览会 23……………………………………………………………………………………………………

2018 (北京) 第五届中国国际咖啡展览会 26………………………………………………………………………………………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26…………………………………………………………………………………………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27………………………………………………………………………

2018 中国 (北京) 食品餐饮博览会 27………………………………………………………………………………………………

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科隆世界食品博览会 28………………………………………………………………………………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暨 2018 中国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28…………………………………………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食品产业博览会暨高端饮品展览会 /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酒业博览会 28…………………………

2018 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32……………………………………………………

2018 第九届中国 (重庆)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33……………………………………………………

2018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 34………………………………………………………………………………………………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糖酒食品展览会 36…………………………………………………………………………………………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叶包装设计展览会 (春季) 36………………………………………

2018 中国厦门国际素食暨有机食品展览会 (春季) 36……………………………………………………………………………

2018 第八届中国火锅料节暨火锅食材博览会 37……………………………………………………………………………………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37……………………………………………………………………………………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叶包装设计展览会 (秋季) 38………………………………………



·037摇摇摇 ·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名酒展览会 -春季展 50……………………………………………………………………………………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广州) 51………………………………………………………………………………………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酒店餐饮业供应商博览会 51……………………………………………………………………………

2018 第七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 54……………………………………………………………………………………………

2018 广州·世界水果博览会 54………………………………………………………………………………………………………

2018 广州国际生鲜配送及保鲜技术展览会 54………………………………………………………………………………………

2018 世界食品广州展 54………………………………………………………………………………………………………………

2018 第十八届广州国际食品展暨进口食品展览会 55………………………………………………………………………………

2018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优质大米及品牌杂粮展览会 55……………………………………………………………………………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葡萄酒及精酿啤酒展览会 55…………………………………………………………………………………

2018 第九届广州国际天然有机食品展览会 57………………………………………………………………………………………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国际保健食品展览会 57…………………………………………………………………………………

2018 深圳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博览会 65………………………………………………………………………………………………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深圳)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67…………………………………………………………………………………

2018 第十七届中国 (深圳)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70…………………………………………………………………………………

2018 广西餐饮好食材博览会 73………………………………………………………………………………………………………

2018 广西国际糖业技术设备交流展示会 74…………………………………………………………………………………………

2018 第八届中国 (南宁)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75……………………………………………………

2018 中国 (贵州) 国际酒类博览会 76………………………………………………………………………………………………

2018 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绎特别推荐 77………………………………………………………………………

2018 中国 (石家庄) 国际精品粮油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79…………………………………………………………………………

2018 第六届中国·廊坊茶叶茶文化博览会 82………………………………………………………………………………………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烘焙展览会 87………………………………………………………………………………………………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郑州)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88……………………………………………………………………………

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88……………………………………………………

2018 第十四届中国食品包装及加工设备 (郑州) 展览会 88………………………………………………………………………

2018 第四届欧亚中国郑州国际餐饮食材博览会 89…………………………………………………………………………………

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 91…………………………………………………………………………………

2018 第十一届中国冷冻食品产业大会 91……………………………………………………………………………………………

2018 第二届中国 (郑州) 好粮油产业博览会 92……………………………………………………………………………………

2018 中国 (郑州) 粮油储藏技术及物流装备展览会 92……………………………………………………………………………

2018 第八届哈尔滨东北三省 (春季) 糖酒会 96……………………………………………………………………………………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 96………………………………………………………………………………………………

2018 中国 (东北) 国际酒业博览会暨食品产业展览会 98…………………………………………………………………………

2018 第六届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和哈尔滨世界农业博览会 99……………………………………………………………

2018 第六届武汉放心酒展览交易会暨放心食品购物节 99…………………………………………………………………………

良之隆·2018 第六届中国食材电商节 100…………………………………………………………………………………………

2018 第七届中国 (武汉) 焙烤展览会 / 2018 武汉酒店餐饮厨房用品及设备展览会 / 2018 第五届咖啡、 冰淇淋暨

高端饮品食品展 101………………………………………………………………………………………………………………

2018 第五届中国 (武汉)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03…………………………………………………

2018 中国武汉茶业博览交易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 红木、 书画、 工艺品展 (春季) 103…………………………………

2018 中国武汉茶业博览交易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 红木、 书画、 工艺品展 (秋季) 105…………………………………

2018 第三届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107………………………………………………………………………………………………

2018 第七届中国 (长春)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13…………………………………………………

2018 长春第十届餐饮食材火锅调料展览会 113……………………………………………………………………………………

2018 中国 (长春) 国际春季茶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13………………………………………………………

2018 第二届中国 (南京) 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暨南京火锅节 117………………………………………………………………

2018 南京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117……………………………………………………………………………………………………



·038摇摇摇 ·

2018 第四届中国 (南京)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8………………………………………………………………………………

2018 中国 (淮安) 国际食品博览会 119……………………………………………………………………………………………

2018 第十届苏州国际茶叶博览会暨紫砂、 茶具、 工艺品展 122…………………………………………………………………

2018 第二届中国餐饮供应链博览会 123……………………………………………………………………………………………

2018 第十九届中国美食节 124………………………………………………………………………………………………………

2018 第六届徐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25…………………………………………………………………………………………

2018 中国 (江西) 国际餐饮博览会 126……………………………………………………………………………………………

2018 第五届 (沈阳) 酒店用品博览会 128…………………………………………………………………………………………

2018 中国 (沈阳) 国际餐饮食材及冷冻食品博览会 129…………………………………………………………………………

2018 第二十九届沈阳国际食品机械、 包装设备展览会 131………………………………………………………………………

2018 第十六届沈阳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31………………………………………………………………………………………

2018 第十六届中国沈阳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131……………………………………………………………………………

2018 中国 (沈阳) 国际糖酒食品展览会暨高端饮品展 132………………………………………………………………………

2018 大连春季国际茶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工艺品博览会 133……………………………………………………………………

2018 大连秋季国际茶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工艺品博览会 134……………………………………………………………………

2018 第五届中国 (大连)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34…………………………………………………

2018 第十二届内蒙古国际乳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135……………………………………………………………………………

2018 第十四届内蒙古食品博览会 135………………………………………………………………………………………………

2018 中国国际薯业博览会 137………………………………………………………………………………………………………

2018 第三届中国 (山东) 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140……………………………………………………………………………

2018 第十二届全国食品博览会暨糖酒商品交易会 (济南) 140…………………………………………………………………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济南)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六届茶文化节 140…………………………………………………………

2018 中国 (济南) 美食节暨餐饮食材博览会 142…………………………………………………………………………………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分会场 -北方茶业博览交易会 142………………………………………………………………

2018 中国 (临沂) 食品产业博览会 147……………………………………………………………………………………………

2018 第十一届临沂茶文化博览会 148………………………………………………………………………………………………

2018 中国 (临沂) 糖酒食品交易会暨食品饮料中秋订货会 150…………………………………………………………………

2018 第十二届临沂茶文化博览会 152………………………………………………………………………………………………

2018 第二届中国食品产业博览会 153………………………………………………………………………………………………

2018 中国粮油产业博览会 15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 (青岛) 展览会 156………………………………………………………………

2018 第七届中国 (青岛)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57…………………………………………………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160………………………………………………………………………………………

2018 中日韩现代农业及食品安全展览会 161………………………………………………………………………………………

2018 世界鲁菜大会 162………………………………………………………………………………………………………………

2018 第五届中国 (太原)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63…………………………………………………

2018 第十二届中国西安国际茶业博览会 167………………………………………………………………………………………

2018 第十届中国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167…………………………………………………………………………………………

2018 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68………………………………………………………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168…………………………………………………………………………………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烘焙展览会 168…………………………………………………………………………………………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175…………………………………………………………………………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181………………………………………………………………………

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燕窝及高端滋补品展览会 183………………………………………………………………………………

2018 第三届上海国际素食健康与养生食品博览会 183……………………………………………………………………………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酵素产业博览会 183…………………………………………………………………………………………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焙烤展览会 188…………………………………………………………………………………………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茶业博览会 188…………………………………………………………………………………



·039摇摇摇 ·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高端小品种食用油及橄榄油展览会 190……………………………………………………………………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茶饮、 咖啡及设备展览会 190………………………………………………………………………………

2018 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 邮轮及列车食品饮料展 190…………………………………………………………………………

2018 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190…………………………………………………………………………………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进出口食品及饮料展览会 191……………………………………………………………………………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191…………………………………………………………………………………………

2018 第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肉类产业暨高端牛羊肉进入市场推介会 191……………………………………………………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食品、 肉类及水产品展览会 191……………………………………………………………………………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乳制品、 冰淇淋及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 191………………………………………………………………

2018 上海国际酒业微商展暨创新与营销高峰论坛 191……………………………………………………………………………

2018 中国国际 (上海) 烘焙展览会 191……………………………………………………………………………………………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192……………………………………………………………………………………

2018 亚洲生鲜荟 192…………………………………………………………………………………………………………………

2018 亚洲生鲜配送展 192……………………………………………………………………………………………………………

2018 亚洲食品加工设备与技术展 193………………………………………………………………………………………………

2018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194…………………………………………………………………………………………………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水展 198……………………………………………………………………………………………………

2018 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高端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199……………………………………………………………………

2018 第十五届上海餐饮食材展览会 205……………………………………………………………………………………………

2018 第二十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 207……………………………………………………………………………………………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淀粉及淀粉衍生物展览会 207……………………………………………………………………………

2018 上海食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展 207………………………………………………………………………………………………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 (上海) 博览会 212………………………………………………………………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上海展) 212………………………………………………………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212……………………………………………………………………

2018 第九届 (上海) 食品包装与加工机械展览会 214……………………………………………………………………………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214…………………………………………………………………………………………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 214……………………………………………………………………………………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展览会 215………………………………………………………………………………

2018 上海国际中央厨房用品及设备展览会 215……………………………………………………………………………………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216………………………………………………………………………

2018 上海国际食盐产品及深加工设备、 包装新材料展览会 216…………………………………………………………………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222…………………………………………………………………………

2018 中国焙烤设备及原辅料秋季展览会 / 2018 中国家庭烘焙用品展览会 224……………………………………………………

2018 第十一届 iFresh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 226……………………………………………………………………………………

第二十二届 2018 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览会 226………………………………………………………………………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上海) 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暨 2018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发展大会 227……………………………………

2018 第九十八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成都) 229………………………………………………………………………………

2018 第九届中国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暨 2018 中国火锅冒菜连锁加盟展览会 233………………………………………………

2018 第七届中国 (成都) 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234…………………………………………………………………………………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成都) 烘焙展览会 234………………………………………………………………………………………

2018 中国奶业展览会 234……………………………………………………………………………………………………………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 (成都) 博览会 236………………………………………………………………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成都展) 236………………………………………………………

2018 中国 (成都)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236……………………………………………………………………

2018 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 237……………………………………………………………………………………………………

2018 台中国际茶、 咖啡暨烘焙展 239………………………………………………………………………………………………

2018 亚洲素食展 243…………………………………………………………………………………………………………………



·040摇摇摇 ·

2018 香港国际茶展 246………………………………………………………………………………………………………………

2018 香港美食博览 246………………………………………………………………………………………………………………

2018 香港国际美酒展 248……………………………………………………………………………………………………………

2018 第六届新疆 (国际) 糖酒商品交易博览会 /第四届新疆新丝绸之路葡萄酒展 249…………………………………………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会 251……………………………………………………………………………………

2018 普洱国际精品咖啡博览会 25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普洱茶节·2018 普洱茶产品交易博览会 252…………………………………………………………………

体育休闲娱乐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钓鱼用品贸易展览会 3…………………………………………………………………………………

2018 第十四届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3……………………………………………………………………………………………

2018 亚洲国际博彩娱乐展 3…………………………………………………………………………………………………………

2018 北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 12……………………………………………………………………………………………

2018 亚洲 (北京) 国际智能娱乐暨 VR 产品展览会 14……………………………………………………………………………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山地运动及技术装备展览会 17……………………………………………………………………………

2018 北京第十二届国际户外用品及装备展览会 19…………………………………………………………………………………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高端自行车及骑行装备展览会 20…………………………………………………………………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20…………………………………………………………………………………………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23……………………………………………………………………………………

2018 北京国际潜水暨度假观光展 24…………………………………………………………………………………………………

2018 第七届北京国际顶级生活品牌博览会 24………………………………………………………………………………………

2018 北京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 26……………………………………………………………………………………………

2018 首届中国 (重庆) 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29……………………………………………………………………………………

2018 第九届亚洲影剧院技术及设施展 45……………………………………………………………………………………………

2018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台球及配套设施展 45………………………………………………………………………………………

2018 亚洲 VR&AR 博览会暨投资高峰论坛 45………………………………………………………………………………………

2018 亚洲乐园及景点博览会 45………………………………………………………………………………………………………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广州) 国际乐器展览会 49……………………………………………………………………………………

2018 广州 (国际) 演艺设备、 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 49………………………………………………………………………

2018 亚洲泳池 spa 博览会 50…………………………………………………………………………………………………………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婚纱摄影及儿童摄影器材展览会 51…………………………………………………………………………

2018 第二届亚洲女子运动与时尚展 62………………………………………………………………………………………………

2018 第四届贵阳渔具展 76……………………………………………………………………………………………………………

2018 中国 (廊坊) 国际体育用品展 84………………………………………………………………………………………………

2018 第三届郑州运动及户外用品展览会 92…………………………………………………………………………………………

2018 第十一届武汉钓鱼及户外用品展览会 100……………………………………………………………………………………

2018 第二届武汉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105…………………………………………………………………………………………

2018 第十届湖南春季浩天钓具用品展览会 107……………………………………………………………………………………

2018 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览会 117…………………………………………………………………………………………

2018 亚洲户外用品展览会 117………………………………………………………………………………………………………

2018 亚洲自行车展览会 & 体验日 117………………………………………………………………………………………………

2018 中国国际芳香产业展览会 119…………………………………………………………………………………………………

2018 第八届沈阳国际房车展暨沈阳露营装备与户外用品展 131…………………………………………………………………

2018 第二届东北亚 (沈阳) 国际乐器博览会 132…………………………………………………………………………………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海博览会暨中国 (青岛) 船艇展 158…………………………………………………………………

2018 第三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 169………………………………………………………………………………

2018 第四届神州行·魔幻二次元 AR VR 动漫游戏博览会 169……………………………………………………………………



·041摇摇摇 ·

2018 上海首届泛亚二次元动漫游戏展 169…………………………………………………………………………………………

2018 中国上海国际儿童摄影展览会 (春季) 169…………………………………………………………………………………

2018 第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健身、 康体休闲展览会 172………………………………………………………………………

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休闲水处理工程设计与产品博览会 173……………………………………………………………………

2018 上海体育场地建造、 管理及设备展览会 183…………………………………………………………………………………

2018 中国国际高尔夫球博览会 183…………………………………………………………………………………………………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休闲旅游展 186…………………………………………………………………………………………

2018 生活方式上海秀 186……………………………………………………………………………………………………………

2018 中国 (上海) 第二十三届国际船艇及其技术设备展览会 186………………………………………………………………

2018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196…………………………………………………………………………………………………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户外用品及时尚运动展览会 198…………………………………………………………………………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智能运动产业博览会 198……………………………………………………………………………………

2018 上海国际游乐设备展览会 199…………………………………………………………………………………………………

2018 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会 202………………………………………………………………………………………………

2018 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 206…………………………………………………………………………

2018 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上海) 206…………………………………………………………………………………………

2018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211……………………………………………………………………………………………

2018 第八届中国上海香博会 221……………………………………………………………………………………………………

2018 上海潮流文化周 227……………………………………………………………………………………………………………

2018 亚洲运动用品技术展 228………………………………………………………………………………………………………

2018 中国 (成都) 景点乐园及游乐设施博览会 234………………………………………………………………………………

2018 台北国际体育用品展 237………………………………………………………………………………………………………

2018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238……………………………………………………………………………………………………

碧海 (中国) 2018 春季钓具产业博览会 239………………………………………………………………………………………

2018 乐活博览 243……………………………………………………………………………………………………………………

2018 香港时尚汇集 244………………………………………………………………………………………………………………

2018 香港美与健生活博览 246………………………………………………………………………………………………………

2018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246…………………………………………………………………………………………………………

文教艺术
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 3………………………………………………………………………………………………………………

2018 第十三届 “艺术北京冶 当代艺术博览会 15……………………………………………………………………………………

2018 第二十届北京国际玩具及幼教用品展览会 16…………………………………………………………………………………

2018 北京国际教育装备科技展 17……………………………………………………………………………………………………

2018 亚洲幼教展览会 (北京) 26……………………………………………………………………………………………………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27………………………………………………………………………………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佛事用品博览会 28…………………………………………………………………………………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 (重庆展) 32……………………………………………………………………………………

2018 中国厦门国际佛事用品 (春季) 展览会 37……………………………………………………………………………………

2018 第十届中国 (兰州) 艺术品收藏博览会 38……………………………………………………………………………………

2018 艺术厦门博览会 38………………………………………………………………………………………………………………

2018 中国厦门国际佛事用品 (秋季) 展览会 38……………………………………………………………………………………

2018 丝绸之路 (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 39…………………………………………………………………………………………

2018 广州国际儿童创新教育博览会 43………………………………………………………………………………………………

2018 广州国际教育产业博览会 43……………………………………………………………………………………………………

2018 广州国际幼教用品及装备展览会 43……………………………………………………………………………………………

2018 中国学前教育峰会暨学前教育资料博览会 43…………………………………………………………………………………



·042摇摇摇 ·

2018 第九届华南国际幼教产业博览会 53……………………………………………………………………………………………

2018 深圳国际幼儿教育用品暨装备展览会 70………………………………………………………………………………………

2018 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71……………………………………………………………………………………

2018 月邪动漫冬季盛典 73……………………………………………………………………………………………………………

2018 中国 -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 74………………………………………………………………………………………………

2018 海南国际佛事用品暨香品展览会 77……………………………………………………………………………………………

2018 第二届全国行书作品展 78………………………………………………………………………………………………………

2018 中国 (廊坊) 文身艺术节 82……………………………………………………………………………………………………

2018 “时代风采冶 廊坊油画名家邀请展 83…………………………………………………………………………………………

2018CLCAF6 -廊坊漫展夏日祭 83……………………………………………………………………………………………………

2018 第二届景德镇工艺美术大师陶瓷展 83…………………………………………………………………………………………

2018 京津冀非遗精品展暨第六届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 83…………………………………………………………………………

2018 中国 (廊坊) 第二届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节 83…………………………………………………………………………………

2018 中国 (廊坊) 乐器产业展 83……………………………………………………………………………………………………

2018 中国·洛阳 (国际) 创意产业博览会 93………………………………………………………………………………………

2018 第六届中国 (武汉) 国际乐器展览会 /中国 (武汉) 演艺舞蹈服装博览会 100……………………………………………

2018 第五十一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 103……………………………………………………………………………………

2018 中国 (武汉) 国际幼教博览会 /第四届亚洲幼教峰会 105……………………………………………………………………

2018 国际幼教 (华中) 峰会暨第十二届湖南省幼儿园园长高端学术年会 106…………………………………………………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高端文化艺术品展暨茶、 紫砂、 红木家具博览会 113………………………………………………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国际佛事文化用品博览会 113…………………………………………………………………………

2018 首届南京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114………………………………………………………………………………………………

2018 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 120…………………………………………………………………………………

2018 第八届中国 (无锡) 国际文化艺术产业博览交易会 123……………………………………………………………………

2018 第十五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127……………………………………………………………………………………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书画艺术暨珠宝紫砂收藏品博览会 132………………………………………………………………………

2018 第十六届全国工艺品、 旅游品、 礼品博览会暨国际珠宝、 古玩、 书画艺术品博览会 132………………………………

2018 第六届山东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139……………………………………………………………………………………………

2018 中国国际教育装备博览会 140…………………………………………………………………………………………………

2018 第二届世界教育日大会 142……………………………………………………………………………………………………

2018 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 142…………………………………………………………………………………………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142…………………………………………………………………………………………………

2018 山东国际教育展秋季场 143……………………………………………………………………………………………………

2018 山东国际教育展夏季场 143……………………………………………………………………………………………………

2018 第三届临沂艺术品博览会 146…………………………………………………………………………………………………

2018 第八届中国 (费县) 国际赏石旅游文化节 148………………………………………………………………………………

2018 首届临沂佛事用品博览会 148…………………………………………………………………………………………………

2018 第五届 “羲之故里冶 文化产品展示交易会 150………………………………………………………………………………

2018 第二届临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154………………………………………………………………………………………

2018 第四届临沂艺术品博览会 154…………………………………………………………………………………………………

2018 山东省教育装备展示会 154……………………………………………………………………………………………………

中国青岛国际茶文化博览会暨紫砂艺术展 155………………………………………………………………………………………

2018 秋季青岛国际民博会 157………………………………………………………………………………………………………

2018 春季青岛国际文博会 160………………………………………………………………………………………………………

2018 夏季青岛国际艺博会 160………………………………………………………………………………………………………

2018 山东 (烟台) 国际艺博会 162…………………………………………………………………………………………………

2018 中国 (太原) 佛教文化用品博览会 163………………………………………………………………………………………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佛教文化博览会 168……………………………………………………………………………………



·043摇摇摇 ·

2018 上海国际少儿生活方式展 169…………………………………………………………………………………………………

2018 设计上海 173……………………………………………………………………………………………………………………

2018 上海国际学前教育装备及智慧教育展览会暨上海国际学前教育加盟连锁及特许经营展览会 182………………………

2018 上海国际智慧教育及在线课堂展 186…………………………………………………………………………………………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幼儿教育暨用品展 187……………………………………………………………………………………

2018 上海第十二届海外置业移民留学展览会 205…………………………………………………………………………………

2018 中国上海珠宝古玩艺术品展 221………………………………………………………………………………………………

2018 第三届中国国际教育装备 (上海) 博览会 222………………………………………………………………………………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会 223……………………………………………………………………………………………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 (成都展) 229…………………………………………………………………………………

2018 亚洲幼教展览会 (成都) 231…………………………………………………………………………………………………

2018 第二十八届教育及职业博览 243………………………………………………………………………………………………

2018 第二十九届香港书展 246………………………………………………………………………………………………………

2018 第八届中国杭州国际佛事文化用品博览会 253………………………………………………………………………………

2018 杭州海外置业移民留学展览会 253……………………………………………………………………………………………

2018 首届杭州国际纹身展 254………………………………………………………………………………………………………

2018 第十三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 256…………………………………………………………………………………

五金机电
2018 中国 (芜湖) 国际机电产品交易会 2…………………………………………………………………………………………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北京) 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 17………………………………………………………………………………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京) 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21…………………………………………………………………

2018 第十八届中国金属冶金展 30……………………………………………………………………………………………………

2018 (重庆) 国际表面处理、 电镀、 涂装展览会 31………………………………………………………………………………

2018 第十八届中国紧固件弹簧及设备展览会 31……………………………………………………………………………………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重庆) 国际表面处理、 涂装及电镀展览会 32………………………………………………………………

2018 广州国际激光及焊接工业展览会 41……………………………………………………………………………………………

2018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41…………………………………………………………………………………………………………

2018 第二十四届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 42…………………………………………………………………………………

2018 广州国际家具原辅材料及五金配件展览会 44…………………………………………………………………………………

2018 第十九届广州国际不锈钢工业展 53……………………………………………………………………………………………

2018 第十九届广州国际弹簧工业展览会 53…………………………………………………………………………………………

2018 广州巨浪国际金属暨冶金工业展览会 53………………………………………………………………………………………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铝业博览会 56………………………………………………………………………………………………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会 57……………………………………………………………………………………

2018 第十二届华南不锈钢、 金属材料展览会暨定制金属家居展 61………………………………………………………………

2018 第十六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 磁性材料展览会 65…………………………………………………………………

2018 深圳国际连接器、 线缆线束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69……………………………………………………………………………

2018 第六届中国·沙河玻璃交易博览会 84…………………………………………………………………………………………

2018 中国 (唐山) 五金博览会 84……………………………………………………………………………………………………

2018 第十四届中国郑州国际五金机电展览会 90……………………………………………………………………………………

2018 第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新能源及电力电工展览会 98…………………………………………………………………………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五金及焊接博览会 98………………………………………………………………………………

2018 中国 (武汉) 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加工技术展览会 100………………………………………………………………………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 104………………………………………………………………………………………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国际涂装、 电镀及表面处理展览会 109……………………………………………………………

2018 第十一届长春焊接、 切割及激光技术设备展览会 110………………………………………………………………………



·044摇摇摇 ·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动力传动及液压气动展览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新能源及电力、 电工展览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东北四省 (长春) 五金工具博览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长春) 金属加工工业展览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紧固件、 标准件展览会暨汽车紧固件展览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铸造及铸件产品展览会 110……………………………………………………………………

2018 第四届常州国际电机技术与应用博览会暨创新论坛 119……………………………………………………………………

2018 第三届中国无锡太湖国际轴承大会暨展览会 123……………………………………………………………………………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泵阀、 管道、 清洁设备机电展览会 130………………………………………………………………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电线电缆工业展览会 130…………………………………………………………………………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五金、 紧固件及钉丝网展览会 130…………………………………………………………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131………………………………………………………………………………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焊接、 切割、 激光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131……………………………………………………………

2018 第二十一届济南国际机床展览会 139…………………………………………………………………………………………

2018 第七届格益中国 (临沂) 国际五金博览会 149………………………………………………………………………………

2018 第六十七届秋季全国五金商品交易会 151……………………………………………………………………………………

2018 中国国际不锈钢博览会 153……………………………………………………………………………………………………

2018 第十六届中国青岛国际金属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 159………………………………………………………………………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粉末冶金展览会暨会议 176………………………………………………………………………………

2018 上海国际绕线机、 线圈、 磁性材料、 绝缘材料及电机制造展览会 176……………………………………………………

2018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 177…………………………………………………………………………………………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不锈钢展览会 179……………………………………………………………………………………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钛工业展览会 179……………………………………………………………………………………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铜业展览会 179………………………………………………………………………………………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有色金属工业展览会 179……………………………………………………………………………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镁及镁合金工业展览会 180…………………………………………………………………………………

2018 第十届中国 (上海) 国际进出口轴承及轴承装备展览会 194………………………………………………………………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198…………………………………………………………………………………………………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198………………………………………………………………………………………………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小家电及厨卫电器全球采购交易会 199…………………………………………………………………

2018 亚洲线路板及电子组装展览会 200……………………………………………………………………………………………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 3D 曲面玻璃及制造技术展览会 200……………………………………………………………………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磁性材料及生产技术展览会 201…………………………………………………………………………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电机博览会暨发展论坛 201………………………………………………………………………………

2018 上海国际非晶与纳米晶材料展览会 202………………………………………………………………………………………

2018 上海国际伺服、 运动控制及应用展览会暨发展论坛 202……………………………………………………………………

2018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207……………………………………………………………………………………………………

2018 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展览会 210…………………………………………………………………………………………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轮胎博览会 213……………………………………………………………………………………………

2018 中国国际轴承及其专用装备展览会 219………………………………………………………………………………………

2018 上海紧固件与技术展 222………………………………………………………………………………………………………

2018 第十六届四川国际电力产业博览会 232………………………………………………………………………………………

2018 中国义乌五金电器博览会 256…………………………………………………………………………………………………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宁波) 国际紧固件、 弹簧及制造装备展览会 257…………………………………………………………

医疗健康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西部 (合肥) 医疗器械展览会 1…………………………………………………………………………



·045摇摇摇 ·

2018 国际 (亳州) 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 (亳州) 中药材交易会 2………………………………………………………………

2018 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 5……………………………………………………………………………………………

2018 第三十届国际医疗仪器设备展览会 6…………………………………………………………………………………………

2018 中国国际睡眠科技产业博览会暨中国睡眠峰会 6……………………………………………………………………………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北京) 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 11………………………………………………………………………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11…………………………………………………………………………

2018 北京国际高端健康医疗展览会 24………………………………………………………………………………………………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健康服务业博览会暨保健养生食品展览会 25………………………………………………………………

2018 中国国际家庭医疗器械及保健用品展览会 25…………………………………………………………………………………

2018 中国国际养老宜居地产及智能化养老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25…………………………………………………………………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北京) 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26……………………………………………………………………………

2018 北京国际养老、 康复及医疗展览会 28…………………………………………………………………………………………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北京) 展览会 28…………………………………………………………………………………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中西部 (重庆) 医疗器械博览会 29…………………………………………………………………………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国际) 检验医学暨输血仪器试剂博览会 29…………………………………………………………………

2018 春季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 /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31……………………………………………………………………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福建) 博览会 34………………………………………………………………………………

2018 第五届中国 (福建) 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 34…………………………………………………………………………………

2018 中国厦门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37……………………………………………………………………………………………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康复设备及福祉辅具展览会暨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家用医疗护及康复护理展览会 45…………

2018 第二十三届华南国际口腔展览会 46……………………………………………………………………………………………

2018 第二十七届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55……………………………………………………………………………………

2018 国际养生产业博览会 55…………………………………………………………………………………………………………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老年健康产业博览会 57……………………………………………………………………………………

2018 第八十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59……………………………………………………………………………………………………

2018 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64…………………………………………………………………………………………………

2018 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 65……………………………………………………………………………………………

2018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秋季) 展览会 69…………………………………………………………

2018 第八十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秋季) 博览会 70………………………………………………………………………………

2018 深圳国际生物 /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71………………………………………………………………………………………

2018 第二十九届北部湾广西医疗器械展览会 73……………………………………………………………………………………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贵阳) 国际医疗器械、 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75………………………………………………………………

2018 第十五届河北 (春季) 医疗器械博览会 78……………………………………………………………………………………

2018 中国 (石家庄) 眼视光产业博览会 78…………………………………………………………………………………………

2018 中国 (廊坊) 老龄用品展览会 84………………………………………………………………………………………………

2018 第三十三届中国中西部 (郑州春季) 医疗器械展览会 86……………………………………………………………………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两性健康及成人产业展览会 86……………………………………………………………………………

2018 中国中部 (郑州) 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暨口腔医学学术会议 86…………………………………………………………

2018 第二届中国 (郑州) 国际医药保健品博览会 89………………………………………………………………………………

2018 中国·哈尔滨女性时尚健康产业博览会 98……………………………………………………………………………………

2018 第三十四届湖北 (武汉) 国际先进医疗仪器设备展览会 100………………………………………………………………

2018 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 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103………………………………………………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中西部 (长沙春季) 医疗器械展览会 106…………………………………………………………………

2018 湖南口腔医学大会暨第四届口腔医疗设备与器材展览会 107………………………………………………………………

2018 第三十八届长春药品交易会暨长春保健品交易会 110………………………………………………………………………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长春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110……………………………………………………………………………

2018 第四十三届长春国际医疗器械卫生产业博览会 111…………………………………………………………………………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江苏) 博览会暨论坛 114……………………………………………………………………



·046摇摇摇 ·

2018 中国国际医药 (工业) 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 118……………………………………………………………………………

2018 全国口腔设备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 (苏州站) 121……………………………………………………………………

2018 中国 (江苏) 国际养老、 辅具及康复医疗展览会 121………………………………………………………………………

2018 中国 (泰州) 国际医药博览会 122……………………………………………………………………………………………

2018 首届中国国际宠物医疗器材及药品博览会 124………………………………………………………………………………

2018 中国 (无锡) 养老产业大会暨老龄产品博览会 124…………………………………………………………………………

2018 第二十届中国东北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 127…………………………………………………………………………………

2018 第四十四届 (春季) 沈阳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127……………………………………………………………………

2018 第十九届内蒙古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136……………………………………………………………………………………

2018 第三十九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山东) 博览会 (春) 暨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 138……………………………………

2018 第二届中国临沂康复用品及健身器材博览会 149……………………………………………………………………………

2018 中国 (北方) 医药暨医疗器械博览会 149……………………………………………………………………………………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 152………………………………………………………………………………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青岛) 国际医疗器械暨医院采购大会 155…………………………………………………………………

2018 第三届中国 (青岛) 国际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博览会 155…………………………………………………………………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155……………………………………………………………………………………

2018 鲁东 (烟台) 营养健康暨膳食养生博览会 162………………………………………………………………………………

2018 中日韩养老健康及美丽产业展览会 162………………………………………………………………………………………

2018 第十九届中国中西部 (太原) 医疗器械展览会 163…………………………………………………………………………

2018 第三十三届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164……………………………………………………………………………

2018 第三十四届西部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164……………………………………………………………………………………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眼科和视光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175………………………………………………………………………

2018 第八十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 /中间体 /包装 /设备交易会 180………………………………………………………………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春季) 展览会 180………………………………………………………

2018 第七十九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180………………………………………………………………………………………………

2018 第七十九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春季) 博览会 180…………………………………………………………………………

2018 第六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展览会 192…………………………………………………………………………………………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上海) 展览会 193………………………………………………………………………………

2018 中国国际成人保健及生殖健康展览会 193……………………………………………………………………………………

2018 第十三届国际养老、 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202……………………………………………………………………………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 203…………………………………………………………………………………………

2018 第六届世界医药合同定制服务中国展 203……………………………………………………………………………………

2018 第十八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 203……………………………………………………………………………………………

2018 第十三届世界制药机械、 包装设备与材料中国展 203………………………………………………………………………

2018 生物制药与技术中国展 203……………………………………………………………………………………………………

2018 世界天然提取物中国展 203……………………………………………………………………………………………………

2018 世界医药包装中国展 203………………………………………………………………………………………………………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上海) 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206…………………………………………………………………………

2018 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残疾人、 老年人康复护理保健用品用具展览会 206……………………………………………………

2018 上海国际医疗美容及整形设备展览会 206……………………………………………………………………………………

2018 中国康复及家庭医疗用品博览会 211…………………………………………………………………………………………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上海展) 212………………………………………………………………………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212………………………………………………………………………

2018 第十四届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 222…………………………………………………………………………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 224……………………………………………………………………

2018 春季中国 (成都) 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229………………………………………………………………………………

2018 第二十二届西部 (成都) 医疗器械展览会 229………………………………………………………………………………

2018 西部 (成都) 检验医学及输血用品博览会 229………………………………………………………………………………



·047摇摇摇 ·

2018 西部 (成都) 康复设备及残疾人用品博览会 229……………………………………………………………………………

2018 西部医院建设与管理展览会 229………………………………………………………………………………………………

2018 西部医院信息化建设展览会 229………………………………………………………………………………………………

2018 中国 (西部) 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暨口腔医学学术会议 232………………………………………………………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成都) 展览会 234………………………………………………………………………………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成都展) 236………………………………………………………………………

2018 中国 (成都)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236………………………………………………………………………

2018 台湾国际医疗展 238……………………………………………………………………………………………………………

2018 第九届香港国际医疗器材及用品展 245………………………………………………………………………………………

2018 第九届中国中西部 (昆明) 医疗器械博览会 250……………………………………………………………………………

2018 浙江基层医疗装备展览会 254…………………………………………………………………………………………………

仪表仪器
2018 第十届中国 (北京) 国际环境监测仪器展 10…………………………………………………………………………………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 15……………………………………………………………………………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工业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98…………………………………………………………………

2018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103………………………………………………………………………………………………………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国际工业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111………………………………………………………………………

2018 第十五届南京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115………………………………………………………………………

2018 中国国际无损检测及理化检验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 2018 中国国际特种设备安全与发展论坛暨国际特种设备

展览会 (上海站) 194……………………………………………………………………………………………………………

2018 世界生化、 分析仪器与实验室装备中国展 203………………………………………………………………………………

2018 中国国际无损检测及理化检验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 2018 中国国际特种设备安全与发展论坛暨国际特种设备

展览会 (成都站) 236……………………………………………………………………………………………………………

印刷包装
2018 北京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17……………………………………………………………………………………………………

2018 第十七届重庆国际数码印刷及图文办公展 29…………………………………………………………………………………

2018 中国厦门国际纸业及设备技术展暨 2018 海峡两岸印刷包装产业及特种纸、 瓦楞纸博览会 37…………………………

2018 广州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41……………………………………………………………………………………………………

2018 第二十五届华南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 42………………………………………………………………………………………

2018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42………………………………………………………………………………………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包装制品展览会 42…………………………………………………………………………………………

2018 中国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42………………………………………………………………………………………………

2018 第三届广州国际 3D 打印技术展览会 48………………………………………………………………………………………

2018 第六届广州国际数码印刷、 图文快印展览会 50………………………………………………………………………………

2018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制浆造纸工业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展览会 52……………………………………………………………

2018 第四届广州国际造纸化学品技术展暨论坛 52…………………………………………………………………………………

2018 广州国际食品包装设计 +选材展览会 52………………………………………………………………………………………

2018 中国 (广州) 时尚数码纺织暨个性化定制展 58………………………………………………………………………………

2018 中国国际数码印花工业技术展 58………………………………………………………………………………………………

2018 中国国际网印及数字化印刷展 58………………………………………………………………………………………………

2018 华南国际瓦楞展 59………………………………………………………………………………………………………………

2018 中国包装容器展 60………………………………………………………………………………………………………………

2018 中国国际彩盒展 60………………………………………………………………………………………………………………

2018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览会 71…………………………………………………………………………………………………



·048摇摇摇 ·

2018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日化产品原料及设备包装展览会 72………………………………………………………………………

2018 中国 (珠海) 国际打印耗材及中国 (珠海) 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72………………………………………………………

2018 广西 UV 喷印及印花设备展览会 74……………………………………………………………………………………………

2018 广西数码印刷及图文办公设备展览会 74………………………………………………………………………………………

2018 第六届华展贵州广告喷印设备暨材料展 76……………………………………………………………………………………

2018 第六届华展贵州图文印刷暨办公展 76…………………………………………………………………………………………

2018 中国·东光纸箱包装机械国际博览会 81………………………………………………………………………………………

2018 第四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3D 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会 98………………………………………………………………………

2018 第十九届湖南长沙浩天广告四新及传媒展览会 106…………………………………………………………………………

2018 中部 (长沙) 印刷产业博览会 107……………………………………………………………………………………………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长春国际制药及包装设备展览会 111…………………………………………………………………………

2018 东北 (长春) 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111………………………………………………………………………………………

2018 中国长春 3D 打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111………………………………………………………………………………………

2018 苏州国际 3D 打印技术展览会 121………………………………………………………………………………………………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太湖国际印刷包装及设备展览会 124…………………………………………………………………………

2018 中国 (临沂) 胶带机械辅料展销会 145………………………………………………………………………………………

2018 中国 (临沂) 印刷包装博览会 145……………………………………………………………………………………………

2018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 (青岛) 155…………………………………………………………………………

2018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 (潍坊) 161…………………………………………………………………………

2018 亚洲 3D 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会 170……………………………………………………………………………………………

2018 华印亚洲瓦楞精品展 175………………………………………………………………………………………………………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瓦楞彩盒数字包装印刷展览会 177…………………………………………………………………………

2018 上海国际气雾包装与化妆品压泵技术论坛暨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香水和化妆品包装展览会与品牌设计大奖 177……

2018 上海国际印刷包装纸业展览会 177……………………………………………………………………………………………

2018 中国国际数码印花及印染自动化技术展览会 180……………………………………………………………………………

2018 上海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182……………………………………………………………………………………………

2018 上海国际增材制造技术展览会 (3D 打印展) 192……………………………………………………………………………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包装容器与材料展览会 205………………………………………………………………………………

2018 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览会 207……………………………………………………………………………………

2018 电子商务包装 & 供应链展览会 213……………………………………………………………………………………………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包装制品与材料展览会 219………………………………………………………………………………

2018 上海国际集装袋、 编织袋与阀口袋展览会 219………………………………………………………………………………

2018 中国国际全印展 223……………………………………………………………………………………………………………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刷工业展览会 225…………………………………………………………………………………………

2018 成都国际办公设备及打印耗材展览会 231……………………………………………………………………………………

2018 第八届成都国际印刷包装及数码印刷展览会 231……………………………………………………………………………

2018 中国 (成都) 制浆造纸技术装备、 纸业、 生活用纸展览会 231……………………………………………………………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塑料包装印刷展览会 240…………………………………………………………………………………

2018 第十三届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 245…………………………………………………………………………………………

2018 浙江 (宁波) 包装印刷产业博览会 258………………………………………………………………………………………

珠宝奢侈品
2018 第二十一届北京 (春季) 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5……………………………………………………………………………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12…………………………………………………………………………………………

2018 第二十二届北京 (秋季) 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25………………………………………………………………………

2018 北京国际璀璨珠宝、 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生活展览会 26……………………………………………………………………

2018 第十六届深圳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会 64……………………………………………………………………………………



·049摇摇摇 ·

2018 第七届大河国际珠宝展 85………………………………………………………………………………………………………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国际珠宝、 玉石、 首饰博览会 113……………………………………………………………………

2018 第十九届百慕国际珠宝展 115…………………………………………………………………………………………………

2018 第二十届百慕国际珠宝展 117…………………………………………………………………………………………………

2018 东北 (沈阳) 第十二届珠宝玉石首饰精品展 127……………………………………………………………………………

2018 第九届华商国际珠宝玉石博览会暨收藏艺木晶博览会 133…………………………………………………………………

2018 中国北方文化产品交易会 (第一期) 141……………………………………………………………………………………

2018 中国北方文化产品交易会 (第二期) 143……………………………………………………………………………………

2018 青岛国际玉石交易会 156………………………………………………………………………………………………………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第二期) 156………………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 (秋季) 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157…………………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 (春季) 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159…………………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第一期) 160………………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一期) 175……………………………………………………………………………………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高端生活方式展览会 181……………………………………………………………………………………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二期) 199……………………………………………………………………………………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三期) 211……………………………………………………………………………………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四期) 226……………………………………………………………………………………

2018 台湾国际游艇展 238……………………………………………………………………………………………………………

2018 第十六届天津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春季) 241……………………………………………………………………………

2018 第十六届天津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241…………………………………………………………………………………

2018 第三十五届香港国际珠宝会 244………………………………………………………………………………………………

2018 香港国际钻石、 宝石及珍珠展 244……………………………………………………………………………………………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六月展) 246…………………………………………………………………………………………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九月展) (第一期) 247………………………………………………………………………………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九月展) (第二期) 247………………………………………………………………………………

2018 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暨香港珠宝购物节 248……………………………………………………………………………

2018 第十一届新疆观赏石、 和田玉精品博览会 (新疆玉石展) 249……………………………………………………………

2018 第二十届杭州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252…………………………………………………………………………………





安徽省

安徽省

合肥市

2018 第十届合肥年货采购展览会 (经开区站)

时间: 2018鄄01鄄27 ~ 2018鄄02鄄12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合肥市旅游局、 安徽中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安徽中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15000m2

内容: 进口食品、 肉制品休闲食品、 省外地市特色、 酒及高端饮

品、 综合商品等

电话: 86鄄551鄄62571335
传真: 86鄄551鄄62571382
邮箱: 25625107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fnhz郾 com

2018 第十届合肥年货采购展览会 (滨湖区站)

时间: 2018鄄02鄄03 ~ 2018鄄02鄄12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合肥市旅游局、 安徽中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安徽中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15000m2

内容: 进口食品、 肉制品休闲食品、 省外地市特色、 酒及高端饮

品、 综合商品等

电话: 86鄄551鄄62571335
传真: 86鄄551鄄62571382
邮箱: 25625107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fnh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西部 (合肥)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检测设备及用品、 卫生材料及用品、 康复设备及用品、 诊

断设备等

电话: 86鄄551鄄63615593
传真: 86鄄551鄄63615599
邮箱: david@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安徽广告设备及 LED、 标识标牌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南京亚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亚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及材料、 雕刻、 标识、 标牌技术、 设备、
材料、 LED 产品及其应用、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广告数

码影像设备及办公打印设备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5鄄83223067
传真: 86鄄25鄄83227379
邮箱: 58448080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adongzhanlan郾 com / product1_ view郾 php? id = 275

2018 中国 (合肥) 制冷、 冷链、 仓储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物流行业分会、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

协会

承办: 北京志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德州联合华商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制冷技术与设备、 冷藏、 冷冻运输装备技术、 空调设备、
冷链物流、 仓储地产与物流园区、 冷库自动化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532
邮箱: ly4483@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ihe郾 com

2018 中国 (合肥) 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环保产业联盟、 中国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中国旧货业协会

固废专业委员会、 安徽省净化工程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志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水环境治理、 废弃物的收集∕分类 / 压缩 / 转运车辆及技术、
废气回收 / 烟尘治理技术设备、 市政环卫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532
传真: 86鄄10鄄83276532
邮箱: 266972375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ws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合肥) 国际水务设备与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志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节水、 灌溉排水、 供水及水处理、 水文水资源、 自动化与

信息化、 施工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532
传真: 86鄄10鄄83276532
网址: www郾 shuiwu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合肥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3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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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合肥市旅游局

承办: 安徽中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12000m2

内容: 文化旅游纪念品、 手工艺精品、 特色旅游商品、 旅游用品、
旅游食品、 旅游交通工具、 旅游服务等

电话: 86鄄551鄄68104810
传真: 86鄄551鄄68104809
邮箱: 296565594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ahlyz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安徽)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酒类流通商会、 中国国际商会安徽商会、 中贸国际会

展集团

承办: 安徽中贸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 酒水、 饮料、 乳制品、 粮油及调味品、 海洋食品及

水产品、 名优特色产品及农副产品、 食品机械、 食品添加剂及配

料、 食品保鲜及冷冻等

电话: 86鄄551鄄67102222
传真: 86鄄551鄄67105588
邮箱: huashun999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ahtjh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安徽) 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安徽商会、 中贸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安徽中贸展览有限公司、 合肥华舜展览有限公司、 济南中贸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餐饮食材、 餐饮调味品、 餐饮厨房设备、 餐饮加盟、 餐饮

相关餐厅设备等

电话: 86鄄551鄄67102222
传真: 86鄄551鄄67105588
邮箱: huashun999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shicai郾 org

2018 中国中部 (合肥)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工业机械联合会、 安

徽省机械工业协会

承办: 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安徽省机械工业协会、 安

徽省机床工具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机床零部

件及辅助设备、 机床及工具检验和测量设备等

电话: 86鄄551鄄63621712
邮箱: leo@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cieme郾 com郾 cn

亳州市

2018 国际 (亳州) 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 (亳州) 中药材
交易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安徽

地点: 亳州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中药

协会

承办: 亳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安徽省分会、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地道药材、 中药材经销商、 中药原料、 中药材、 中药材交

易市场、 仓储基地、 中医药产业园区等

电话: 86鄄558鄄5125771
传真: 86鄄558鄄5125771
邮箱: bzfpb16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zybh郾 com

芜湖市

2018 中国 (芜湖) 国际机电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芜湖

地点: 芜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交易网、 安徽省机电行业协会、 安徽省国际

商会

承办: 安徽省机电行业协会、 合肥林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 机床及工模具、 钣金冲压及金属成

形、 五金机电、 焊接器材与切割设备、 电线电缆、 电子信息、 汽

车及零部件、 家用电器及综合机电、 新能源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551鄄69106580
传真: 86鄄551鄄69106576
邮箱: 1793686960@ qq郾 com
网址: wuhu郾 jd鄄88郾 com

澳门特别行政区
2018 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澳门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主办: 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

承办: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环境保护局

行业: 节能环保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绿色建筑、 能源效益、 再生能源、 绿色交通、 空气质量、
废弃物和水源管理的解决方案、 环保产品、 环境服务等

电话: 853鄄87989675
邮箱: miecf@ koelnmess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macaomiecf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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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18 亚洲国际博彩娱乐展

时间: 2018鄄05鄄15 ~ 2018鄄05鄄17
城市: 澳门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美国博彩协会

承办: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电子游戏机及零配件、 博彩业产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23834551
邮箱: agnes郾 leu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2easia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澳门)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2 ~ 2018鄄11鄄04
城市: 澳门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主办: 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 南光 (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澳门派意市场推广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商用车、 乘用车、 各类汽车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2606882
传真: 86鄄10鄄82606883
邮箱: automacau@ cnaic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macau鄄autoshow鄄nk郾 com郾 mo

北京市
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

时间: 2018鄄01鄄11 ~ 2018鄄01鄄1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出版协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书友之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上海励唐会展策划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74689m2

内容: 大陆图书出版社、 音像出版社、 电子与网络出版单位、 期

刊社、 港澳台地区出版机构、 出版物总发行公司、 造纸业和书店、
图书馆设备企业等

电话: 13901182709
邮箱: cnbbf@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bf郾 org郾 cn

2018 第四十四届中国国际裘皮革皮制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1鄄12 ~ 2018鄄01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 三利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三利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30000m2

内容: 裘皮服装、 裘皮原料制品、 燃料化工机械设备、 羊剪绒制

品、 燃料化工、 辅料配饰

电话: 86鄄10鄄85018177
邮箱: wangxiao@ cofco郾 com
网址: www郾 fur鄄fair郾 com

2018 中国冰淇淋冷食展暨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12 ~ 2018鄄01鄄1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北京龙品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龙品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冰淇淋、 速冻食品、 冷冻冷藏食品、 低温乳制品、 调

理类食品、 微波食品, 以及相关行业企业等

电话: 86鄄10鄄59798028
网址: www郾 bqllsz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时间: 2018鄄01鄄24 ~ 2018鄄01鄄27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户外运动、 运动时尚、 极限潮流、 露营自驾、 水上运动、
传统运动、 城市健身、 功能性面辅料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12
邮箱: groeber@ ispo郾 com
网址: www郾 is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钓鱼用品贸易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2鄄26 ~ 2018鄄02鄄2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澳钦润江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钓鱼用品、 户外用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8203101
邮箱: lijiang@ chinafish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fish郾 cn

2018 中国婚博会 (北京)

时间: 2018鄄03鄄03 ~ 2018鄄03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鄄036鄄5520
网址: bj郾 jiehun郾 com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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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3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承办: 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美容护理用品、 汽车内外饰、 汽车影音娱乐、 车载通讯导

航、 汽车安全用品、 汽车电子电器、 节能环保用品、 户外用品、
汽车轮毂、 轮胎、 油品、 改装车及汽车改装用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7970888
邮箱: yasn@ yasn郾 com
网址: www郾 yasn郾 net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涂料、 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建筑涂料及化学建材产品、 成品涂料、 涂料原料、 涂料设

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4540980, 64630548
邮箱: zhangchun1886@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decor郾 org / tl郾 asp

2018 北京国际建筑陶瓷、 卫浴洁具及厨房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卫浴洁具、 卫浴配件展区、 精品陶瓷、 整体厨房、 整体厨

柜、 厨柜门板和各种材料的台板、 人造石台面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cwzh郾 asp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门窗幕墙及五金配
件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窗系列、 门系列、 幕墙系列、 门窗幕墙系统、 天窗及顶棚

系列、 各类生产、 加工、 安装机器、 钢铁结构及辅件、 各类结构

胶、 清洁用品、 相关工业协会及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mczh郾 asp

2018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石材产品及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板材、 石砖、 复合材料异型制品石雕制品环境装饰石材产

品和设计加工机械设备及工具石材养护设备及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sczh郾 asp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天花、 集成吊顶及材料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集成吊顶系统、 天花吊顶材料、 硅酸钙吊顶板金属制品吊

顶系统、 配套产品、 主龙骨、 次龙骨、 横撑龙骨、 吊杆, 龙骨吊

件、 挂件、 吊顶五金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ddzh郾 asp

2018 第二十六届 (北京) 木塑 (生态木) 复合材料、 技
术及设备展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生态木塑材料及制品、 生态木塑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4950170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bzblh郾 com / tq / show_14郾 html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地面装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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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地板、 塑料地面材料、 地毯展、 地砖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dbzh郾 asp

2018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墙体材料、 别墅建材及
楼梯展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别墅建材及楼梯设施、 屋顶屋面墙体材料等

电话: 13810088762, 13910195048
邮箱: 4950170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bzblh郾 com / tq / show_15郾 html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橱柜、 壁柜、 木业及五金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橱柜及配套设施展区、 壁柜、 隔断、 旋转衣架、 酒店高隔

断、 办公间隔段、 系统隔断墙、 室内外防腐木材、 装饰木业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6672, 13901295728, 13701132583
邮箱: jc鄄zh@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jczlh郾 com / bjcgzh郾 asp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融易会展 (北京) 有限

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热门智能单品、 智能家庭安防系统、 智能家居布线及家庭

网络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57136942
邮箱: liujuan@ easyplus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marthome鄄exhibition郾 com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0m2

内容: 各类门业五金、 建筑陶瓷及厨房、 卫浴设施、 整体家居、
玻璃制品、 石材、 新型建材、 天花吊顶、 门窗幕墙等

电话: 86鄄10鄄84494460, 84494457
邮箱: 4950170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hexpo郾 org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建筑工程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及
新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业协会

承办: 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80000m2

内容: 装配式建筑样板房展区、 地坪及弹性地材、 混凝土制品及

混凝土设备、 建筑设计、 建筑涂料、 体育场地建设及营运、 模板

脚手架干混砂浆、 建筑防水、 装配式结构系统、 钢结构等

电话: 86鄄10鄄57514066, 57514070, 57514069
邮箱: 24405051664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onstructech郾 cn

2018 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普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m2

内容: 安全呼叫系统产品、 家具及床类相关产品、 移动辅助用品、
日常生活辅助用品、 如厕辅助用品、 洗浴辅助用品、 无障碍设施、
息交流辅助用品等

电话: 15321392016
邮箱: 99418029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anglaozhan郾 org

2018第二十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墙纸布艺地毯软装饰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壁纸、 布艺系列、 窗饰产品、 窗饰配件、 地毯等

电话: 13810088762, 13910195048
邮箱: 4950170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jbzblh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北京 (春季) 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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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业联合会、 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6000m2

内容: 珠宝玉石、 珠宝首饰、 珍珠、 钟表品牌钟表、 钟表成品、
珠宝钟表、 流行饰品、 黄金制品、 配套器材等

电话: 18910188230
邮箱: 23992754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qiyangbj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睡眠科技产业博览会暨中国睡眠峰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中国睡眠研究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承办: 融易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睡眠家居、 睡眠智能、 睡眠医疗、 睡眠健康、 睡眠科普等

电话: 86鄄10鄄84141730, 15313285850
邮箱: liujuan@ easyplus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leepchina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国际集成定制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全国工

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北京中装伟佳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北京伟士佳合展览策划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m2

内容: 定制家居 / 智能家居类、 木门类、 入户门、 非木室内门、 门

窗类、 新材料、 新技术、 科技类、 家居制造新设备与智能制造设

备类等

电话: 86鄄10鄄57049500, 57049600
邮箱: service@ door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doo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门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中国门

业俱乐部

承办: 北京中装伟佳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北京伟士佳合展览策划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木质门 (窗)、 定制家居、 豪华入户门、 防盗门、 护栏、 铝

门移门阳光房、 门配辅材、 门窗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990鄄0991
邮箱: doorwu@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door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广播科学研究院、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有线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承办: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 厅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60000m2

内容: 摄录编设备、 视音频制作设备、 播控设备、 测试设备、 传

输设备、 新媒体、 电影制作放映设备、 信息化试听、 运营商、 出

版、 网络等

电话: 86鄄10鄄86095614鄄2648 / 5411 / 1557 / 5435
网址: www郾 ccbn郾 cn

2018 第三十届国际医疗仪器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惠通兴业国际展览 (北

京) 有限公司

承办: 惠通兴业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3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医学影像类设备、 临床检验及基础设备、 内窥镜设备、 康

复治疗设备、 骨科器械及耗材、 口腔科设备、 眼科器械及光学设

备、 医用信息技术及软件、 移动医疗及可穿戴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5054124
邮箱: wanmingyue@ cwtc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med郾 net郾 cn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橡胶塑料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国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国威国际展览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橡塑机械、 模具、 橡塑原料及辅料、 橡塑制品、 包装印

刷等

电话: 13391630026
邮箱: 7933165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uoweizl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 (北京) 国际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中国园艺学会、 中国智慧农业产业联盟、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m2

内容: 科技农业智能装备、 智慧农业高新技术、 光伏农业、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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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 温室园艺资材等

电话: 86鄄991鄄2321006
邮箱: 2850965527@ qq郾 com
网址: zw郾 cwa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中国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产业联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承办: 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0000m2

内容: 充电技术及设备、 移动式充换电技术及设备、 新能源充换

电技术及设备、 储能电池、 动力电池、 电池模块等、 配电设备、
安全防护设备、 综合监控管理系统、 配电监控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655
邮箱: info@ tigerzl郾 com
网址: www郾 evchargingexpo郾 com

2018 第三十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礼品、 赠品及家庭用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励展华群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励展华群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30000m2

内容: 消费电子、 可穿戴产品、 杯壶、 文具、 包装及纸制品、 家

庭用品、 箱包、 皮具、 五金、 低价定制促销品、 生活电器、 厨房

电器、 健康食品、 节令食品、 家纺、 品牌产品、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9339107, 59339166
邮箱: info@ reedhuaqun郾 com
网址: www郾 giftsbeijing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太阳能发电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

市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

承办: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可再生能源发电分会、 北京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分会、 北京国际展览中

心、 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5000m2

内容: 新能源示范城市 / 示范项目、 光伏发电侧、 光伏组件、 光伏

应用、 光伏发电配套设备、 光热发电侧、 输配电侧、 电力储能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657
邮箱: info@ tigerzl郾 com
网址: www郾 solarpowerexpo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石油与

装备》 杂志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90000m2

内容: 防爆液位控制器、 防爆液压件、 防爆空调冷冻系统、 防爆

气体检测仪器、 防爆电磁起动器、 防爆电加热器、 防爆气体净化

系统、 防爆无线网络数据控制器、 防爆声光报警装置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45
邮箱: zt@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ec郾 com郾 cn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90000m2

内容: 天然气勘探开采技术装备、 天然气液化及低温处理技术设

备、 天然气存储和运输设备、 天然气加气站技术及设备、 天然气

汽车、 天然气提炼及安全技术相关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341, 13611161103
邮箱: liuya@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ngexpo郾 com郾 cn / cn /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页岩气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90000m2

内容: 勘探开发公司、 油气田服务公司、 工程建设公司、 技术 / 解
决方案供应商、 安全环境服务供应商、 页岩气开发 (投资) 公司、
油气设备制造公司、 软件信息服务商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78
邮箱: wenqi@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legas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9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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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海洋石油装备及技术服务、 天然气和管道设备、 数字化测

井及测井、 油田建设工程设备磁力技术服务和咨询、 数据采集及

信息技术服务、 制图 / 地形测绘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55, 58236588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ooe郾 com郾 cn / cn /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9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油气田地面技术设备、 石油石化设备与制造、 油气管道建

设工程技术和设备、 发电机组等动力机械设备、 油田特种车辆、
工业防爆产品、 石油石化科研及实验室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55, 58236588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ppe郾 com郾 cn / cn /

2018 第八届中国 (北京) 国际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 中国船

级社、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东协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m2

内容: 船级社、 平台通讯设备、 海工装备研究、 平台防爆电气、
海洋油气钻采平台、 平台空调与通风、 浮式生产系统、 管道与泵

阀、 报警监控、 油气存储设施、 平台供应船等

电话: 86鄄10鄄59273829, 13699113961
邮箱: wy@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maritime郾 com郾 cn

2018 第三十四届北京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1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美容健身类、 服装皮具类、 珠宝饰品类、 教育培训类、 商

品零售类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9818
网址: www郾 jiamengzhan郾 cn / beijing /

2018 第四届北京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暨餐饮供应链
大会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1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餐饮类、 食材供应商、 设备供应商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9818
网址: www郾 jiamengzhan郾 cn / canyin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及艺术相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瑞彩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瑞彩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面积: 20000m2

内容: 婚纱、 礼服、 相框、 相册、 背景、 后期制作、 冲印彩扩、
主题摄影、 儿童摄影、 彩妆、 饰品、 婚庆用品、 影楼培训、 婚纱

摄影网络和出版物等

电话: 86鄄10鄄63256008
邮箱: hunshazhan2008@ 126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雄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雄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4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相关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82967481
邮箱: lanneret@ lanneret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pse鄄expo郾 com

2018 第六十八届北京国际汽保展览会暨汽车美容快修连锁
经营展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北

京通联新里程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通联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10000m2

内容: 汽车维修设备、 轮胎相关产品、 轮胎修理设备及产品、 检

测设备、 喷涂产品, 涂料及修复产品、 美容养护设备及产品、 维

修工具、 维修专用机床、 维修教学教具、 抽排净化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4728428, 84710628
邮箱: sophiawang@ traderslink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uto鄄maintenance郾 com郾 cn

2018 亚洲国际非织造材料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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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非织造纺织品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亚洲非织

造材料协会、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学会、 日本无纺布协会、 美国非

织造工业协会

承办: 企荣 (上海)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诺岩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无纺布非织造材料及制品、 非织造材料相关深加工产品、
产业用纺织品及卷材、 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专用纤维原料及

化学品、 专用设备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22874022
邮箱: 853753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nonw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承办: 上海企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邺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泵及真空设备、 风机、 压缩机、 阀门及管件、 气体分离设

备、 过滤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6212507
邮箱: 4155441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tjx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废 (污) 水、 废气治理技术与设备展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中国低碳产业

协会大气环境分会

承办: 上海顺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工业废气回收与治理、 流体机械、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
工业环保等

电话: 86鄄21鄄31665799, 15921717039, 15901777585
邮箱: 328427488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ccs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喷嘴及喷雾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承办: 上海顺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喷嘴、 喷枪、 喷雾系统、 相关配套、 喷嘴附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1665799, 15921717039, 15901777585
邮箱: 328427488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nss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暖通新风、 空气净化及净水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空气净化委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承办: 北京旺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新风净化系统及设备、 空气净化产品及设备、 净水产品及

设备、 环境控制及检测设备、 洁净技术产品及设备、 配件及配套、
锅炉设备及相关产品与技术、 壁挂炉设备及相关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6105075
邮箱: 196899399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jnjpw郾 org

2018 第十届北京国际除尘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中国低碳产业

协会除尘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上海顺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除尘器、 旋风水膜除尘器、 袋式除尘器、 空气过滤器、 湿

式电除尘器、 防爆除尘器、 脱硫除尘器、 脱硝装置、 生物纳膜除

尘设备、 油烟净化设备、 粉尘净化设备、 废气净化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1665799, 15921717039, 15901777585
邮箱: 328427488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t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脱硫脱硝及除尘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中国低碳产业

协会脱硫脱硝专业委员会、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大气环境分会

承办: 上海企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5000m2

内容: 脱硫脱硝技术与设备、 脱硫脱硝辅助技术与设备、 粉尘烟

气在线监测仪器与技术、 洁净煤技术与设备、 煤的清洁燃烧技术

与设备、 脱硫脱硝的控制系统及相关软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1665799
邮箱: shunqi5799@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d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环境产业商会、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

承办: 北京信业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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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面积: 50000m2

内容: 垃圾发电产业、 垃圾运输转运设备、 垃圾发电机组、 垃圾

焚烧发电厂烟气脱硫脱销、 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在线监测、 垃圾

焚烧发电厂运营管理、 其它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组织等

电话: 15652357552
邮箱: liyang@ xinyeda郾 net
网址: www郾 ljfsz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国际环保锅炉及新型供暖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太阳能技术转让

中心、 节能环保锅炉委员会、 北京市环保局、 北京市供暖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会

承办: 北京旺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0000m2

内容: 燃烧器、 电采暖、 环保配套、 配件等相关产品及设备、 锅

炉设备、 壁挂炉、 水处理、 脱硫脱硝除尘、 节能减排、 散热器、
热计量、 地暖、 水暖、 太阳能热水器等

电话: 86鄄10鄄57027760, 13261911505
邮箱: 140165677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uoluzhan郾 com / 4 /

2018 北京国际服装贴牌、 面辅料及职业装校服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2000m2

内容: 面料、 辅料、 纱线、 服装、 服装配饰配件、 缝制设备、 印

花设备、 服装软件、 媒体及行业培训机构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服装贴牌 (OEM/ ODM)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品牌服装、 服装厂家、 服装定制、 服装配饰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网址: www郾 bj鄄textile郾 com / index郾 html

2018 第十届中国 (北京) 国际环境监测仪器展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环境产业商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北京环境监测

协会

承办: 北京信业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气体污染物采样和监测专用仪器设备、 pm2郾 5 监测、 环境

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检测、 废气自动在

线监测系统、 环境水质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57104992
邮箱: market@ xinyeda郾 net
网址: www郾 hjjcyqz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空气净化净水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中

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 美国国际健康产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空气净化器、 环境检测、 净水产品、 水质检测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1996295, 18917221892
邮箱: chell2013@ 163郾 com
网址: sjexpo郾 cn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承办: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m2

内容: 农业大省现代农业发展成就、 互联网 + 农业、 农药及肥料、
农业航空、 种子苗木、 土壤修复、 农业机械、 设施农业等

电话: 86鄄10鄄62927900, 62927552
网址: www郾 cimae郾 com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承办: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绿色食品认证、 有机农产品

认证和地理标识登记的企业、 大中型农产品出口贸易流通企业、
外资 / 合资企业及境外知名企业等

电话: 86鄄10鄄62920211, 62932221
邮箱: ciqaf@ shixinlamp郾 com
网址: www郾 ciqaf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暨中国
国际高端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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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华有机与自然食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0000m2

内容: 有机食品及有机转换食品、 有机饮品、 有机调味、 有机中

药材、 有机用品、 绿色食品及绿色农业、 有机绿色食品配套技术

与设备及生产资料、 国际进口有机食品及天然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gnfexpo郾 com / bj /

2018 第十八届亚洲 (北京) 国际食品饮料及进口食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爱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爱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5000m2

内容: 进口食品、 葡萄酒及饮料、 烘焙休闲食品和糖果零食、 食

用油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 乳制品、 肉类及水产、 有机绿色与农

产品、 咖啡与饮用水、 营养保健食品、 餐饮及食材等

电话: 400鄄811鄄0220
邮箱: server@ onezh郾 com
网址: www郾 aiboexpo郾 com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 世博威国际会展

集团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包装饮用水富氢饮用水产业、 功能饮用水设备、 高端

饮水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sbwexpo郾 com / bj

2018 亚洲 (北京) 国际进口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食品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百汇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甜食、 巧克力及休闲食品、 饼干、 糕点及烘焙食品、 乳制

品、 奶制品及蛋制品等

电话: 13810004976
邮箱: cdct8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hcife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北京) 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营养健康产品、 保健 (功能) 产品、 功能 (保健) 饮品、
美容瘦身产品、 无糖食品、 食疗药膳产品、 保健品包装、 健康服

务业等

电话: 86鄄10鄄85754970
邮箱: jianbohui88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kfw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医疗装备行业协会、 中国医促会亚健康专委会、 中国

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组委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诊断治疗设备、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辅助设

备、 口腔医疗器械设备、 医院远程医疗系统、 医院医疗信息系统、
医院办公自动化系统、 医用敷料、 眼科医疗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yaok郾 cn / bj

2018 中国制冷展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中国制冷学会、 中

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1068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制冷、 空调、 供暖、 通风、 食品冷冻加工设备及其零部件

和相关附属设备、 制冷、 供暖及空调工业加工设备及工具等

电话: 86鄄10鄄58565888鄄629
邮箱: xuelongyun@ bie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管道、 泵阀与水处理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

业分会、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净水行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管道、 泵阀门、 水处理、 膜及膜组件、 水环境及仪器仪

表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5739
邮箱: qifa123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jcpipe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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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脱硫脱硝及除尘净化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脱硫除尘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大气环境分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脱硫技术与设备、 脱硝技术与设备、 脱硫脱硝辅助技术与

设备、 除尘净化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6179
邮箱: qifa123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qifachina郾 com / exhibition鄄info / 30郾 html

2018 京津冀第十九届国际环保、 环卫与市政清洗设备设施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环保、 环卫车辆及设备、 市政清洗设备、 市政设施、 生态

厕所、 餐厨垃圾、 管道、 泵、 阀与水处理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8552
邮箱: 220568350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epechina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InfoComm Asia Pte Ltd
承办: InfoComm Asia Pte Ltd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55000m2

内容: 3D 技术、 音频产品、 功放及调音台、 音频、 视频及数据交

流会议设备与技术、 控制 / 连接 / 传送系统与技术、 数字告示、 显

示器及显示屏、 电子白板等

电话: 86鄄21鄄61844328
邮箱: lidya郾 tian@ baobab鄄tree鄄event郾 com
网址: www郾 ifcshow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海名汇博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50000m2

内容: 钻石宝石、 珠宝首饰、 珍珠珊瑚、 玉石类、 设备仪器、 流

行饰品等

电话: 400鄄605鄄3208
邮箱: jewelryfair@ qdhaiming郾 com
网址: china郾 hmjewelryfair郾 cn /

2018 第八届北京国际木结构建筑与装饰配套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 中国木结构产业联盟、 CFCC 中国

汽车房车露营联盟

承办: 北京森美家园商贸有限公司、 中露联 (北京) 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CFCC 露营装备委员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别墅、 高档会所配套环境艺术、 室内装饰、 配套设施、 别

墅内外墙及屋顶高档装饰品、 休闲健身产品、 木屋木结构、 竹结

构建筑类、 房车、 露营地配套设施类等

电话: 86鄄10鄄57096322
网址: www郾 bjgjly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京正北京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北京京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京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10000m2

内容: 孕婴童衣、 食、 住、 行、 教、 育、 乐等相关的所有产品及

服务机构、 婴童服饰、 服装、 鞋帽相关的所有产品及面、 辅料、
玩具、 幼教产品及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2486, 58679315 / 6 / 7 / 8 / 9
邮箱: micf@ jingzheng郾 com
网址: www郾 jingzheng郾 com

2018 北京华展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40000m2

内容: UV 喷绘与热升华新设备、 高端喷绘耗材、 雕刻机、 激光机

与配件等

电话: 400鄄6676鄄701, 15010240908
邮箱: wangxin@ bss鄄beij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bss鄄beijing郾 com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 led照明与 led显示屏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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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40000m2

内容: UV 喷绘与热升华新设备、 高端喷绘耗材、 雕刻机、 激光机

与配件等

电话: 400鄄6676鄄701, 15010240908
邮箱: wangxin@ bss鄄beij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bss鄄beijing郾 com

2018 第九届北京国际喷墨印刷与纺织品数码印花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展博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40000m2

内容: UV 喷绘与热升华新设备、 高端喷绘耗材、 雕刻机、 激光机

与配件等

电话: 400鄄6676鄄701, 15010240908
邮箱: wangxin@ bss鄄beij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bss鄄beijing郾 com

2018 第三十二届北京美博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52000m2

内容: 美容及护肤产品、 水疗及纤体减肥、 中医养生与保健产品、
个人护理用品、 医疗美容及整形、 包装材料、 美发产品、 网售平

台、 其它等

电话: 86鄄10鄄58220435, 58220408
邮箱: taop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jbeauty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北京) 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安捷美 (北京)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安捷美 (北京)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5000m2

内容: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 蔬菜菌菜、 其他食材、
配餐调料、 各种餐饮设备信息软件类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87
邮箱: anjiemei@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hsc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与加工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食品行业

分会

承办: 北京京贸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市场发

展部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原料加工设备、 包装机械与包材、 安全检测设备与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4787342, 84414061
邮箱: fengfeng99@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fie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烘焙食品协会、 北京京贸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京贸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烘焙食品品牌、 连锁店、 代加工知名企业、 专用奶制品、
专用面粉、 面粉改良剂、 甜味剂等相关食品添加剂、 糕点辅料、
焙烤设备及器具、 自动计量包装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4414052
邮箱: fengfeng99@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aking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分析测试仪器、 计量仪器、 光学仪器及设备、 电子光学仪

器、 电工测量仪表、 实验室仪器、 设备及耗材、 化学试剂和标准

物质、 生化、 生命科学及微生物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2928975
网址: www郾 cisil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零部件展)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

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8595106
传真: 86鄄10鄄6859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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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autochinashow郾 org

2018 北京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 物联网技术产品应用专业委员会、 北京铭

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0000m2

内容: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智能制造及设备、 大数据软件及服务、
电子商务、 互联网创新应用、 云计算等

电话: 86鄄10鄄52837066, 18515556762
邮箱: msbgj@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ata鄄expo郾 cn

2018 第七届 (北京) 国际电子支付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物联网技术产品应用专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协会、 国际物联网联盟、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 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数字服务中心、 电子商务推进中心、 中国电子商务服

务产业联盟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支付类、 支付终端设备、 软件类、 自助服务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055
邮箱: 15010064709@ 163郾 com

2018 第十届亚洲 (北京) 国际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5000m2

内容: 智能通讯网络系统、 智慧交通、 智慧家居 / 生活智慧社区、
社区电子商务服务等智能家居终端、 火灾和煤气泄漏报警等数字

家庭系统、 智能穿戴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52837066, 18515556762
邮箱: 409555896@ qq郾 com
网址: zh郾 zbh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亚洲 (北京) 国际软件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0000m2

内容: 基础软件展区、 应用软件展区、 软件信息服务展区、 物联

网软件展区、 系统解决方案展区、 系统管理展区、 动漫游戏、 多

媒体、 手机应用软件等

电话: 86鄄10鄄52837066
邮箱: 409555896@ qq郾 com
网址: lvs98oci郾 eventdove郾 com /

2018 第十一届亚洲 (北京) 国际物联网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物联网技术产品应用专业委员会、 北京铭世

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m2

内容: RFID 技术及智能卡、 芯片提供商、 智能卡卡片制造商、 制

卡材料、 智能卡读写设备提供商、 计算机与网络的安全接入控制、
检测的 IC 卡技术及设备、 系统集成、 条形码等

电话: 86鄄10鄄52860783
邮箱: msbgjzy@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wlwexpo郾 net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智能家居 &智能硬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居智能化系统及社区、 酒店智能化系统及产品、 建筑智

能化系统及产品、 智能硬件平台及方案、 智能硬件产品、 智能设

备芯片及传感器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91
邮箱: bjmsbzl@ 163郾 com
网址: zn郾 zbh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北京旅游景区景点及设施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天一健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天一健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5000m2

内容: 旅游景区、 景区景点规划设计、 咨询与工程、 旅游景区及

游乐配套设施、 动感影视设备、 水上乐园设备、 园林景观施工单

位、 游艺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202
邮箱: 37822223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rice郾 com

2018 亚洲 (北京) 国际智能娱乐暨 VR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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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m2

内容: VR 产品、 AR 产品、 互动娱乐产品、 VR / AR 互动娱乐相关

媒体等

电话: 86鄄10鄄52837066
邮箱: msbgj@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ofhfdc郾 eventdove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国际大地测量学会、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创新联盟

承办: 贯辉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测绘装备、 地理信息、 摄影测量与无人机、 通讯技术及产

品、 互联网 + 测绘地理信息、 地下管网、 周边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934068
邮箱: cismexpo201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sm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整车展)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5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

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30000m2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8595106
传真: 86鄄10鄄68595076
网址: www郾 autochinashow郾 org

2018 第十三届 “艺术北京冶 当代艺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9 ~ 2018鄄05鄄02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艾特菲尔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艾特菲尔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中国书画、 油画、 水彩、 素描、 版画、 雕塑、 影像、 装置、
设计产品、 古董、 家具、 珠宝及瓷器杂项等

电话: 86鄄10鄄65547003鄄808 / 809
邮箱: artbeijing2017@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rtbeijing郾 net

2018 第三届北京 (国际) 新型城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30 ~ 2018鄄05鄄0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发展中国论坛、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

行业: 其他

内容: 全球宜居、 宜养、 宜游城市、 新型城镇化示范项目、 PPP
项目、 全球知名规划设计机构、 全球康养名品名牌产业、 旅游名

品名牌产业、 中医药名品名牌产业等

电话: 86鄄10鄄62807588, 62809667, 62807388, 62882302
邮箱: zgcchvip@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51cch郾 cn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展 (北京站)

时间: 2018鄄05鄄04 ~ 2018鄄05鄄06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北京智信恒成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超市、 便利店、 专卖店、 化妆品其他餐饮业、 洗衣洗染、
连锁酒店、 家居装修、 汽车维修、 房屋中介、 美容美体、 健身保

健速递物流等

电话: 86鄄21鄄34713023
邮箱: 249903453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vanzol郾 com / zhanhui / cfe /

2018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承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驱动系统及零部件、 机械基础设施、 感应技术、 控制系统、
机器人与机器视觉、 工业用计算机设备、 工业自动化软件、 接口

技术与能源供应、 低电压开关装置、 人机界面装置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鄄259 / 280 / 282
邮箱: ia鄄beijing@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ndustrial鄄automation鄄beijing郾 com

2018 科通 (北京)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葡萄酒、 各类烈酒、 国产白酒、 黄酒、 养身酒、 啤酒、
果酒等

电话: 18933934996
邮箱: 23557382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wine郾 org

2018 中国国际节能新能源汽车暨电动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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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世界电动车行业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道路运输

协会、 中国新能源汽车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 北京远洋腾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8000m2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65588275
邮箱: bjxny999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9999zl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天然气车船、 加气站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亚太天然气汽车协会、 中国天然气汽车产业协会、 中国天

然气汽车专业委员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危险货物运输工作委员会、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60000m2

内容: 天然气汽车、 天然气商用车、 天然气乘用车、 特种天然气

汽车、 天然气专用车、 LNG 船舶、 煤改气设备、 LNG 工程车辆、
天然气发动机、 天然气车 / 船零部件及专用装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1238
邮箱: qifa123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ngv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及加氢站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国际氢能产业联盟、 中国道协运输装备和安全节能工委、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天然气车船分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0000m2

内容: 制氢设备技术与氢气供应、 加氢设备、 氢气储运及相关设

备、 燃料电池系统及成果应用、 燃料电池关键部件及供应技术、
加氢站成套设备、 氢燃料汽车、 车载供氢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3863
邮箱: qifa518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ihhs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燃气、 煤改气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建设部燃气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 LNG 应用协会 (筹)、 北

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50000m2

内容: 燃气输配系统技术、 地下管线探测、 检测、 泄漏监测技术

设备、 城市燃气领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系统、 天然气存储

技术、 煤改气燃气调压柜、 安全防护用设备等

电话: 13683386368
邮箱: qifa5188@ 126郾 com
网址: cigce郾 com / index郾 html

2018 中国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华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用品、 宠物医疗、 小宠用品、 爬宠用品、 鸟类

用品、 马术用品、 宠物连锁机构、 宠物连锁医院、 宠物电商、 俱

乐部、 协会、 媒体、 教育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61735699
邮箱: 82183005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petproe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北京国际玩具及幼教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南北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0m2

内容: 幼儿园配套设备、 幼儿园日用品、 幼儿园装修设计类、 幼

教用品、 玩具等

电话: 86鄄10鄄87766773
邮箱: 57471455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eijingite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3500m2

内容: 汽车、 机床工具、 矿冶重机、 航空航天及军工、 发电及电

力设备、 纺织机械、 电子信息及通讯产品、 医疗器械、 轧辊、 铸

管及管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8514541
邮箱: jingdengkun@ foundry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foundy郾 com郾 cn

Metal +Metallurgy China 2018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

炉分会、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中展集团北京华港展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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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承办: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协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

炉分会、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铸造、 铸件、 冶金原料处理设备、 工业炉、 工业机器人和

自动化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341
邮箱: sunying@ cie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mm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北京) 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

分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冶金原料、 辅助材料、 耐火材料、 金属深加工、 机械设备、
废旧金属回收等

电话: 15011275604
网址: www郾 wisdom鄄city郾 com

2018 北京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耐火材料及工业陶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

会、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冶金工业国际交

流合作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耐火材料、 工业陶瓷原材料、 添加剂、 天然非金属矿物、
人工合成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84062427, 15811554835
传真: 86鄄10鄄84062429
邮箱: 2199007414@ qq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山地运动及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冰雪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冰雪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5000m2

内容: 冬季山地运动、 夏季山地运动、 山地运动辅助服务、 冰上

运动、 体育旅游等

电话: 86鄄10鄄64416277
邮箱: INFO@ MOUNTAIN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mountain鄄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机器人展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北京世界贸易中心、 北京当代联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0000m2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 核心部件、
机器视觉、 系统集成应用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235
邮箱: 302742955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ro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0000m2

内容: 消费电子、 电子信息与现代通讯、 物联网科技、 教育装备

及网络教育、 3D 打印技术、 环境保护和新能源产业、 现代工程与

先进制造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68066669, 68063939, 68065959
邮箱: haocheng@ ccpitbj郾 org
网址: www郾 chitec郾 cn

2018 北京国际教育装备科技展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承办: 北京世界贸易中心、 北京当代联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1000m2

内容: 教学仪器设备、 电教器材、 数字化实验系统、 校园防范技

术设备、 视频监控系统、 校园医疗体系及康复技术设备、 医疗康

复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215, 83276225
网址: www郾 ciee鄄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 3D打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北京世界贸易中心、 北京当代联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60000m2

内容: 3D 打印设备、 3D 打印软件、 3D 打印材料、 3D 打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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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23
邮箱: international_ 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i3d鄄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葡萄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北京世联新睿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荷兰国际工业促进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葡萄酒等

电话: 86鄄10鄄59428608
邮箱: zhuxd@ topwinechina郾 cn
网址: www郾 topwinechina郾 cn

2018 北京 ISH国际暖通供热、 新风、 热泵及舒适家居系统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2 ~ 2018鄄05鄄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承办: 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106800m2

内容: 暖通类产品技术、 舒适家居类产品技术、 智能控制类产品

技术、 建筑给排水类产品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666鄄810
邮箱: 85093352@ qq郾 com
网址: blog郾 sina郾 com郾 cn / u / 1350417884

2018 中国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荷兰阿姆斯

特丹 RAI 国际展览公司

承办: 恒兴国际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5000m2

内容: 道路安全与交通管理、 公共交通、 智慧公路、 卫星导航与

车联网、 智能停车、 智能汽车等

电话: 86鄄10鄄60565601鄄5602 / 5603 / 5605 / 5606 / 5607 / 5608 / 5609
邮箱: china_ its@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its郾 org

2018 北京国际道路运输、 城市公交车辆及零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分会

承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交科院华运展科技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m2

内容: 客车、 公交车、 零部件、 场站设备、 维保、 智慧交通等

电话: 86鄄10鄄58278081, 58566504, 61930233
网址: www郾 bustruck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交通工程技术与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展览

公司

承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交科院华运展科技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交通安全、 停车设备及辅助设备、 交通管理及智能交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电话: 86鄄10鄄58278080, 58278081, 58278624
网址: www郾 intertraffic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承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

分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道路与桥梁、 隧道、 交通工程与交通安全、 交通信息化产

品、 运输与装卸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58278081
邮箱: ttec@ tte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trans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0000m2

内容: 商业服务、 通讯服务、 建筑服务、 销售服务、 教育服务、
环境服务、 金融服务、 健康与社会服务、 旅游服务、 文化体育服

务、 交通运输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65000212, 65007756
网址: www郾 ciftis郾 org

2018 第九届中国 (北京) 国际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4 ~ 2018鄄06鄄0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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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信息安全网络协会、 中国计算机协会信息防护分会

承办: 北京信业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m2

内容: 商用密码应用、 数据库安全、 网络安全与访问控制、 可信

计算、 电子标签读写及授权、 虹膜识别、 视网膜识别技术、 其它

以及商用密码、 信息加密、 生物识别在金融等

电话: 86鄄10鄄57104992
邮箱: sales@ xinyeda郾 net
网址: www郾 xxaqz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靶材产品及镀膜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4 ~ 2018鄄06鄄0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中国光学材料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学

会电子材料学分会、 北京市新材料协会

承办: 上海企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耐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靶材产品、 镀膜设备、 镀膜材料、 材料生产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2874039
邮箱: 83631220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bacai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矿业展览会暨矿山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北京海闻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6000m2

内容: 大型矿业企业形象展示、 地质 (矿山) 勘探技术装备、 采

矿技术装备、 矿物加工设备、 选矿技术装备、 矿物冶炼技术装备、
矿山安全设备、 矿山环保节能设备、 其他矿山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68659227, 68659226
邮箱: haiwen2002@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jmin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北京) 国际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中国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协会、 国家测

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卫星应用产业协会

承办: 北京新格拉斯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灾害预测、 检测技术与设备、 灾害救助技术与设备、 应急

保障设备、 应急急救防疫、 应急救援设备、 救灾储备物资和公众

减灾应急用品、 安全防护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3294491
邮箱: xgls0518@ sina郾 cn
网址: www郾 fzexpo郾 cn

2018 第四届国际防汛抗旱信息化技术及应急抢险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协会、 全国防汛抗旱救援产品标准

化联盟、 中国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协会排水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新格拉斯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防汛抗旱材料、 防汛救生器材、 防汛抗旱机具、 防汛抗旱

仪器、 防汛抗旱信息系统、 防汛抢险应急设备、 灾后保障设备、
灾后救援设备、 气象与防雷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3294491
邮箱: xgls0518@ sina郾 cn
网址: fcdr郾 fzexpo郾 cn

2018 中国北京国际消防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消防企业标准化联盟、 中国消防企业联合会、 中国防

灾减灾应急产业协会

承办: 北京信业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50000m2

内容: 火灾报警设备、 自动灭火设备、 消防装备、 消防器材、 建

筑防火、 应急抢险救援设备、 安全防护用品、 消防工程成果等

电话: 15652357552
邮箱: market@ xinyeda郾 net
网址: www郾 cbfe119郾 com

2018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建筑节能暨绿色建筑技术与
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节能保温材料、 新型涂料及防水材料、 干混砂浆及设备、
砂浆添加剂及原料、 暖通、 制冷节能技术、 建筑钢结构技术产品、
绿色节能建筑技术及产品、 建筑节能解决方案等

电话: 86鄄29鄄83118389
邮箱: 2850965594@ qq郾 com
网址: bj郾 cibes郾 com郾 cn / index /

2018 北京第十二届国际户外用品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协会、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休闲娱乐产业协会户外用品分会

承办: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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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户外包、 户外鞋、 户外服装、 服饰配件、 专项户外运动装

备、 露营食品、 户外用品出口代加工厂商, 物料、 原材料等生产

制造厂商、 DV、 生存演示、 户外保健等

电话: 86鄄10鄄68657072
邮箱: stjt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iose郾 com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高端自行车及骑行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休闲娱乐产业协会、 中国运动自行车协会、 斯图加特

国际会展

承办: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伟康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整车、 服装 / 配饰、 零配件、 媒体、 骑友俱乐部、 安全警示

产品及相关文化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 81305781
邮箱: 15300096687@ 189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鄄bik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运动时装、 动手表鞋类配件、 面料、 辅料、 鞋材及配件、
运动营养品、 竞赛器材、 水上运动、 乒乓球器材及配件、 足篮排

器材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68657072
邮箱: stjt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sprtexpozg郾 com郾 cn

2018 北京国际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亚洲智能制

造业协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5000m2

内容: 电子生产设备、 电子元器件、 电子仪器仪表、 测试测量及

电子生产自动化技术、 表面贴装技术、 PCB 焊接和连接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8702789
邮箱: 40348900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lec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亚洲智能制

造业协会、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1000m2

内容: 工业机器人本体、 工业机器人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 工业

机器人开发平台与软件技术、 工业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 自

动小车及有轨小车、 服务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97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网址: www郾 asiarobot郾 net

2018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亚洲智能制

造业协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8000m2

内容: 高档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技术设备、 工业自动化与智能测

控部件、 高档铸造用设备、 高档工业专用电线线缆及连接器、 高

档五金工具、 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及通用部件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97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网址: www郾 aiacte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压缩机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内容: 压缩空气技术、 空气压缩机、 工艺压缩机、 真空技术、 真

空测量与校准仪器、 仪表及真空检漏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8811988
邮箱: 18911719687@ 189郾 cn
网址: www郾 compressor鄄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1000m2

内容: 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电气系

统、 微系统技术、 工业机器人、 智能汽车、 VR 科技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97, 13811235249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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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auto鄄wo郾 com

2018 中国北京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北京华贸联

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m2

内容: 先进制造技术、 智能工厂技术、 工业信息技术、 智能工厂

顶层设计、 语音及图像识别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 电源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97 , 13811235249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网址: www郾 ptc鄄bj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中城轨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城轨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4000m2

内容: 轨道交通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护 / 应急救援产品、 基

础设施建设、 轨道生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成果等

电话: 86鄄10鄄63377503, 6337 7922
邮箱: urtr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urtran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京) 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1000m2

内容: 流体动力系统及元件、 空气压缩机、 机械传动元件、 电传

动、 动力设备及发电机组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97, 13811235249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网址: www郾 ciptc郾 org

2018 第七届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全国民营军品企业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防科协信息化专业

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军用自主可控装备及加固计算机、 军用网络与信息安全 / 信

息存储 / 大数据与云计算、 武器装备信息化 / 微波射频 / 电磁兼容 /
核心电子元器件、 卫星导航等

电话: 86鄄10鄄51283861
邮箱: GF_2013@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81guofang郾 com

2018 军事通信机房及数据中心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全国民营军品企业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防科协信息化专业

委员会、 中国绿色数据中心推进联盟、 北京电子学会计算机委

员会

承办: 军事通信机房及数据中心展组委会、 北京中世祥瑞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0000m2

内容: 基础设施、 空调新风、 消防与安全、 综合布线、 ICT 设备系

统、 数据备份、 网络安全系统服务供应商、 应用供应商等

电话: 86鄄10鄄85863863, 13683386368
邮箱: qifa518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fchina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国防动力保障装备与技术创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全国民营军品企工委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发电设备、 电源车辆、 储能设备、 数据中心保障设备、 机

房保障设备、 动环监控、 UPS 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13051747763
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ndpe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军警反恐应急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防科协军警装备专委会、 全国民营军品企业工作委

员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30000m2

内容: 军警器材及训练设备、 军警交通装备、 军警安检排爆装备、
军警刑事技术装备、 军警安全防护装备、 军警枪械装备、 无人机

及机器人、 军警应急救援装备、 军警信息通信装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24468, 15001197077
邮箱: 91988402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81junjing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舰船技术与装备展览会暨海军建设
论坛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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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全国民营军品企业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协会舰

船分会

承办: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协会会展部、 北京新视觉展览展示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海军、 公安、 武警、 边防、 海防等舰船及专用设备、 军供

船、 舰船动力、 推进和控制设备、 舰船卫星导航设备、 舰船电气

自动化、 舰船仪器仪表等

电话: 86鄄10鄄65300218, 13263165266
邮箱: 5173832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81jungong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北京航空航天学会

承办: 上海瑞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m2

内容: 航空航天技术与设备、 航空航天制造装备展与零部件、 新

材料、 航空航天电子及无人机等

电话: 86鄄10鄄89537824, 13718350759
邮箱: 335065247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kht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航空食品及饮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航空航天学会

承办: 上海瑞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各类旅游餐饮、 食品饮料、 干果、 半成品食品、 地面食品

及餐食原材料、 企业生产的配餐及配料、 食品盛装和包装器具、
食品加工设备、 配餐厨房设备、 快速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21鄄22874150
邮箱: shruining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hksp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 中国机械

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2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机床 / 工具与附件、 自动化控制与动力传动、 热加工技术与

设备、 相关制造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2607502, 136 6106 6768
邮箱: fangkuanfu@ cimes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imes郾 net郾 cn

2018 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2000m2

内容: 酒店用品、 餐饮设备、 食品与饮料、 烘焙与冰激凌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邮箱: b2b鄄servic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jiagle郾 com / jiudian_ zhanhui_ beijing /

2018 北京国际云计算物联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森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森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40000m2

内容: 云技术、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物联网安防监控、 传感器、
传感网络节点、 核心控制芯片及嵌入式芯片、 通信技术与产品、
网络架构和数据处理等

电话: 400鄄993鄄7308
邮箱: fj@ bufsin郾 com
网址: www郾 bsfair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中国消费电子协会、 百森展览

集团

承办: 森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40000m2

内容: 智能电子玩具、 航拍无人机, 人工智能、 智能穿戴设备、
智能外设、 手机保护产品移动健康管理系统, 裸眼 3D、 消费类电

子产品、 智能硬件、 智能家居、 智能生活科技等

电话: 400鄄993鄄7308, 13716821165
邮箱: fj@ bufsin郾 com
网址: www郾 ccefb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城市智慧停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发展委员会、 中国停车场设备协会

承办: 端德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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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及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化停车场管理

系统、 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停车场车位引导与城市停车诱导、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 RFID 远距离车辆识别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60324110
邮箱: 648025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gpk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中国智慧城市行业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 端德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城市规划和管理、 城市安全和应急、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

应用、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等

电话: 18717868938
邮箱: 8090047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hcs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餐饮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投资公司

承办: 北京雅文展览有限公司、 恒兴国际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一带一路冶 美食、 餐饮老字号品牌、 餐饮连锁加盟、 餐饮

互联网、 餐饮设备及餐具用品、 好火锅、 好食材、 好味道、 团快

餐及标准化产品、 餐饮配饮等

电话: 86鄄10鄄66094171, 8460644, 56875918
邮箱: 9734245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lobalcfb郾 com

中国玩博会 (北京站)

时间: 2018鄄7 月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玩具等

电话: 86鄄10鄄66038881鄄266
邮箱: leo_ liu@ tjpa鄄china郾 org

2018 第八届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 北京商用厨具协会、 山东省厨具协

会、 河北省酒店用品厨具业商会、 居然之家餐厨酒店用品 MALL、
北京恒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恒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50000m2

内容: 餐饮设备及用品、 酒店布草及纺织布艺、 餐饮食品及饮料、
客房电器及用品、 酒店 IT 智能电子产品、 桌面用品、 咖啡和茶、
餐饮连锁等

电话: 86鄄10鄄53392215, 15210677933
邮箱: zhj@ inge鄄ie郾 com
网址: www郾 cihse郾 com郾 cn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咖啡展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EXPORUM 艾希博伦

承办: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咖啡产品及设备、 茶类产品及设备、 其它饮品、 面包、 甜

点、 食品原料、 其它食品、 特许经营店、 机器设备、 餐厅内部装

潢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816
邮箱: xinxin@ cie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afeshow郾 com郾 cn

2018 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7 ~ 2018鄄07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30000m2

内容: AR / VR、 服务机器人、 游戏 / 直播平台、 3D 打印、 智能硬

件、 无人驾驶等

电话: 86鄄10鄄59273876
邮箱: swq@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3eexpo郾 cn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7 ~ 2018鄄07鄄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自行车整车、 车架╱前叉及零件、 轮胎╱轮圈及零件、 传

动零件、 操控零部件、 配件、 机械设备及工具、 电动车整车、 电

动车零部件、 骑行装备、 户外用品、 童车及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49
邮箱: cycl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jcycle郾 com郾 cn

2018 北京国际健康美容美发化妆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北京中百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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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北京美博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海名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线、 美发产品、 医学整形美容、 减肥养生保健、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材料、 口腔美容、 沐浴洗浴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713, 15966833506
邮箱: 102287512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97郾 html

2018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站 (桩)
技术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3 ~ 2018鄄07鄄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

车辆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m2

内容: 整车、 系统及零部件、 充 (换) 电配套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64400661
邮箱: 14341309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evechina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汽车制造业暨工业装配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9 ~ 2018鄄07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机电进出口商会、 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承办: 振江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设计与开发、 汽车工程与服务、 汽车环保、 汽车零部

件制造技术及装备、 汽车材料、 轻量化制造技术与装备、 OEM、
车身制造工艺及装备、 装配与质量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90
邮箱: zhenjiang@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me鄄show郾 com

2018 第九届北京海外置业及投资移民展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海外房地产开发商及代理商、 移民代理、 因私出入境服务

机构、 律师事务所、 投资及咨询公司、 留学及培训机构、 政府协

会、 商会、 银行及金融理财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26
邮箱: lixu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immi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北京国际顶级生活品牌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顶级跑车、 私人游艇、 私人飞机、 顶级房产、 高端腕表、
奢华珠宝、 顶级箱包、 时尚和配饰、 高端定制、 顶级皮具、 名酒

雪茄、 奢华家具、 奢华游艇、 古董及艺术、 贵重礼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26
邮箱: lixu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luxurychina郾 com郾 cn

2018 北京国际高端健康医疗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健康管理及体检中心、 海外生子及辅助生殖、 海外医疗旅

游、 医疗保险、 基因筛查、 防癌检测、 干细胞存储及治疗、 远程

医疗、 智慧医疗、 私人医生、 生育服务及月子中心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26
邮箱: bihm@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ihm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潜水暨度假观光展

时间: 2018鄄08鄄03 ~ 2018鄄08鄄05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潜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潜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潜水装备制造、 水下运动装备制造、 潜水组织机构、 潜水

培训机构、 潜水俱乐部、 酒店及潜水度假中心、 船宿潜水经营、
水下摄影师和摄像师、 潜水相关杂志和电子媒体等

电话: 86鄄21鄄54241218
邮箱: sales@ drt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eijingdive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虚拟现实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1 ~ 2018鄄08鄄1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m2

内容: 数字游戏产品软件、 硬件及周边设备、 数码视觉效果软件

及设备、 游戏控制台及在线娱乐产品等

电话: 18310830886
邮箱: 814288260@ qq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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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及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承办: 北京演艺展业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音响、 乐器、 灯光、 舞台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4029994
邮箱: zqh@ palm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palm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北京 (秋季) 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5 ~ 2018鄄08鄄28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业联合会、 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北京企

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企阳会

展有限公司、 企阳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企阳会展有限公司、 企阳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5000m2

内容: 珠宝玉石、 珠宝首饰、 珍珠、 钟表品牌钟表、 流行饰品、
黄金制品、 配套器材、 招商及形象区、 有关刊物及服务、 有关社

团及工会等

电话: 18910279901
邮箱: 23992754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qiyangbj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健康服务业博览会暨保健养生食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营养指导工作委员会、 中国保健协会保

健食品工作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0000m2

内容: 保健功能食品、 中医药养生品、 营养品、 美容功能食品、
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天然有机食品、 疗效性保健

品、 食品原材料、 保健品包装、 健康服务业等

电话: 86鄄10鄄65566558
邮箱: 13811802734@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cf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家庭医疗器械及保健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保健协会健康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物联网应用

与推进联盟、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信息中心、 中国商业发

展中心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 家用治疗仪、 家用检测器械、 家用

保健按摩器械等

电话: 86鄄10鄄65560628
邮箱: 1831136070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qifachina郾 com / exhibition鄄info / 13郾 html

2018 中国国际养老宜居地产及智能化养老技术和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全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委员会、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营养协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养老宜居地产、 智能化养老技术及设备、 智能化养老用品、
智能化养老服务、 养老食品及养老文化等

电话: 86鄄10鄄65584386
邮箱: 337238886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iae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3 ~ 2018鄄09鄄05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承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个体防护装备、 煤矿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 职业健康保护

技术与装备、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监测监控技术与装备、 非煤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5907101
邮箱: rya郾 jia@ mds郾 cn
网址: www郾 sino鄄safework郾 org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与燃气轮机装备、
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北京企发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冷热电三联供技术与设备、 燃气轮机整机、 压气机、 燃烧

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65501616, 13801178558
邮箱: lsy_ zl@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epechina郾 net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电力自动化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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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上海邺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企

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发电自动化系统、 电力信息通信技术、 电力自动化资讯技

术及软件、 控制系统、 仪器仪表智能电表等

电话: 86鄄21鄄5438 8602
邮箱: 18817208969@ 139郾 com
网址: www郾 cepa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动

力工程学会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核岛、 常规岛、 操作与维护设施、 废物处理、 核电站基础

建设等

电话: 86鄄10鄄65501270
邮箱: lsy_ zl@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ne010郾 com郾 cn

2018 北京国际商务及会奖旅游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2 ~ 2018鄄09鄄1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励展旅游展览集团

行业: 旅游酒店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目的地、 旅游组织、 各省市旅游局, 会议局会议 / 展览场馆

景点、 景区及相关服务目的地管理公司等

电话: 86鄄10鄄59339308
邮箱: cibtm@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btm郾 com

2018 (北京) 第五届中国国际咖啡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咖啡、 茶、 烘培原料、 产品及设备、 其他饮品、 食品、 冰

激凌、 酒、 餐厅及连锁经营等

电话: 86鄄10鄄84600711
邮箱: 814288260@ qq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世界肉类组织、 中国肉类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机械与设备、 畜禽蛋加工技术及产品、 包装物料与设备、
低温物流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1661768
邮箱: meat@ cimie郾 com
网址: www郾 cimie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器材、 水族产品、
水族造景用品、 水族工程、 景观设计、 宠物杂志、 网站及新媒体、
宠物摄影、 宠物训练机构、 宠物美容及培训机构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北京) 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协会、 中华医学交流学会、 北京展亚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展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学影像、 移动医疗、 诊断治疗设备、 手术器械、 消毒用

品等

电话: 13661553828
邮箱: 151220978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med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璀璨珠宝、 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生活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海名汇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2300m2

内容: 经典汽车、 顶级汽车和摩托车、 珠宝、 手表、 饰物、 美术

品、 古董、 收藏品、 高档酒类、 食品、 游艇、 私人飞机 / 私人航

空、 家居装饰、 装修、 时尚、 设计、 奢华旅行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beijing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亚洲幼教展览会 (北京)

时间: 2018鄄09鄄29 ~ 2018鄄09鄄30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62·



北京市

主办: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幼海天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早幼教加盟、 课程教材、 设施玩具、 场地营造、 在线应用、
特教资源、 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52725703, 13584856186
邮箱: apeac@ youjiaonianhui郾 com
网址: www郾 youjiaonianhui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08 ~ 2018鄄10鄄1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高端食用油专

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执委会、 中国老年营养与食

品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食用油、 营养型食用油、 特种健康食用油、 各种高端

调味油、 食用油配套产业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oilexpo郾 com郾 cn / bj /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 2018 第十届国
际电工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5 ~ 2018鄄10鄄1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行业: 电子设备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输配电设备、 发电设备、 电力调度系统设备、 电器电子设

备等

电话: 86鄄10鄄51293366
邮箱: power@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epchinashow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

会、 汽车知识杂志社、 寰球时代汽车投资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承办: 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5000m2

内容: 新能源乘用车、 新能源商用车、 动力驱动系统、 电池电机

配套产品、 充电设施、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汽车复合材料及车身

轻量化部件等

电话: 86鄄10鄄59793500
邮箱: sales@ s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vs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3 ~ 2018鄄10鄄2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00000m2

内容: 视频监控防范系统、 防爆安全检查器材、 防盗门、 锁、 柜、
智能交通产品和交通安全设施、 社区安全防范系统、 城市反恐设

备、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小区系统、 应急与逃生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8730588, 68731702, 68731631
邮箱: admin@ security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ecuritychina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5 ~ 2018鄄10鄄2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合文化产业、 影视动漫、 文化创客、 艺术品、 新闻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美术等
电话: 86鄄10鄄68066686
邮箱: wlc@ wtcbj郾 com
网址: www郾 iccie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中联慕尼 (北京)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欧洲门窗协会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建筑门窗幕墙系统、 建筑系统及材料、 建筑科技、 门、 窗

及幕墙系统、 装配式建筑、 创新供暖技术、 建筑遮阳、 门及停车
系统、 发电技术、 建筑外立面及幕墙、 屋顶和天花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4719580鄄866
邮箱: emily郾 zhang@ mmu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au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 (全国) 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六届中国 (北
京)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1鄄02 ~ 2018鄄11鄄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济南市水族协会等

承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水族产品、 宠物医疗、 鸟类用品、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58563132
邮箱: sdhchzvip@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dcs鄄fair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食品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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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沈阳信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烘焙、 酒店用品、 餐饮食材、 高端饮品等

电话: 18963097160
邮箱: 194314671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fce郾 com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食品产业博览会暨高端饮品展览会
/ 2018 中国 (北京) 国际酒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食品、 饮料、 酒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zfbexpo郾 com

2018 北京国际养老、 康复及医疗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m2

内容: 营养保健食品和用品、 中草药饮片、 有机绿色食品, 健康

饮品、 进口食品及高端食用油、 白酒、 葡萄酒、 餐饮管理与服务、
餐饮连锁加盟及相关产业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北京)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医疗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4138131
邮箱: zhenghe@ expozh郾 com
网址: www郾 cmtf郾 net

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鄄科隆世界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1 ~ 2018鄄11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科隆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 科隆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精细食品和进口食品、 乳制品、 烘焙食品、 肉制品、 水产

品、 冷冻食品甜食、 糖果及休闲食品、 咖啡和茶、 橄榄油和食用

油、 酒精类和非酒精类饮品、 水果和蔬菜、 有机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9, 15120064335
邮箱: zhaoxinlei@ ccoic郾 cn
网址: www郾 worldoffoodbeijing郾 cn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京) 国际矿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1 ~ 2018鄄11鄄23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北京市矿业协会、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 中国煤炭城

市发展联合处进会

承办: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大型矿业企业形象、 地质 (矿山) 勘探技术装备、 采矿技

术装备、 矿物加工设备、 选矿技术装备、 矿物冶炼技术装备、 矿

山安全设备、 矿山环保节能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8808867
邮箱: huamaolian@ 263郾 net
网址: www郾 cminin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佛事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3 ~ 2018鄄11鄄2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展集团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佛像精品、 佛龛及古典家具、 佛香、 寺院文化等

电话: 18310830886
邮箱: 814288260@ qq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北京) 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暨 2018 中
国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6 ~ 2018鄄11鄄28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火锅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火锅底料、 调味品、 牛羊肉、 特色食材、 饮品等

电话: 18519357088
网址: www郾 huoguozhan郾 com

重庆市
2018 十一届中国 (重庆) 新春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18鄄01鄄3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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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四川省供货商商会、 四川省市场营销协会

承办: 四川省博览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国际商品、 智能商品、 名酒糖果、 肉制品、 休闲食品、 特

色农产品、 品牌服装等

电话: 86鄄28鄄87616272, 13308197384
邮箱: 2881362758@ qq郾 com
网址: xcnhj郾 asiaexpogroup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重庆)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cq

2018 德纳重庆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家具装饰业商会家装委员会、 中国木业流通协会地板流通

委员会、 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重庆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重庆友善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3鄄67094590
邮箱: dnjbh@ 163郾 com
网址: cq郾 homexpo郾 cn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国际) 检验医学暨输血仪器试剂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博璐德 (上海) 会展会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博璐德 (上海) 会展会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血液分析系统、 生化分析系统、 免疫分析系统、 细菌分析

系统、 尿液分析系统、 生物分离系统、 生物分离系统、 基因和生

命科学仪器、 临床医学检验辅助设备、 实验器具等

电话: 86鄄21鄄54825592, 54825490
邮箱: office@ caclp郾 org
网址: www郾 caclp郾 cc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中西部 (重庆) 医疗器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承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检验设备及用品、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

设备、 卫生材料及用品、 康复设备及用品、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

具等

电话: 86鄄28鄄66320382
邮箱: 165701813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 首届中国 (重庆) 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酷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仁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鑫鸿烨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重庆新联想广告文化有限

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运动用品、 运动器械、 运动食品、 体育科技、 电子竞技、
极限运动、 体育服务等

电话: 86鄄23鄄67071380
邮箱: info@ cqsport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cqsportshow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重庆) 国际 LED及城市景观照明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照明电器协会

承办: 重庆西部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LED 照明、 LED 显示屏、 LED 广告光源、 LED 芯片等

电话: 86鄄23鄄62822298
邮箱: 7818467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est鄄af郾 cn

2018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广告节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市广告协会

承办: 重庆西部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60000m2

内容: 户内外数码喷绘写真设备及配件、 各类喷墨写真墨水、 激

光雕刻、 压克力板材、 打印机系列等

电话: 86鄄23鄄62822298, 13983602379
邮箱: 7818467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est鄄af郾 cn

2018 第十七届重庆国际数码印刷及图文办公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市广告协会

承办: 重庆西部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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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印刷、 图文办公设备、 图文印后设备、 相关配件及耗

材等

电话: 86鄄23鄄62822298
邮箱: 7818467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est鄄a f郾 cn

2018 第八届中国汽车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6000m2

内容: 汽车用钢技术、 轻量化汽车板产品及完整解决方案、 新能

源汽车用高强钢、 超高强钢、 硅钢及整体解决方案、 汽车用铝技

术、 汽车车身用铝板、 全铝车身、 铝制车厢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2018 重庆国际汽车塑料及复合材料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车用塑料、 车用复合材料、 辅助材料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5 /

2018 重庆国际智能网联 &汽车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核心技术与产品、 车联网相关产品、 车控与车载电子系

统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6 /

2018 第八届重庆汽车零部件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内外饰系统、 动力总成系统、 电子系统、 车身系统、 底盘

系统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2 /

2018 第八届中国轻量化汽车材料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轻量化汽车板产品、 汽车齿轮钢、 激光拼焊、 碳结构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3 /

2018 重庆汽车智能制造装备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白车身智能制造、 智能工厂技术、 智能装备与输送、 品控

与测试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1 /

2018 中国 (重庆) 新能源汽车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关键零部件、 配套技术及设施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atec郾 com / cweb4 /

2018 第十八届中国金属冶金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 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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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承办: 重庆市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40000m2

内容: 金属矿产资源开发、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钢铁及材料、 金

属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23鄄61212176, 61212195
邮箱: zh@ zh鄄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mpi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紧固件弹簧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

紧固件行业协会、 重庆市汽车工程学会

承办: 重庆市华宜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

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2000m2

内容: 汽车紧固件、 车用弹簧、 紧固件材料、 标准紧固件、 紧固

件设备及技术、 紧固件用模具及耗材、 弹簧材料、 弹簧制品及设

备等

电话: 86鄄23鄄67090402
邮箱: cqhy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qhyhz郾 com / view郾 php? id = 8

2018 中国重庆智慧城市暨社会公共安全、 警用装备产品技
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展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承办: 重庆京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智慧公安、 大数据、 物联网、 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等

电话: 86鄄23鄄67936317
邮箱: 39591984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qafz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重庆) 建筑及装饰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承办: 重庆雅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整体家居及衣柜、 软装饰材料、 门窗及五金、 橱柜及厨房

用品、 地铺材料、 涂料、 其它装饰材料、 机械设备、 石材荒料类、
石材板材类、 人造石类、 艺术石、 新型石材等

电话: 86鄄23鄄86392863, 15723088868
邮箱: 225794294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qjbh郾 net

2018 春季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 /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精博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原料药机械与设备、 药品包装机械、 制剂机械、 药物检测

设备、 药用粉碎机械、 饮片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7584931
邮箱: wanggaole@ phmacn郾 com
网址: www郾 cipm鄄expo郾 com

2018 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2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

司、 重庆市精诚立嘉智造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市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重庆市精诚立嘉智造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8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锻压机床、 工夹量具、 数控与自动化、 模

具及材料、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业货柜、 工具柜、 仓储、 物流设

备、 机器人、 机械手、 其他机械加工新技术新设备等

电话: 86鄄23鄄86376300
邮箱: ljmarketing@ cwmte郾 cn
网址: www郾 cwmte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制冷、 空调、 供热、 通风及食品
冷冻加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制冷学会、 四川省制冷学会、 陕西省制冷学会等

承办: 重庆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制冷设备、 空调设备、 通风设备、 冷链设备以及相关安装

材料、 工具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23鄄81399366
邮箱: cqworld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q鄄expo郾 com

2018 (重庆) 国际表面处理、 电镀、 涂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电镀分会、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
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表面处理及智能制造、 电镀工业、 涂装工业、 机械式表面

处理 (前处理)、 真空镀膜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3588, 29193589, 2919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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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邮箱: ex360s@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f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重庆) 国际绿色建筑装饰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建宇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建宇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5000m2

内容: 定制家居、 室内软装饰、 门窗、 加工机械配件、 建筑材

料等

电话: 86鄄23鄄86376000
传真: 86鄄23鄄86376218
邮箱: jianyu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mchina郾 org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 重庆化工安全环保管理协会、 重庆

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

承办: 重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基本无机、 有机化工原料、 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化工合成

材料及其原料、 农用化学品、 染料、 颜料、 化工新材料、 化工装

备及自动化、 化工科技、 化工工程、 大型化工企业展示等

电话: 400鄄811鄄0220
邮箱: server@ onezh郾 com
网址: www郾 icie鄄expo郾 com

2018第十九届中国 (重庆) 国际表面处理、 涂装及电镀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重庆市电镀行业协会、 重庆汽车工程学会、 四川表面工程

协会、 成都表面工程协会

承办: 重庆汇德展览有限公司、 重庆沃德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2000m2

内容: 抛 (喷) 丸、 喷砂、 拉丝、 抛光等表面处理设备及表面处

理剂、 涂装设备和辅助产品、 涂料产品、 电镀设备及辅助设备、
热喷涂、 转化膜、 真空镀膜等设备及工艺等

电话: 86鄄23鄄86376727, 86326699
网址: www郾 sf鄄coat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畜牧业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国内外种畜禽、 商品畜禽养殖、 畜牧生产与养殖相关机械、
畜禽水产养殖加工设备、 草业及其深加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8388699
网址: www郾 caaa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重庆) 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7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政府

承办: 重庆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机械、 电子、 家电、 农机、 建材、 日用消费品等

电话: 86鄄23鄄88706009, 88706029
邮箱: webqqc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cisf郾 com

2018 第二届重庆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4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华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宠物活体、 相关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64188306
邮箱: huaqiang_ chi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etshow郾 cn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1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 (重庆展)

时间: 2018鄄06鄄23 ~ 2018鄄06鄄24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重庆西部教育促进会

承办: 重庆港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成果、 智慧和创新教育及在线信息化教育产业、 教育

品牌加盟、 留学移民及中介和配套服务机构、 教育装备及相关配

套产业、 培训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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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电话: 86鄄23鄄62789252
网址: www郾 xbjyblh郾 com

2018 重庆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中国 (重庆) 国际工业装配与自动化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沃森展览有限公司、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沃森展览有限公司、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装配技术、 自动化技术、 机器人、 传输物流、 连接技术、
拆分技术、 分拣技术、 处理技术、 监测技术、 微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7鄄84218662
网址: aatechexpo郾 com

2018中国 (重庆) 国际物料搬运、 仓储及物流自动化技术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沃森展览有限公司、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沃森展览有限公司、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m2

内容: 工程建设与设施维护、 物料搬运 / 装卸与起重设备、 仓储设

备与技术、 包装、 称重与测量技术、 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技术、
物流服务与外包等

电话: 86鄄27鄄84218662
网址: www郾 intralogistics鄄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1 ~ 2018鄄09鄄24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对外贸易经

济委员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式摩托车成车、 摩托车零部件、 摩托车文化产品、 通用

燃油机、 摩托车维护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8512676

邮箱: lina@ motorcycle鄄caam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imamotor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重庆) 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9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九届中国 (重庆)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1鄄23 ~ 2018鄄11鄄26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2

福建省
福州市

2018 福州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迪培思)
承办: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迪培思)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数字喷印设备、 礼品节庆用品、 办公设备展品、 LED 展品、
数字雕刻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8200584, 34044506
邮箱: sales@ dpes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signexpo郾 com / FuZhou /

2018 第八十三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中机联华 (北京) 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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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60000m2

内容: 发动机、 底盘及车身、 汽车电器、 油品、 养护用品、 汽车

用品、 汽保设备及工具、 材料及通用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8130731, 88127419, 88134205
传真: 86鄄10鄄88127418
邮箱: zhongqipei00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qipeihui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福建)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 福建省医疗器械协会

承办: 福州联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医用光学

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等

电话: 86鄄591鄄87576116
邮箱: fjylqxz@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fj鄄medical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福州) 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中国渔业协会

承办: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 福建省

渔业行业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6000m2

内容: 水产加工产品、 水产活、 鲜、 冻产品、 渔业设备、 饲料及

渔药、 休闲渔业产品等

电话: 86鄄591鄄8727 5075
邮箱: expo4@ hyfairs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fife郾 com

2018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

承办: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养殖用品、 新技术、 机械与设备、 加工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8102249鄄2346
邮箱: apaexpo@ chgie郾 com
网址: www郾 apa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三十二届中国 (福州)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4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承办: 福州天飚广告有限公司、 福建省机电科技产品进出口商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用车、 电动车及各种新能源汽车、 各种汽车总

成、 零部件、 维修、 检测仪器及汽保设备等

电话: 86鄄591鄄83571752, 13609539339
网址: www郾 fzcz郾 com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 (福建) 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2鄄06 ~ 2018鄄12鄄08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厦门海名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口腔器材及护理、 义齿加工、 辅助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xm郾 hmdent郾 com

南平市

2018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南平

地点: 武夷山太伟风景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11

泉州市

2018 第十一届中国福建 (晋江) 国际皮革及鞋机鞋材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7
城市: 泉州

地点: 晋江 SM 新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鞋业协会、 福建制鞋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京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制鞋 / 制革设备、 鞋材 / 鞋料展区、 鞋材鞋料、 鞋模、 鞋衬、
鞋样、 配套材料、 橡胶制品、 五金配件、 辅料、 CAD / CAM 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31
传真: 86鄄10鄄83276130
邮箱: xingguanj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gxjexpo郾 com

2018第二十届中国 (晋江) 国际鞋业暨第三届国际体育产
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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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晋江美旗城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承办: 晋江市人民政府、 晋江市国际商会、 晋江制鞋工业协会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50000m2

内容: 鞋类产品、 鞋材及配件、 皮革、 制鞋机器、 制革机器等

电话: 86鄄595鄄85664572
传真: 86鄄595鄄85674572
邮箱: jif@ cn鄄jif郾 com
网址: www郾 cn鄄jif郾 com

2018 福建泉州 (晋江) 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8 ~ 2018鄄08鄄10
城市: 泉州

地点: 晋江 SM 新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广州瑞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瑞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产品展示、 品牌发布、 商贸洽谈、 技术交流、 国际合作、
行业论坛、 技术讲座、 新品发布等

电话: 86鄄020鄄87015209, 18922402132
传真: 86鄄20鄄87015209
邮箱: Ruihong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rhfchinaexpo郾 com

2018 泉州商品博览会暨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泉州

地点: 石狮国际轻纺城

主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服装协会、 中国服装设计师

协会

承办: 泉州市人民政府、 石狮市人民政府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6000m2

内容: 纺织面料、 辅料、 服装、 服装机械等

电话: 18144055502
邮箱: 7351804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tcf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泉州

地点: 石狮国际轻纺城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福建省委

员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6000m2

内容: 特色食品、 传统手工艺品、 消费品等

电话: 400鄄6766鄄889, 18106942729
邮箱: cassie郾 xiao@ valuedshow郾 com

厦门市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9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80000m2

内容: 荒料板材、 石材制品、 机械工具、 石材养护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616
传真: 86鄄592鄄5959611
邮箱: info@ stone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stonefair郾 org郾 cn / cn

2018 中国厦门国际水展暨海丝之路水安全科技会议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誉颁会展集团 (厦门) 有限公司

承办: 誉颁会展集团 (厦门)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饮用水、 水处理、 水业设备、 水利等

电话: 86鄄592鄄5818655, 5818590, 5812115
传真: 86鄄592鄄5818655
邮箱: linjh@ honorgroups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water郾 cn

2018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
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台湾区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

承办: 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85000m2

内容: 机床设备、 橡塑机械、 工模具、 泵阀及材料、 仪器仪表暨

工控、 节能照明、 安防设备、 食品加工机械及印刷包装设备、 工

业清洗及清洁设备、 工程机械等

电话: 86鄄592鄄2859823, 2859824
传真: 86鄄592鄄2859827
邮箱: leecifit@ china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straitsfair郾 org郾 cn

2018 厦门国际广告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福建省广告协会、 福建省标识行业协会、 福建省光电行业

协会、 厦门市光电子行业协会、 厦门市喷绘协会

承办: 厦门飞驰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8000m2

内容: 智能标识、 标牌及制作设备、 LED 显示屏、 数字喷墨印刷、
广告器材与材料等

电话: 86鄄592鄄5892666
传真: 86鄄592鄄589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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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xmfeichi@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xmadfair郾 com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厦门三兴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287m2

内容: 智能交通、 轨道交通、 停车产业、 物流运输、 绿色出行、
交通建设等

电话: 86鄄592鄄5135551
传真: 86鄄592鄄5135551
邮箱: xmsxss@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mjtwl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海峡旅游博览会 /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休
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赛鑫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文化旅游纪念品、 手工艺精品、 特色旅游商品、 旅游用品、
旅游食品、 旅游交通工具、 旅游服务等

电话: 13599912696
传真: 86鄄592鄄2110873
邮箱: xmxbh@ jfits郾 com
网址: www郾 xmxbh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厦门) 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

承办: 厦门市中展世纪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8000m2

内容: 水产加工产品、 水产活、 鲜、 冻产品、 渔业设备、 饲料及

渔药、 休闲渔业产品、 物流服务及设施、 各类水产装饰品、 渔业

文化艺术、 贸易洽谈等

电话: 86鄄592鄄5078295, 3984166
传真: 86鄄592鄄5078149
邮箱: Sinoshow@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ishexpo郾 cn

2018 第八届中国 (厦门) 国际幼教用品及幼儿教育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4 ~ 2018鄄05鄄06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0000m2

内容: 幼儿园智慧教育、 幼儿园配套设施、 幼儿园装修设计、 幼

教用品、 益智玩具、 早教加盟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传真: 86鄄531鄄83175586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peexpo郾 com / nshow郾 asp? id = 157

2018 第八届中国 (厦门) 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4 ~ 2018鄄05鄄06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0000m2

内容: 尿不湿、 纸质用品、 奶粉辅食、 儿童食品、 奶瓶、 哺育用

品、 婴装、 童鞋等各类母婴用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传真: 86鄄531鄄83175586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peexpo郾 com / nshow郾 asp? id = 158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糖酒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4 ~ 2018鄄05鄄06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中国健康产业发展联盟、 亚洲

有机产品发展中心、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厦门海名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食品、 饮料、 酒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传真: 86鄄531鄄83175586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zfbexpo郾 com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叶
包装设计展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3000m2

内容: 六大茶类、 再生茶类、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
茶叶销售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888
传真: 86鄄592鄄5959611
邮箱: info@ teafair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teafai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厦门国际素食暨有机食品展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4

·63·



福建省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素食原料、 素食制品、 有机食品、 天然食品、 养生食品、
素食点心、 蔬菜水果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618
邮箱: info@ vf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vffair郾 com

2018 中国厦门国际佛事用品 (春季)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10000m2

内容: 佛像、 香、 佛具、 蜡烛、 宫庙用品、 灯具、 僧服绣品、 书

画音像、 原料设备、 素食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618
传真: 86鄄592鄄5959689
邮箱: info@ buddhafair郾 com
网址: spring郾 buddhafair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火锅料节暨火锅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报社

承办: 郑州冰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5000m2

内容: 冷冻调理食品、 火锅食材特色涮品、 原料辅料、 相关设

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6022
邮箱: ldzk86@ vip郾 163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厦门) 国际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中电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中电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30000m2

内容: 婴幼儿食品、 奶粉、 婴幼儿洗护用品、 母婴护理产品、 玩

具及幼教产品等

电话: 86鄄592鄄6811118, 6811119
邮箱: xmiebc@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miebc郾 com

2018 海峡厦门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博览会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6鄄02 ~ 2018鄄06鄄0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护肤品、 减肥产品、 养生产品、 日用化妆品、 洗涤及

个人护理用品、 整形设备等

电话: 15666791851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102郾 html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厦门) 海峡西岸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厦门市汽车流通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轿车、 越野车、 商务车、 客车、 汽车相关用品等

电话: 86鄄592鄄2683791
网址: ats郾 xiaoyu郾 com

2018 中国厦门国际纸业及设备技术展暨 2018 海峡两岸印
刷包装产业及特种纸、 瓦楞纸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福建省纸业协会、 天晟全球博览集团

承办: 天晟全球博览集团、 厦门天晟华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5000m2

内容: 纸制品、 瓦线配套设备、 智能设备、 整厂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0592鄄5985503
邮箱: chinacipe@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ipe郾 com

2018 中国 (厦门)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1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承办: 厦门会议展览事务局、 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2000m2

内容: 各类葡萄酒、 各类烈酒、 国产白酒、 黄酒、 养身酒、 啤酒、
果酒等

电话: 86鄄591鄄88520204
邮箱: jerry@ hyfairs郾 com
网址: www郾 amoywine郾 org

2018 中国厦门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1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罗成 (厦门)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罗成 (厦门)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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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健康管理、 医疗器械、 妇幼婴童、 运动健身、 医疗美容等

电话: 86鄄592鄄2261020
邮箱: sales@ lcfairs郾 com
网址: www郾 healthexpo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1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承办: 福建省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

务局

行业: 商业经贸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投资和贸易展览、 国际投资论坛、 投资热点问题研讨等

电话: 86鄄592鄄2859828
邮箱: cifit@ china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fair郾 org郾 cn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 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叶
包装设计展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75000m2

内容: 六大茶类、 再生茶类、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
茶叶销售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888
传真: 86鄄592鄄5959611
邮箱: info@ teafair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teafai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厦门国际佛事用品 (秋季)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2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0m2

内容: 佛像、 香、 佛具、 蜡烛、 宫庙用品、 灯具、 僧服绣品、 书

画音像、 原料设备、 素食等

电话: 86鄄592鄄5959618
邮箱: info@ buddhafair郾 com
网址: spring郾 buddhafair郾 com

第七届海西 (厦门) 国际新能源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 厦门市建设局、
厦门总商会等

承办: 厦门东方华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风能、 LED 新光源照明、 新技术新材

料、 生物质能及其它新能源、 工业节能环保等

电话: 86鄄592鄄2108085
邮箱: xmnee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mnee郾 com

2018 海峡厦门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博览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11鄄22 ~ 2018鄄11鄄2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护肤品、 减肥产品、 养生产品、 日用化妆品、 洗涤及

个人护理用品、 整形设备等

电话: 15666791851

2018 艺术厦门博览会

时间: 2018鄄5 月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ARTAMOY 博览会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艺术寻根主题、 女性艺术主题、 当代水墨水彩主题、 青年

陶瓷艺术主题、 漆画主题等

电话: 86鄄592鄄5999552
邮箱: 25029788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artxm郾 cn

甘肃省
兰州市

2018 第四十二届中国·兰州 (春季) 国际广告 / LED 照明
/印刷包装及办公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0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 展览展示器材及灯箱、 标

识标牌、 印刷及办公设备、 LED 光电照明、 广告传媒及行业协

会等

电话: 86鄄931鄄8260666
网址: www郾 sanlihuizhan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兰州) 艺术品收藏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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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观赏石协会、 中国收藏家协会

承办: 兰州金骆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1000m2

内容: 珠宝玉器、 观赏石、 陶瓷紫砂、 红木、 古玩字画、 工艺品、
佛事用品等

电话: 15109319075, 15109319072
网址: www郾 lzjlt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甘肃国际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5鄄02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

限公司、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新域车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lz2018

2018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1 ~ 2018鄄07鄄05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机械、 电子、 家电、 农机、 建材、 日用消费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9, 15120064335
邮箱: zhaoxinlei@ ccoic郾 cn

2018 第九届中国西部 (兰州) 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及
智能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8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

限公司、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新域车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lz2018

2018 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7 ~ 2018鄄09鄄19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兰州市人

民政府、 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 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0000m2

内容: 先进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现代农业、 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等

电话: 86鄄931鄄8306291鄄292, 8847167
邮箱: peter@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lzhitec郾 com

酒泉市

2018 丝绸之路 (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酒泉

地点: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省人民政府、 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

旅游局、 中国贸促会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m2

内容: 文化展出、 文化高峰论坛、 文艺演出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40, 13520742771
邮箱: luolei@ ccpit郾 org
网址: www郾 silkroaddunhuang郾 com

张掖市

2018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生态产业博览会暨绿色有机产业
(张掖) 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4
城市: 张掖

地点: 张掖展览中心

主办: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农民日报社、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

肃省分会、 张掖市人民政府

承办: 张掖市商务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张掖市支会、 谊

和永邦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绿色有机农业、 生态旅游、 道地药材等

电话: 86鄄10鄄58566990
邮箱: chenhong1@ expobj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silkroad郾 com

广东省
广州市

2018 艺术品工艺品收藏品红木古典家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05 ~ 2018鄄01鄄0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山东省旅游局

承办: 山东省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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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0000m2

内容: 工艺品类、 艺术及收藏品类、 古典家具类、 玉石精品类等

电话: 86鄄532鄄83755508
邮箱: qdblh@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qdybh郾 cn

2018 粤港澳名优商品 (广州) 博览会暨进口食品年货购
物节

时间: 2018鄄01鄄18 ~ 2018鄄01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市食品企业协会

承办: 广州食康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协会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特色年货、 食品、 礼品礼盒、 饮品等

电话: 13268085999
邮箱: 627152774@ qq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广州年货展销会

时间: 2018鄄01鄄3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会展部、 广东博浩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博浩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世界各国特色食品、 旅游食品、 休闲食品、 土特产品、 烘

培食品、 粮油食品、 速冻食品、 巧克力、 肉制品、 调味品、 乳制

品、 糖果、 饼干、 咖啡、 干果、 凉果、 饮料等

电话: 86鄄20鄄66830278
邮箱: cs@ bohao鄄cn郾 com
网址: www郾 bohao鄄cn郾 com

2018 第二十六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1 ~ 2018鄄03鄄0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国际旅游暨会奖旅游、 主题乐园游艺、 游戏设备、 房车、
游艇及户外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6266696 – 8005
邮箱: dennise郾 ding@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gitf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八届迪培思广州国际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3鄄03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市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70000m2

内容: 数字雕刻设备、 LED、 数字喷印设备、 灯箱、 展示器材等

电话: 86鄄20鄄38200584、 34044506
邮箱: sales@ dpes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signexpo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3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20000m2

内容: 智能广告标识、 LED 等

电话: 86鄄20鄄2912鄄6185, 18124252567
邮箱: service@ cantonfairad郾 com
网址: www郾 cccmf郾 cn

2018 第三十六届广州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富众国际集团、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广州富众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富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餐饮食品、 商品零售、 服饰、 教育培训、 婴童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8265758
邮箱: 2001@ foro郾 cn
网址: www郾 foro郾 cn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传动、 机械驱动系统及零部件、 电子、 机电零部件及辅助

设备、 感应技术、 控制系统、 工业计算机装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sps@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spsinchina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金属加工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工业机器人、 精密工具、 物理化学过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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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 自动化与运动控制部件测量系统和质量控制系统、 零件、
部件和机床附件、 各类金属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0鄄82578826
邮箱: jinjian7172000@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asiametal / cn /

2018 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模具制造及加工、 设计, 工程, 应用发展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asiamold@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asiamold / cn /

2018 广州国际铸造、 压铸及锻压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铸、 锻制品、 压铸设备、 油压设备、 锻造设备、 热处理、
工业机器人、 检测、 测量、 分析仪器、 表面处理设备及材料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0055
邮箱: fdasia@ gymf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fd鄄asia / cn /

2018 第二十届广州国际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投资理财促进会、 香港富众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香港富众国际会展集团、 广州富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金融理财、 金融投资、 服务财富、 创业致富等

电话: 86鄄20鄄38265758
邮箱: china@ 2foro郾 com
网址: www郾 2foro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自助售货系统与设施博览交
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亚太自助售货行业联合会、 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亚洲商业

与办公供应商联盟协会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各类型自助售货机、 礼品机型售货机、 自动售货零配件、
自助咖啡设备及原料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邮箱: zhubohui201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vmf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激光及焊接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5000m2

内容: 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 激光加工系统及组件、 激光快速成

形技术及设备、 焊接技术及设备、 焊接材料、 工具及劳保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sps@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lw鄄asia / cn / index郾 html

2018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5000m2

内容: 标准轴承、 专用轴承、 特殊轴承、 轴承零部件、 轴承专用

制造设备、 轴承检验仪器、 轴承用油料化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2578826
邮箱: jinjian7172000@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asiabearing / cn / index郾 html

2018 广州国际 3D打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 3D 打印技术产业

联盟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5000m2

内容: 3D 打印机、 三维扫描及相关软件、 3D 打印材料、 3D 打印

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asiamold@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3D / cn /

2018 第四十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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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40000m2

内容: 美甲产品、 美体内衣、 名牌化妆品、 包装材料及生产设备、
香水及化妆品、 个人护理产品及日化洗涤、 美发产品、 专业美容

院及水疗美容工具及仪器设备保健营养品及配套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7248839
邮箱: 8361005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antonbeauty郾 com

2018 第四十八届广东国际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专业美容、 院线代工、 设备、 养生、 美甲、 美睫、 国际品

牌、 大医美、 仪器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6259008, 8625 7099
邮箱: info@ chinainternationalbeauty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nternationalbeauty郾 com

2018 第二十五届华南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对外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北京雅展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贸易中心,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印刷、 胶印、 柔印、 凹印等各类印刷设备、 丝网印刷

等特种印刷设备、 印后及纸制品加工等

电话: 86鄄755鄄23547123, 23547126
邮箱: pfp@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printingsouth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48000m2

内容: 自动化智能包装机械、 物流仓储设备及系统、 二次包装机

械、 一次包装机械、 塑料包装制造机械、 包装容器制造机械、 包

装检测设备、 包装辅助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23547123, 23547126
邮箱: pfp@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chinasinopack郾 com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包装制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0000m2

内容: 包装制品、 包装材料、 物流包装材料、 创新包装材料、 制品

及设计服务等

电话: 86鄄755鄄23547123, 23547126
邮箱: pfp@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packinn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雅式展览服务 (深圳) 有

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0000m2

内容: 标签及窄幅网印机械设备供应商、 标签防伪技术、 安全方

案及应用供应商、 模内标签材料商及模内贴标机械商、 标签检测

设备、 标签印刷物料及配件提供商等

电话: 86鄄20鄄89128283
邮箱: pfp@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inolabelexpo郾 com/ LAB18 / Home / lang鄄simp / Information郾 aspx

2018 第二十四届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铝门窗幕墙行业委员会

承办: 广州市城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85000m2

内容: 幕墙门窗系统、 门窗、 建筑外立面、 门窗幕墙型材、 建筑结

构胶、 五金配件等

电话: 86鄄20鄄89080309
邮箱: market@ cit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windoorexpo郾 com / Exhibitors郾 htm

2018 广州国际绿化苗木展

时间: 2018鄄03鄄13 ~ 2018鄄03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 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香港鸿威国际

展览集团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鸿威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景观绿化、 边坡绿化、 苗木、 绿化苗木、 农药、 杀虫剂、
花盆、 穴盘、 园艺工具、 园林机械、 喷灌设备、 喷雾器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00
邮箱: Judie郾 liu@ reedexpo郾 com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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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sino鄄corrugated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广州)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gz

2018 广州国际儿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5000m2

内容: 儿童智能、 儿童食品、 儿童服饰、 儿童家居、 儿童教育、
儿童玩具、 文教用品、 儿童服务、 动漫授权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邮箱: 428831294@ qq郾 com
网址: 304郾 hshuiyi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儿童创新教育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欧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欧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创客教育及课程、 智力教育、 家庭教育、 新媒介教育、 校

园安全教育等

电话: 86鄄20鄄28859952, 18925187018
邮箱: ppl@ ppl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nciee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教育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途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途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技术装备、 互动教学设备、
在线教育应用及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22227973
邮箱: 281157192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owine郾 com郾 cn

2018 广州国际幼教用品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5000m2

内容: 幼儿园配套设备、 幼教用品、 幼儿园装修设计、 玩具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2018 中国学前教育峰会暨学前教育资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欧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欧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幼儿园配套设备类 幼教机构 幼教用品 幼儿园装修设计类

玩具类 幼教装备

电话: 86鄄20鄄28859952
邮箱: ppl@ ppl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peexpo郾 cn

2018 第四十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家具博览会 (一期)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集团)、 广东省家具协

会、 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现代家具、 古典家具、 饰品 / 家纺、 户外家居、 户外家居、
庭院生活等

电话: 86鄄20鄄89128021
邮箱: ciffxd@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ff鄄gz郾 com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花卉盆栽及花店花园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 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粤港经贸合作

交流促进会、 香港鸿威国际展览集团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鸿威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花卉、 盆栽植物、 花店用品、 花盆、 花瓶、 花架、 花篮、
仿真植物、 植物灯、 花艺设计、 生态家居、 家居装饰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邮箱: yjw8868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pjzwexpo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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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绿化苗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 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香港鸿威国际

展览集团

承办: 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鸿威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m2

内容: 景观绿化、 边坡绿化、 运动草坪、 草坪工程、 人造草坪、
草皮、 绿化设计与施工、 园林养护及工程公司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邮箱: yjw8868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ilgf郾 com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园林机械与园艺工具展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企业集团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植、 市政机械、 修剪、 打药设备、 喷灌、 灌溉设备、 园

艺工具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yljxz郾 com

2018 第六届 CPF国际宠博会·广州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明一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CPF 国际宠博会组委会

承办: 广州明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20鄄32012070, 82002487鄄0, 18933970006
邮箱: demo@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petfair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网商协会

承办: 广州网冠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1000m2

内容: 平台商城、 跨境电商、 电商服务、 新媒体与营销等

电话: 400鄄871鄄5773
邮箱: iebe@ ieb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iebe郾 org郾 cn

2018 中国婚博会 (广州)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鄄036鄄5520
网址: gz郾 jiehun郾 com郾 cn

2018 广州国际分析测试及实验室设备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15000m2

内容: 实验室产品、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及软件、 实验室规划、
设计及建造、 实验室投资、 运营、 管理及升级等

电话: 86鄄20鄄83555190, 83554050
邮箱: hjy@ ste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lab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定制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定制家居协会、 广东衣柜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博骏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60000m2

内容: 全屋定制、 衣柜、 移门、 整体橱柜、 台面、 门窗等

电话: 86鄄20鄄37276835
邮箱: yg031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fgz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家具原辅材料及五金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科隆展览新加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40000m2

内容: 机械、 配料、 其它

电话: 86鄄20鄄89128020
邮箱: cifm@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rzfair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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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十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家具博览会 (二期)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集团)、 广东省家具协

会、 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办公环境、 办公家具、 酒店家具、 商用家具、 家具生产设

备及配件辅料、 配料类等

电话: 86鄄20鄄8912 8021
邮箱: ciffxd@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ff鄄gz郾 com

2018 广州金花地春季渔具展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金花地渔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金花地渔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各类中高档渔具、 各类水族品器材、 各类渔业捕捞网具、
地笼、 渔业饲料等

电话: 86鄄20鄄81402039, 81405326
邮箱: 113874402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ishingfair郾 com

2018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膜工业协会、 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0000m2

内容: 过程控制技术与过程自动化设备等膜与水处理技术、 水务

及工程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355
邮箱: kevin@ chcbiz郾 com
网址: www郾 gdwater郾 cn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康复设备及福祉辅具展览会暨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家用医疗护及康复护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广东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

中心

承办: 广州市金晔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金骢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

分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m2

内容: 康复工程设备、 康复理疗设备、 康复辅助器具、 假肢与矫

形器、 康复护理设备、 药物与营养类、 中医诊疗设备、 疗养与养

老、 无障碍产品、 家用医疗器械、 相关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20鄄66318831
邮箱: info@ cantonrehacare郾 com
网址: www郾 cantonrehacare郾 com

2018 第九届亚洲影剧院技术及设施展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亚洲影剧院联盟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亚

洲娱乐场所业主联盟协会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m2

内容: 影剧院播放设备、 移动影院放映设备、 影剧院家具及装饰

材料、 影剧院灯光音响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36657008
网址: www郾 gtcff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台球及配套设施展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m2

内容: 台球产品、 桌上足球、 空气球台、 沙狐球、 游戏桌、 扑克

桌、 麻将机、 乒乓球、 飞镖、 电玩系列、 酒吧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36657008
邮箱: gzhw@ grandeurhk郾 com
网址: www郾 gbechina郾 com

2018 亚洲乐园及景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粤港经贸合作交流促进会、
亚洲娱乐场所业主联盟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30000m2

内容: 公园景区及游乐场设施、 乐园项目投资、 咨询, 运营管理

机构、 乐园运营商、 品牌宣传项目、 电玩产品及配件、 手机游戏

及相关技术设备、 游戏及旅游相关媒体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网址: www郾 aaaexpos郾 com

2018 亚洲 VR&AR博览会暨投资高峰论坛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网络文化协会、 广东网络新媒体视听协会、 广东省

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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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m2

内容: VR / AR 硬件设备、 VR / AR 系统设备、 VR / AR 技术、 VR /
AR 生产设备及零配件、 VR / AR 软件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传真: 86鄄20鄄36657099
网址: www郾 vrarfair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华南国际口腔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承办: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牙科医疗器械与设备、 牙科医疗材料、 颌面外科专用器械、
牙体牙髓专用器械等

电话: 86鄄20鄄83549150, 83558271
邮箱: dental@ ste郾 cn
网址: www郾 dentalsouthchina郾 com

2018 第九届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81200m2

内容: 婴儿手推车、 学步车、 儿童三轮车、 儿童自行车、 滑板车、
电动童车、 汽车安全座椅 、 童床及家居用品、 婴童充气用品、 儿

童安全用品、 婴童浴盆、 坐便器、 婴童餐椅等

电话: 86鄄20鄄66842210, 83587037
邮箱: baby@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cn郾 chinababyfair郾 com

2018 第三十届广州国际玩具及模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玩具协会、 广州力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力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100000m2

内容: 电子电动玩具、 益智玩具、 塑胶玩具、 毛布绒玩具、 充气

玩具、 娃娃玩具等

电话: 86鄄20鄄66842210, 83587037
邮箱: toy@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toyfair郾 com

2018 第二届广州高分子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杜升展览 (广州) 有限公司

承办: 杜升展览 (广州)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塑料、 橡胶、 纤维、 胶结剂、 涂料和高分子基复合材料、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原材料及添加剂等

电话: 86鄄20鄄82390101
邮箱: info@ fluidexpo郾 org
网址: www郾 fluidexpo郾 org

2018 广州复合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复材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复材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复合材料相关技术、 配料、 设备以及相关制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2557080, 82392022
邮箱: 139005858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luidexpo郾 org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汽车测试及质量监控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58000m2

内容: 测试模拟、 发动机及排气分析、 振动测试、 声学测试、 环

境测试、 机械测试、 数据采集、 材料测试、 非破坏性测试、 车道

模拟及实验室测试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105, 89220305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testing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润滑油品、 养护用品及技术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慧品尚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5800m2

内容: 车用润滑与养护品、 润滑油、 脂及燃料油的添加剂、 工业

润滑油品、 各种合成基础油、 基础油添加剂、 润滑油的包装、 灌

装、 调和设备及评定测试仪器、 全优润滑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89220105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cirhy郾 com

2018 第四届广州国际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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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工业自动化、 电气系统、 工业

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各省 (区) 市两化融合成果展示, 工业

园区、 行业协会、 学会、 科研院所机构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gzrae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装配技术、 装配机器人、 装配工具、 工业自动化、 搬放技

术、 传动与控制、 监测设备、 传输设备、 连接技术、 空压机等通

用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ahtexpo郾 cn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保修检测设备及汽车养护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维修设备、 汽车维修工具、 汽车维修专用机床、 汽车

维修教学教具、 汽车检测设备、 汽车喷涂产品、 涂料及修复产品、
汽车轮胎相关产品、 汽车轮胎修理设备及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am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品牌改装整车、 非量产定制车、 赛事竞技用车、 动力系统、
操控系统、 照明系统、 汽车外观套件、 影音设备、 越野车专业改

装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ct鄄show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车制造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激光技术及零部件焊接、 汽车零部件机加工程、 工业机器

人、 车身焊装工程、 总装工程及冲压工程、 涂装工程、 质量控制

工程、 汽车模具及 3D 打印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ame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零部件、 零配件, 发动机系统、 底盘系统、 制动系统、
行驶系统、 转向系统、 车身系统、 传动系统、 排气系统、 散热冷

却系统、 燃油系统, 汽车附件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ciape郾 cn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广州) 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慧品尚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5800m2

内容: 车身清洁、 车内清洁、 零部件清洗、 连锁加盟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8922 0305, 136 00026211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ciaae郾 cn

2018 广州国际进出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慧品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58000m2

内容: 美容护理用品、 汽车内饰、 汽车外饰、 汽车影音娱乐、 车

载通讯导航、 汽车安全用品、 汽车电子电器、 节能用品、 环保用

品、 户外用品、 改装车及汽车改装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8199, 29826558
邮箱: topair@ topairexpo郾 comn
网址: www郾 gzaaf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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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九届广州国际新能源汽车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新能源汽车工业展览会组

委会

承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慧品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纯电动车、 混合动力车、 其他能源车、 零部件及动力驱动

系统、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8988, 29198977
邮箱: info@ zhongq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guangzhouauto郾 cn

2018 广州国际汽车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58000m2

内容: 整车空调系统、 车用空调配件、 车用空调生产设备及生产

材料、 车用空调用品、 冷藏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8988, 29198977, 29198966
邮箱: info@ zhongq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ce郾 cn

2018 第三届广州国际 3D打印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一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3D 打印机、 3D 打印机配件、 三维扫描与软件、 3D 打印材

料、 3D 打印技术、 3D 打印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89220050
邮箱: info@ fce郾 cn
网址: www郾 gz3d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 (国际) 车用空调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空调委员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

用滤清器委员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滤清器分会、 全国汽车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滤清器分委会、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15000m2

内容: 车用空调、 滤清器、 滤清器配件、 配套产品及材料、 加工

设备、 电器易损件、 车用油液耗材等

电话: 86鄄20鄄89617099
邮箱: bestguangzhou@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2echina郾 com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小家电及厨房电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5 ~ 2018鄄04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广州华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华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厨房电器、 浴室电器、 家庭清洁电器、 居室空气调节电器、
个人护理电器、 礼品小家电、 休闲电器、 水处理电器等

电话: 86鄄20鄄32095791, 32095691
邮箱: chsaf201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saf郾 cn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4鄄15 ~ 2018鄄04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电子及家电类、 照明类、 车辆及配件类、 机械类、 五金工

具类、 建材类、 化工产品类、 能源类等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第三十七届广州 (锦汉) 家居用品及礼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市保利锦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8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家居饰品、 装饰家具、 户外园艺、 家居家纺、 餐厨用品、
季节性装饰品、 香薰及个人护理等

电话: 86鄄20鄄89899111
邮箱: info@ jinhan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jinhanfair郾 com

2018 广州编织品、 礼品及家居装饰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2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篮子系列、 花园用品系列 、 家居装饰品系列 、 家居日用品

系列 、 节日礼品系列等

电话: 86鄄20鄄892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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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鄄20鄄89231623
邮箱: 59497076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acfair郾 com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4鄄23 ~ 2018鄄04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日用消费品类、 礼品类、 家居饰品类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第一百二十三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三期)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纺织服饰类、 鞋类、 办公、 箱包及休闲用品类、 医疗及医

药保健类、 食品类等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广州 (国际) 演艺设备、 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8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承办: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80000m2

内容: 音箱、 功放、 话筒、 舞台灯光、 舞台设备、 音箱周边设备、
公共广播、 会议系统、 激光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4790060
邮箱: info@ getsh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etshow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电动汽车产业生态链展览会 暨全
球电动汽车领袖峰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承办: 广州市世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与技术、 储能技术与设备、 锂

电工业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82258975

邮箱: slong@ slong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vexpovip郾 com

2018第四届中国 (广州) 国际电池与储能技术博览会暨广
州国际石墨烯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巨典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巨典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电池与储能技术、 石墨烯等

电话: 86鄄20鄄32232787, 32235686
邮箱: zyd@ gzjdzl郾 cn
网址: www郾 ciaaa郾 net

2018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8000m2

内容: 地坪材料、 水泥基骨料耐磨地坪、 地坪机械、 清洁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7146888
邮箱: 112016223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gff郾 net

2018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 音响展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30000m2

内容: 专业音响设备、 系统及配件、 专业灯光设备、 系统及配件、
舞台设备及系统、 视听及传送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3561590, 83560190, 83558345
邮箱: majing@ ste郾 cn, yangyi@ ste郾 cn, hjj@ ste郾 cn
网址: www郾 soundlight郾 cn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广州) 国际乐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国家轻工业乐器信息中心、 广东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承办: 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 (广东科展)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5000m2

内容: 钢琴和键盘乐器、 弦乐器、 打击乐器、 电声乐器、 民族乐

器、 管乐器、 手风琴口琴、 乐谱及书籍、 乐器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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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20鄄83561590, 83546339, 83567322
邮箱: music@ ste郾 cn
网址: www郾 guangzhoumusic郾 cn

2018 亚洲泳池 spa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5 ~ 2018鄄05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国际花园与康体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粤

港经贸合作交流促进会、 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香港鸿威国际展览

集团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鸿威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泳池温泉、 SPA 水疗、 桑拿沐浴、 热水及水处理、 水上乐

园、 配套服务等

电话: 400鄄625鄄8268
网址: www郾 poolspabath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广州) 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5 ~ 2018鄄05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亚洲建筑技术联盟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

筑委员会等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60000m2

内容: 预制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木结构、 混合结构及其它各种

集成房屋等

电话: 86鄄20鄄87146888
传真: 86鄄20鄄36657099
网址: www郾 cihie郾 net

2018 广州国际卫浴进出口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15 ~ 2018鄄05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企业集团、 广东省沐浴休闲协会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企业集团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卫浴设备、 按摩浴缸、 淋浴房、 水暖卫浴、 陶瓷等

电话: 86鄄20鄄87146888
传真: 86鄄20鄄82579220
网址: www郾 gswfair郾 com

2018 华南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水族产品、 水族设备、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88

邮箱: info@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petfairasia郾 com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名酒展览会 鄄 春季展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进口酒、 国产酒、 酒类用品、 相关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84283513, 84283559, 84283565
邮箱: world郾 wine@ hot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wine郾 org

2018 第六届广州国际数码印刷、 图文快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环之球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环之球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25000m2

内容: 数码印刷、 图文办公设备、 多功能一体机、 图文印后加工

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5605399, 28309329
邮箱: hzq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zhzqexpo郾 com

2018 广州第十三届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术展览会 /国际
纺织品数码印花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浩瀚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纺织品印花》 杂志社、 中华

印花网

承办: 广州浩瀚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8770m2

内容: 印花机械、 印花材料、 电脑分色制版系统、 电脑测配色、 丝

网、 感光胶、 热转印、 水转印设备、 材料、 机械、 与纺织品印花

有关的各种专利、 技术及软件等

电话: 86鄄20鄄83587112鄄6008
邮箱: kveinchen@ allallinf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tpe郾 com

2018 广州 (第十三届) 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浩瀚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纺织品印花》 杂志社、 中华

印花网

承办: 广州浩瀚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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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印花机械、 印花材料、 制版设备、 丝网、 感光胶、 热转印、
水转印设备、 材料、 机械等

电话: 86鄄20鄄83599695, 83587112
网址: www郾 citpe郾 com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广播影视设备及新媒体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广电行业协会、 中国摄像协会、 广东省影视行业协会、
广东省影视节目制作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市南博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0000m2

内容: 制作、 管理、 传输等

电话: 86鄄20鄄82514670
邮箱: info@ girtv郾 cn
网址: www郾 girtv郾 cn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婚纱摄影及儿童摄影器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摄影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市南博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婚纱礼服、 主题服饰、 相册相框、 主题样片、 旅游摄影、
婚纱摄影基地、 实景道具、 影楼家具、 影楼空间设计等

电话: 86鄄20鄄82514670
邮箱: info@ gwpe郾 cn
网址: www郾 gwpe郾 cn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展 (广州站)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北京智信恒成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食品、 营养品、 茶叶、 服装、 图书、 音像、 礼品饰品、 家

居用品、 化妆品等

电话: 13601988498, 17721065208
邮箱: 2902366566@ qq郾 com, 175666988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gchawang郾 com / com / texuzhan / news / itemid鄄7812郾 html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整体工厂规划及应用、 工业机器人、 机器视觉、 电气系统、
动力传动与控制系统、 物联网、 互联网 + 等

电话: 86鄄20鄄89617127
邮箱: 35328514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84t郾 cn / ims /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物流集成与信息化、 搬运设备、 配件、 电商物流、 物流配

送车辆、 冷链物流等

电话: 86鄄20鄄89617120
邮箱: 5505306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let郾 cn

2018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物流装备在线、 物流装备报

承办: 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物流集成与信息化、 搬运设备、 配件、 仓储与车间物流设

备、 包装、 电商物流、 物流装载技术、 冷链物流、 港航及航空物

流设备、 物流服务、 物流配送车辆等

电话: 86鄄20鄄89617139 / 7196 / 7182 / 7120 / 7106
邮箱: bestguangzhou@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let郾 cn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广州)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烘焙业公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62000m2

内容: 相关烘焙业产品、 专用面粉、 预拌粉、 冷冻面团、 淀粉、
土豆制品、 馅料、 果料、 果仁、 果脯、 水果罐头等月饼、 糕点辅

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5801456 , 59792007
邮箱: cnbaking@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aking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酒店餐饮业供应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广东省团餐配送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市浩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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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高端食品及咖啡茶饮、 粮油、 面食、 点心、 调味品、 餐料、
餐饮食材、 海鲜、 水产冻品、 生鲜及冷链配送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89637162
邮箱: haolian16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cex郾 com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制笔协会、 广州展昭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展昭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宁波中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面积: 9000m2

内容: 文具及办公用品、 办公设备、 办公家具、 办公耗材、 加工

设备及零配件、 礼品、 赠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9289406, 86鄄574鄄87254009
邮箱: server@ onezh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ningb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纸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会、 山东

省轻工机械协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2000m2

内容: 文化用纸、 办公用纸、 包装用纸、 印刷用纸、 工业用纸、
各类纸板、 印刷包装类特种纸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邮箱: expoart@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zt2郾 paper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制浆造纸工业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会、 山东

省轻工机械协会、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 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西造纸行业协会、 江西省造纸印刷工业

协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2000m2

内容: 制浆造纸机械、 配件、 辅助设备、 仪器仪表、 节能、 环保

及综合利用新技术及设备、 造纸化学品、 造纸、 纸品印刷包装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装备、 生活用纸相关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83300252
邮箱: 358414864@ qq郾 com
网址: zt1郾 paper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广州国际造纸化学品技术展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会、 山东

省轻工机械协会、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 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西造纸行业协会、 江西省造纸印刷工业

协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2000m2

内容: 变性淀粉、 施胶剂、 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 功能性造纸化

学品、 过程性造纸化学品、 填 (颜) 料、 涂布粘合剂 (胶料) 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83300252
邮箱: 358414864@ qq郾 com
网址: zt3郾 paperexpo郾 com郾 cn

2018 广州国际食品包装设计 +选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会、 山东

省轻工机械协会、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 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西造纸行业协会、 江西省造纸印刷工业

协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2000m2

内容: 包装设计、 包装制品、 包装原材料、 检测仪器、 喷码机、
环保涂料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83300252
邮箱: 358414864@ qq郾 com
网址: zt4郾 paper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陶瓷技术装备及建筑陶瓷卫生洁具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建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m2

内容: 陶瓷机械设备、 陶瓷色釉料原辅料、 工业陶瓷产品、 建筑

陶、 卫生陶瓷等

电话: 86鄄10鄄88082338
邮箱: info@ ceramicschina郾 net
网址: www郾 ceramicschina郾 net

2018 中国国际高性能陶瓷及粉体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建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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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0000m2

内容: 高科技功能性能陶瓷、 原材料、 陶瓷原料提炼与加工工艺

设备及检测设备等

电话: 18211029252
邮箱: shsm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pcp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八届广州国际鞋类、 皮革及工业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显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显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显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55000m2

内容: 鞋类机械、 制革机、 合成皮革机械、 皮具机、 皮革、 成衣

皮、 家私皮、 合成皮革、 原皮产、 鞋材、 化工、 配件、 辅料等

电话: 86鄄20鄄83631061
邮箱: toprepute@ topreput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hoesleather鄄guangzhou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潜水暨度假观光展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潜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潜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潜水装备制造商、 水下运动装备制造商、 潜水装备供应商、
潜水批发商、 潜水组织机构、 潜水培训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54241218
邮箱: sales@ drt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guangzhoudive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广州国际不锈钢工业展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铁素体不锈钢、 马氏及奥氏体不锈钢、 高附加值不锈钢产

品及不锈钢制品、 钛 (镍、 铜、 铝) 钢复合板、 生产技术及设备、
不锈钢管切管机、 特殊钢等

电话: 86鄄20鄄38620272
邮箱: 2431026816@ qq郾 com
网址: julang郾 com郾 cn / buxiugang / index郾 asp

2018 第十九届广州国际弹簧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悬架弹簧、 园柱弹簧、 工艺弹簧、 电池弹簧、 涡卷弹簧、
片弹簧、 发条、 塔簧、 卡簧 、 产品专用弹簧、 弹簧材料、 弹簧设

备、 检测仪器机械、 各种零部件及相关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8620792, 15324433361
网址: www郾 julang郾 com郾 cn / tanhuang / index郾 asp

2018 广州巨浪国际金属暨冶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巨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金属板材、 棒材、 线材及金属加工、 配套设备、 管材工业、
不锈钢工业、 有色金属工业、 紧固件、 弹簧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8620782
邮箱: julang@ julang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julang郾 com郾 cn

2018 广东城市燃气智能应用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燃气协会

承办: 广州西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智能仪器仪表、 互联网 + 智能燃气管理系统、 智能燃气技

术与设备、 天然气汽车及加气加油站建设相关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5655369
邮箱: psh@ cimugroup郾 com
网址: www郾 giwge郾 com

2018 第九届华南国际幼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9 ~ 2018鄄06鄄1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教育机构、 教材教具、 特色课程、 幼教设备、 幼教用品、
幼儿园软件、 幼儿园装修、 幼儿玩具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83300252
邮箱: expoart@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kidsexpochina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9 ~ 2018鄄06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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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建筑电工电气、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 电器附件及电工

材料、 照明控制系统、 供配电及能源管理、 智能遮阳系统、 影音

视讯系统、 电气节能改造装置、 空调及制冷系统等

电话: 86鄄20鄄36047788, 36047680
邮箱: gy@ abuilding郾 cn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gibt / cn / index郾 html

2018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9 ~ 2018鄄06鄄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0m2

内容: 专业照明、 装饰照明、 LED 技术、 专业灯光、 光源、 电灯

附件、 照明控制系统、 管理、 测量、 照明生产设备、 仪器、 LED 展

品分类 LED 材料、 芯片、 外延片及组件等

电话: 86鄄20鄄36047630
邮箱: admin@ gymf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gile / cn / index郾 html

2018 广州国际电线电缆及附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博优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电线电缆、 光纤光缆、 设备材料、 各种线缆制造及精加工

机械, 检测仪器, 各种线缆材料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sps@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wirecable / cn / index郾 html

2018 第七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0000m2

内容: 肉禽类产品、 绿色有机及保健食品 s 休闲食品、 水产海鲜、
其他食品、 餐饮空间、 机械设备、 特许加盟、 烘焙设备、 烹饪设

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6679383鄄26
邮箱: paul郾 chen@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gifms郾 com

2018 广州国际生鲜配送及保鲜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UB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广州市委员会

承办: 广州奥莎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UB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0000m2

内容: 冷链物流、 配送服务、 冷链物流运输服务商、 冷链信息化

& 检测、 冷链物流供应链、 冷链物流、 包装解决方案、 冷链物流

配送中心等

电话: 86鄄20鄄38896896
邮箱: osd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le鄄china郾 com

2018 世界食品广州展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

州市委员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0000m2

内容: 肉禽类产品、 水产海鲜、 休闲食品、 饮料饮品、 绿色有机

及保健食品、 机械设备、 特许加盟等

电话: 400鄄811鄄0220
邮箱: server@ onezh郾 com
网址: www郾 fggle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 广东省污泥

产业协会

承办: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42000m2

内容: 水处理及供水 / 排水、 大气 / 废气治理及除尘、 空气净化与

洁净、 废弃物处理、 固废及资源化、 环境清洁设备、 土壤与地下

水修复等

电话: 86鄄20鄄87267388, 87267688
邮箱: ktb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nbaozhan郾 com郾 cn

2018 广州·世界水果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促进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水果鲜品、 水果加工成品、 水果深加工技术设备、 生鲜配

送运营及技术、 水果种植及采后技术、 生鲜零售业及技术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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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网址: www郾 fruit鄄expo郾 com

2018 国际养生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养生机构、 养生保健食品、 中医药品、 养生医疗器械、 养

生健康管理、 养生美容等

电话: 86鄄20鄄87146800
网址: www郾 cnwie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消防安全与应急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安全生产

协会、 广东省应急产业协会

承办: 广州立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消防、 急救、 个人防护设备、 头部和耳部保护设备、 手臂

手部保护设备、 足部防护、 防护服 (化学 / 生物 / 高温 / 特殊天气 /
救生衣)、 记号设备、 特种信号灯、 安全指导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5641278
邮箱: info@ cfe郾 cn郾 com
网址: gz郾 cfe郾 cn郾 com / index郾 php

2018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优质大米及品牌杂粮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 广东省粮食

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 广东省粮食

行业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70000m2

内容: 大米、 杂粮、 米加工设备、 大米库储包装设备、 米制品等

电话: 86鄄20鄄61089350, 61089461
邮箱: gzyf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amiz郾 cn

2018 第十八届广州国际食品展暨进口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广州市艺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

商业总会

承办: 广州市艺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8600m2

内容: 食品、 饮料、 营养品及健康食品、 进口食品、 食品添加剂

及配料、 食品包装及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61089350, 61089461
邮箱: gzyf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zspz郾 com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葡萄酒及精酿啤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英富曼集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英富曼集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70000m2

内容: 葡萄酒、 啤酒、 香槟、 米酒、 黄酒、 清酒、 烧酒、 烈酒、
果露酒、 保健酒、 威士忌、 伏特加、 白兰地、 鸡尾酒、 龙舌兰酒、
其它酒类、 国内外酒饮器皿、 酒类包装及储藏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61089350, 61089461
邮箱: gzyf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yfzlw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英富曼集团、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 广东省营养健康产

业协会

承办: 广州英富曼意帆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艺帆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80000m2

内容: 特殊食品类保健食品、 滋补品、 中药饮片、 中医药大健康、
美容养颜、 保健用品及家用医疗、 健康养老产业等

电话: 86鄄20鄄61089060
邮箱: gzyfzl201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jkz郾 org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广州)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8 ~ 2018鄄07鄄1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集团)、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整体橱柜、 集成厨房、 智能厨房、 燃气炉、 集成炉、 抽油

烟机、 微波炉、 烘烤设备、 制冷设备、 热水器、 消毒保洁设备、
垃圾处理器及各类厨房家电、 厨配五金挂件等

电话: 86鄄20鄄89128200
邮箱: cbd@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bd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广州) 国际新能源、 节能及智能汽车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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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

承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汽车、 动力驱动系统、 充电设施、 智

能汽车及车联网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606891
传真: 86鄄10鄄82606883
网址: www郾 greencarchina郾 com

2018 第三届亚太电池技术展览会 (广州)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亚洲电池与储能产业联盟、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合作促进会

承办: 鸿威国际会展集团广州硕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0000m2

内容: 锂电、 动力电池与新能源汽车、 核心部件、 超级电容器、
氢能与氢燃料电池技术、 石墨烯产业及应用、 蓄电池、 储能技

术等

电话: 86鄄20鄄32373488, 32382644
邮箱: Honest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attery鄄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亚太国际生物质能展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生物质产业联盟

(筹)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6000m2

内容: 锅炉、 燃烧设备、 成型燃料及设备、 沼气、 生物燃气、 生

物液体燃料、 秸秆利用、 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7146888 / 899
邮箱: 125676189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nibee郾 com

2018 第十届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合作促

进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光伏电池、 零部件、 光伏原材料、 光伏工程及系统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36657008
网址: www郾 pvguangzhou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热能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亚洲电器行业联盟协会、 亚洲建筑技术联盟协会、 广东省

粤港澳经贸促进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东鸿威国

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30000m2

内容: 锅炉、 供热系统、 燃烧系统、 余热回收与利用、 烘干、 干

燥设备、 热处理、 电热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传真: 86鄄20鄄36657099
网址: www郾 heat鄄china郾 com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铝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合作促进会 、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

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铝及铝合金原材料、 铝初级金属产品、 铝材加工设备、 辅

助材料、 检测设备及其它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13533538565
传真: 86鄄20鄄82579220
邮箱: 1185653355@ qq郾 com
网址: exhi郾 cnal郾 com / detail / 10677 /

2018 第六届广州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市人民政府、 世界饭店联合会

承办: 广州恒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47600m2

内容: 中式餐饮、 西式餐饮、 时尚饮品、 特色名吃、 休闲食品、
酒店连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2294262
邮箱: 13128222234@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bexpo郾 net / a / chanpinzhanshi / chanpinfenleier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承办: 广州环球搏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40000m2

内容: 各种渔业水产品, 海鲜活品、 冻品、 干货、 水产深加工产

品、 水产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20鄄66319006
邮箱: info@ chinafishex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fishex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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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老年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广州养老服务产业协会、 广东

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承办: 广东跨采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政府公益、 食品、 药品、 大配餐、 康复医疗及辅助器具、
智能养老、 老年生活用品、 养老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38109036
邮箱: gzciee@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zciee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广州)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与建筑工业化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5 ~ 2018鄄08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 广东省现代建

筑工业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承办: 广州绿筑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建筑工业化、 绿色建筑建材、 冷弯型钢及钢构加工设备、
特色小镇 + 精品民宿建设等

电话: 86鄄20鄄62139617, 61198862, 61198848
邮箱: zlexpo@ zlexpo郾 org
网址: www郾 gzcabt郾 com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7 ~ 2018鄄08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瑞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玻璃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瑞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玻璃制品及应用、 玻璃制造工艺技术和设备、 玻璃加工技

术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7015209
邮箱: Ruihong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glasstec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广州国际天然有机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有机农商联合会、 广西农业产业行业协会、 振威展览

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有机食品、 天然绿色食品、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天然有机

食品生产设备及技术材料等

电话: 15889601356
邮箱: 129032776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ofexpo郾 com / iof2018 /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州) 国际保健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保健食品及原料、 营养强化食品、 养生滋补品、 美容瘦身

产品、 其他健康食品、 疗效性保健品、 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 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4120550
邮箱: 2850965648@ qq郾 com
网址: gz郾 cipfe郾 com / 2018 / cn /

2018 第四届中国环博会广州展

时间: 2018鄄09鄄18 ~ 2018鄄09鄄2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贸慕

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贸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40000m2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 水处理成套设备与膜、 给水 / 排水与下水道

(泵管阀)、 雨水收集与利用 / 洪水控制、 垃圾处理及回收利用、 废

弃物处理成套技术与设备、 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发电等

电话: 86鄄21鄄33552286鄄804
邮箱: 2529107373@ qq郾 com
网址: guangzhou郾 ie鄄expo郾 cn

2018 中国 (广州) 国际机器人、 智能装备及制造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承办: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中

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智能制造装备、 智能终端产品、 关键零部件及相关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32387859, 82173080, 82173081
邮箱: expo@ gmeri郾 com
网址: roboimex郾 sitexh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30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活体宠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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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10鄄88102240
邮箱: zhangchen@ chgie郾 com
网址: www郾 cipscom郾 com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10鄄15 ~ 2018鄄10鄄19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电子及家电类、 照明类、 车辆及配件类、 机械类、 五金工

具类、 建材类、 化工产品类、 能源类等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10鄄23 ~ 2018鄄10鄄2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日用消费品类、 礼品类、 家居饰品类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第一百二十四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三期)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4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纺织服饰类、 鞋类、 办公、 箱包及休闲用品类、 医疗及医

药保健类、 食品类等

电话: 400鄄088鄄8999, 86鄄20鄄28888999
邮箱: info@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antonfair郾 org郾 cn

2018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0 ~ 2018鄄11鄄13
城市: 广州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广东省人民

政府

承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个体

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司、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业: 商业经贸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电话: 86鄄20鄄83137609
网址: www郾 cismef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网印及数字化印刷展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承办: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广州粤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喷绘、 写真设备、 织物印花品、 网印、 移印设备、 个

性化定制软件、 平台、 器材等

电话: 86鄄10鄄58700604
邮箱: lixiaoyan@ csgia郾 org
网址: www郾 csgiashow郾 org

2018 中国 (广州) 时尚数码纺织暨个性化定制展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承办: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广州粤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喷绘、 写真设备、 织物印花品、 网印、 移印设备、 个

性化定制软件、 平台、 器材等

电话: 86鄄10鄄58700604
邮箱: lixiaoyan@ csgia郾 org
网址: www郾 csgiashow郾 org

2018 中国国际数码印花工业技术展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承办: 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 广州粤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喷绘、 写真设备、 织物印花品、 网印、 移印设备、 个

性化定制软件、 平台、 器材等

电话: 86鄄10鄄58700604
邮箱: lixiaoyan@ csgia郾 org
网址: www郾 csgiashow郾 org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涂料展

时间: 2018鄄12鄄04 ~ 2018鄄12鄄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新展星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涂料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生产涂料、 油墨及粘合剂的各种原材料、 生产 / 包装设备及

装置、 质检及研发用测量及测试等

电话: 86鄄755鄄61388100
邮箱: exhibition@ new鄄expostar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oat郾 net

2018 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表面处理展

时间: 2018鄄12鄄04 ~ 2018鄄12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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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新展星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涂料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机械式精饰工艺、 预处理技术及电镀工艺、 涂装设备和辅

助产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61388100
邮箱: exhibition@ new鄄expostar郾 com
网址: www郾 sfchina郾 net

2018 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海事贸易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12鄄05 ~ 2018鄄12鄄0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承办: 广州市奥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3000m2

内容: 船舶设计和建造、 船坞和修船厂、 船舶营运和管理、 船舶

登记和检验、 船舶修理机械与设备、 疏浚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3392687
邮箱: expoart@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dsname郾 org

2018 第五届广州国际物联网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智能卡与支付、 物联网等

电话: 86鄄21鄄69772119
邮箱: huideexpo@ 163郾 com
网址: gz郾 cardexpo郾 cn

2018 广州国际智能卡与支付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智能卡与支付、 物联网等

电话: 86鄄21鄄69772119
邮箱: huideexpo@ 163郾 com
网址: gz郾 cardexpo郾 cn

2018 第八十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2 月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药品、 中药材 / 中药饮片、 中医药养生、 生物技术与创新、
医药分销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503, 13911560268
邮箱: yanna郾 wei@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pharmchina郾 com郾 cn

东莞市

2018 第三十九届东莞国际名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20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承办: 东莞名家具俱乐部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现代家具、 中式家具、 软体家具、 北欧家具、 新古典家具、
美式家具 、 欧式家具 、 儿童家具 、 法式家具 、 红木家具 、 韩式

家具、 东南亚家具、 办公家具 、 户外家具 、 金属玻璃家具、 橱

柜、 工程定制家具、 家具饰品、 灯饰及工艺家具、 软装设计、 创

意设计等

电话: 86鄄769鄄85900111, 85980099
邮箱: 3f@ gde3f郾 com
网址: www郾 gde3f郾 com

2018中国 (东莞) 国际纺织制衣工业技术展暨华南国际缝
制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30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讯通展览公司、 广东省缝制设备商会

承办: 讯通展览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7000m2

内容: 辅料、 辅助品、 缝后、 剌绣、 编织、 信息服务 / 杂志、 圆筒

针织、 缝前、 剪裁、 横机针织、 缝制、 物流、 CAD / CAM 系统、 吊

挂系统、 印花设备、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等

电话: 86鄄852鄄27639011
邮箱: nfo@ paper鄄com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dtcshow郾 com / cn /

2018 中国 (东莞) 国际鞋机鞋材工业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30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讯通展览公司

承办: 讯通展览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37000m2

内容: 鞋类机械、 鞋材及辅料、 合成皮机械、 皮革化工原料、 袋

类 / 箱包机械、 注塑设备、 电脑辅助设备等

电话: 86鄄769鄄85983310
邮箱: info郾 dg@ paper鄄com郾 com郾 cn
网址: dfmshow郾 com

2018 华南国际瓦楞展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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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上海励欣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80000m2

内容: 凹版印刷、 凹版印刷机、 白板纸、 版材、 裱纸机、 薄刀纵

切压痕机、 铲车、 衬垫、 打包带、 打样、 打样机、 单面瓦楞机、
刀模、 钉箱、 钉箱机、 废物、 废物处理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00
网址: www郾 sino鄄corrugated郾 com

2018 中国包装容器展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包装联合会、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0000m2

内容: 包装容器、 包装材料及配件、 包装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146
邮箱: sandy郾 su@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鄄packcon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彩盒展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80000m2

内容: 印前设备、 硬盒类加工设备、 纸袋设备、 软件、 自动化、
服务类、 厂房配套设备、 耗材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108
邮箱: Alex郾 wa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ino鄄foldingcarton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 (东莞加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东莞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商务厅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家电电子、 食品饮品、 服装、 鞋帽、 家庭用品等

电话: 86鄄769鄄85981609, 85981610, 22817270
邮箱: cptpf@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dfecf郾 com

2018 第二届环球磁电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7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深圳市八方资源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八方资源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0000m2

内容: 电源、 电感变压器、 应用材料、 仪器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2521800
邮箱: szhqcd@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zbfzy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八届春季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5鄄01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东莞市汽车博览中心

承办: 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各类汽车、 各种汽车及其零部件、 各种汽车生产制造设备、
工艺装备、 各种检测、 测试、 试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769鄄22992792, 22992797, 22992772
邮箱: gdauto@ 163郾 net
网址: www郾 gdautoshow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8 ~ 2018鄄05鄄11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 中国焊

接协会、 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 德国焊接学会 、 德国埃森

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电弧焊设备及各种弧焊电源、 切割设备及辅具、 电阻焊设

备、 电子束焊接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3983928
邮箱: hongy@ cmes郾 org
网址: www郾 beijing鄄essen鄄welding郾 com

2018 第六届东莞振宗机械制造工业联盟展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会、 深圳市模具

技术学会

承办: 东莞市振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5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及专用设备、 冲床伺服冲床、
各种锻压设备、 切削刀具及磨具各型面加工刀具等

电话: 86鄄769鄄83262748
邮箱: 235556342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dgzz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华南 (东莞) 国际空压机及气动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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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广东省压缩机协会、 广州市雅斯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雅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m2

内容: 空气压缩机、 气动技术、 密封等

电话: 86鄄20鄄86800482
邮箱: igas_ 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igas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金属成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锻压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钣金机械、 成形机械、 液压机械、 成形零部件、 模具、 锻

造设备及附件、 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3056669
邮箱: exhibition@ chinaforg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forge郾 com郾 cn

佛山市

2018 第三十五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暨三十五届国际龙家具
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20
城市: 佛山

地点: 顺德前进汇展中心

主办: 佛山市前进汇展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 佛山市前进汇展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板式系列家具、 儿童 / 青少年系列家具、 实木系列家具等

电话: 86鄄757鄄23888888
邮箱: info@ qianjin郾 com
网址: www郾 qianjin郾 com / xyjjs郾 aspx

2018 中国 (顺德) 家电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6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 (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慧聪网

承办: 慧聪网

行业: 家电

内容: 厨卫家电、 生活小电、 健康家电、 白色家电等

电话: 86鄄757鄄22118000, 22116000
邮箱: fair@ hc360郾 com
网址: www郾 cheaf郾 hc360郾 com

2018 第三十一届中国 (佛山) 国际陶瓷及卫浴博览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佛山

地点: 中国陶瓷城

主办: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佛山市禅城

区人民政府

承办: 佛山中国陶瓷城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抛光砖、 仿古砖、 瓷片、 艺术砖等

电话: 86鄄757鄄82526666
邮箱: cerambath@ ecc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erambath郾 org

2018 中国 (佛山) 国际陶瓷与卫浴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 (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中国建筑卫生

陶瓷协会、 广东陶瓷协会

承办: 佛山中陶联盟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各类陶瓷产品、 设备等

电话: 86鄄757鄄82663772, 82663771
邮箱: cicpe@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cpe郾 cc

2018 第十二届华南不锈钢、 金属材料展览会暨定制金属家
居展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3
城市: 佛山

地点: 陈村花卉世界展览中心

主办: 广东省佛山市成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省佛山市成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管材、 板材、 装饰定制、 生产加工设备、 制定金属家居等

电话: 86鄄757鄄83284305, 83284335
邮箱: cfme11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fme郾 cn

2018 广东机床展 (潭洲)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 (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承办: 广东振宗展览有限公司、 佛山市运高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及专用设备、 测量设备及刀

具工具、 机床附件、 夹具及工具等辅助装置等

电话: 86鄄750鄄2641632, 28108289
网址: www郾 gm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广东) 国际 “互联网 + 冶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 (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佛山市委员会、 中国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事务局、 中德工业服务区、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

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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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智能家居生活、 互联网 + 前沿技术、 创新创业、 互联网 +
金融、 智慧城市、 电子商务、 智能制造等

电话: 86鄄20鄄86266696鄄8005
邮箱: dennise郾 ding@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netplus鄄expo郾 com

江门市

2018 第七届中国 (江门) 先进制造业博览会暨江门机床模
具、 塑胶及包装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江门

地点: 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亚联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亚联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设备、 钣金锻压及成型机床设备、 模具加工、
电加工设备、 模具配件、 数字化控制、 测量及检测系统等

电话: 86鄄760鄄85311808
邮箱: zs5311809@ 126郾 com
网址: jm郾 ampf郾 com郾 cn

汕头市

2018 中国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30
城市: 汕头

地点: 澄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广东省汕头

市人民政府

承办: 汕头市澄海展览中心、 汕头市启明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30000m2

内容: 玩具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7, 15910682897
邮箱: pengtingting@ ccoic郾 cn

深圳市

2018 第二届亚洲女子运动与时尚展

时间: 2018鄄01鄄12 ~ 2018鄄01鄄14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卡司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卡司通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宁菲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5000m2

内容: 户外用品、 乐跑地带、 时尚新品发布秀、 V + 塑形健身秀、
健康管理服务站等

电话: 86鄄755鄄82700190
邮箱: sdan@ kaston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kstsp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深圳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26 ~ 2018鄄02鄄1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体育馆

主办: 中国商业协会、 香港国际贸易促进会

承办: 深圳华艺时代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世界各国特色食品、 旅游食品、 休闲食品、 土特产品、 烘

培食品、 粮油食品、 速冻食品、 巧克力、 肉制品、 调味品、 乳制

品、 糖果、 饼干、 咖啡、 干果、 凉果、 饮料等

电话: 86鄄755鄄83240012
邮箱: szcfcf@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nianbohui郾 net

2018 第九届深圳迎春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3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励为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励为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世界各国特色食品、 旅游食品、 休闲食品、 土特产品、 烘

培食品、 粮油食品、 速冻食品、 巧克力、 肉制品、 调味品、 乳制

品、 糖果、 饼干、 咖啡、 干果、 凉果、 饮料等

电话: 86鄄755鄄29180600
网址: www郾 livi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深圳 (春季) 国际汽车改装服务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2鄄28 ~ 2018鄄03鄄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九州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20000m2

内容: 汽车照明系统、 车载电脑汽车主机配件系统、 故障清除与

报警等车身控制系统、 动力转向及电子控制悬架等行驶控制系统、
汽车音响系统、 汽车美容类等

电话: 86鄄20鄄38219936
网址: www郾 aaitf郾 org

2018 (春) 深圳国际家纺布艺暨家居装饰展览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 广东省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博奥展览有限公司、 英国塔苏斯集团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窗帘、 床上用品、 毛巾、 桌布、 酒店用纺织品、 装饰布、
床上用品布、 家俱用布、 窗帘床品沙发的配件、 辅料等

电话: 86鄄757鄄82363291, 82363292
邮箱: rho@ szjfz郾 net
网址: www郾 szjfz郾 net

2018 深圳时尚家居设计周暨三十三届深圳国际家具展

时间: 2018鄄03鄄19 ~ 2018鄄03鄄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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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承办: 深圳市德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6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中式古典、 欧式古典、 美式古典、 板式卧房、 板式客厅、
软体 / 沙发软体 / 床垫、 金属 / 玻璃家具、 儿童家具、 户外休闲家

具等

电话: 400鄄884鄄0013
网址: www郾 sifechina郾 cn

2018 深圳国际机器人及工厂智能化展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环喜信息咨询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协广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钣金机床、 精密机械零件及金属材料、 自

动化主题活动及智能体验、 工业自动化及测量技术、 机器人及集

成应用、 刀具、 工具机及零部件加工等

电话: 86鄄755鄄83458909, 82536831
邮箱: info@ simmtime郾 com
网址: www郾 simmtime郾 com / exh鄄rse郾 htm

2018 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环喜信息咨询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协广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钣金机床、 精密机械零件及金属材料、 自

动化主题活动及智能体验、 工业自动化及测量技术、 机器人及集

成应用、 刀具、 工具机及零部件加工等

电话: 86鄄755鄄83458909, 82536831
邮箱: info@ simmtime郾 com
网址: www郾 simmtime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信息安全及金融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联促进会、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安全应

用协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物理安全产品、 互联网安全、 金融保安系统、 ATM / CRS 防

护舱、 银行清算及结算系统、 信息系统及 IT 产品、 金融机具及耗

材、 卡技术及设备、 自助设备及终端等

电话: 86鄄21鄄64149979

邮箱: 179053954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ifste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00000m2

内容: 智能制造、 智慧家庭、 智能终端、 高端芯片与物联网、 云

计算与大数据等

电话: 86鄄10鄄51662329
邮箱: maggie@ cea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texpo郾 org

2018 深圳国际新型防伪技术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防伪、 证卡票据、 钞票和高安全证件、 安全纸、 设计和制

版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4149979
邮箱: yichuanexpo@ yeah郾 net
网址: www郾 szaace郾 com

2018 第九十一届中国 (深圳) 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承办: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级电子元器件、 光电器件、 高性能集成电路、 电源模

块、 电池、 嵌入式系统、 新型传感器技术、 电子材料、 电子基础

装备、 电子工具、 电子测量仪器及工控自动测试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51662329鄄99
邮箱: liuhong@ ceac郾 com郾 cn
网址: shenzhen郾 icef郾 com郾 cn

2018 第六届深圳国际精密测量测控与仪器仪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制造系统与解决方案、 工业机器

人与自动化控制系统、 先进工业自动化仪表、 现场总线与工业互

联网通信与安全系统、 高端精密机械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43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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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223603620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qyb鄄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电磁兼容与微波天线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微波电磁兼容分会、 全国电磁屏蔽材料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磁测量仪表与设备、 干扰模拟器、 电磁脉冲模拟试验装

置、 漏能测试仪、 衰减器 I 调制器 I 限幅器、 EMI 屏蔽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34908699
邮箱: yichuanexpo@ yeah郾 net
网址: www郾 34908699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屏蔽材料与防辐射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导电屏蔽材料、 屏蔽设备、 屏蔽器材、 电磁屏、 新型屏蔽、
普通防辐射等

电话: 86鄄21鄄64149979
邮箱: yichuanexpo@ yeah郾 net
网址: www郾 ffs鄄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3D 技术、 音频技术 / 视听技术、 控制台、 多媒体、 系统集

成等

电话: 86鄄21鄄34908699
邮箱: yichuanexpo@ yeah郾 net
网址: www郾 china鄄msz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真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新加坡环球联系展览集团 (HQ Link)
承办: 弋船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5000m2

内容: 真空获得设备、 真空应用设备、 真空测量仪器、 真空检漏

仪器、 真空应用单元及真空工程配套设备、 真空阀门及真空零部

件、 真空备品、 备件、 真空材料、 真空泵油等

电话: 86鄄21鄄54388105

邮箱: 223603620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kdz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电子烟成品、 雾化器、 电池、 电子烟配件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335, 88312786, 88312792
邮箱: iecie@ elexcon郾 com
网址: www郾 iecie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纺织协会、 盛世九州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内衣行业协会、 深圳市盛世九州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73000m2

内容: 文胸、 功能内衣、 保健内衣、 保暖内衣、 家居、 睡衣、 运

动型内衣等

电话: 86鄄755鄄88606786
邮箱: info@ siuf郾 com
网址: www郾 siuf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深圳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 (广州)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黄金、 铂金、 白银首饰、 珍珠、 钻石、 宝石首饰等

电话: 86鄄20鄄86660158
邮箱: info鄄china@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exhibitions郾 jewellerynetasia郾 com / szj / FairInfo / Introduction /
tabid / 5590 / languagezh鄄CN / Default郾 aspx

2018第二十六届中国 (深圳) 国际礼品、 工艺品、 钟表及
家庭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11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工艺品、 陶瓷、 玻璃、 塑料、 智能电子、 原创设计等

电话: 86鄄755鄄33989301
邮箱: jianwei郾 hao@ reedhuabo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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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expozg郾 com

2018 第四届深圳国际宠物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香港国际贸易促进会、 深圳华艺时代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艺时代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械、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755鄄61574978
网址: www郾 szpetfair郾 com

2018 中国深圳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品牌展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伯林展览有限公司、 柏林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承办: 广州市伯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面积: 159000m2

内容: 电视、 家庭娱乐、 智能家居 / 家居网络、 通信、 电脑硬件及

软件、 可穿戴设备 / 智能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87558001
邮箱: cechina鄄ifa@ fairs郾 china郾 ahk郾 de
网址: www郾 cechina鄄ifa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7500m2

内容: 葡萄酒、 烈酒、 精酿啤酒、 各式酒具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362
邮箱: oliver郾 zou@ cetimes郾 com
网址: www郾 toewine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各省有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民志食品安全促进中心

承办: 深圳市鑫思宇会展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营养强化食品、 养生滋补品、 天然生态、 有机食品、 中国

地理标志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2294262
邮箱: 13128222234@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bexpo郾 net / a / chanpinzhanshi / chanpinfenleiwu / 2017 / 1125 /
231郾 html摇

2018 中国 (深圳) 激光智能制造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 深圳市激光智

能制造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星之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仪器仪表学会、
深圳仪器仪表自动化行业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内容: 激光集成加工设备、 工业 4郾 0 / 自动化装备、 自动化生产设

备 / 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 功能性工业软件、 嵌入式系统、 通信系

统、 工业计算机、 机器视觉系统、 传感器及执行器等

电话: 13622661375
邮箱: chenjinsheng@ laser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laserfair郾 cn

2018 第十六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 磁性材料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香港智展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各类电机、 马达、 各类电机专用制造及检测设备, 绕线机、
充磁机、 点焊机、 冲压机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3588, 29193589, 29193590
邮箱: ex3600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motor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磁兼容暨微波展览会 (深圳)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1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优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优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磁兼容测试仪器、 各类滤波器、 EMI 屏蔽材料、 导电涂

料、 电磁屏蔽室、 电子安规分析仪 电源供应器、 电磁兼容实验室、
质量标准认证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32516618
邮箱: expo@ vt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emc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深圳 -香港 -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
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2 ~ 2018鄄06鄄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中国海洋航空集团公司、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 深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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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会

承办: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sga2018

2018 第十届深圳国际品牌特许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贸促委、 中国特许经营协会

承办: 上海博龙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5000m2

内容: 餐饮服务行业、 商业服务机构、 服装服饰行业、 珠宝饰品

类、 美容医疗保健行业、 各类商厦街铺运营商、 中介服务机构、
其他相关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34555167
网址: www郾 sztxjmz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深圳国际充电站 (桩) 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6 ~ 2018鄄06鄄1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充电设施在线网、 广东省充电设施协会、 广东省新能源汽

车产业协会、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智能充电解决方案、 配套设施解决方案、 充电设施建设运

营解决方案、 车载电源、 车载充电机、 电机、 电容器、 储能电池

及电池管理系统、 连接器、 线缆、 线束等

电话: 86鄄20鄄89898329
邮箱: evs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vse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九届中国 (深圳) 国际钟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钟表协会、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晶品会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面积: 4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表类、 钟类、 机心、 数码信息历、 配件、 钟表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2907447
邮箱: shadow@ fitime郾 cn
网址: www郾 szwatchfair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国际触控显示暨应用 (深圳)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广东省触控及应用产业协会、 台湾电

子设备协会、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3D 曲面玻璃分会

承办: 深圳市中新材会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瑞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8000m2

内容: 3D 曲面玻璃製造技术、 生产设备、 材料、 陶瓷外壳加工设

备、 LCD / OLED (模组) / 触控面板、 触控显示材料、 触控显示设

备、 手机自动化应用等

电话: 86鄄755鄄82969411, 33375788
网址: www郾 touchchinaexpo郾 com / index郾 html

2018 第四届国际摄像头, 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技术暨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CCIA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中新材会展

承办: 深圳市中瑞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新材会展有限

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8000m2

内容: 光学镜头、 方案及产品、 组件及材料、 制造加工设备、 检

测仪器、 关联技术和产品、 指纹识别、 生物识别最新产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33375866, 33375788, 33375867
网址: www郾 smartcamera鄄expo郾 com

2018第二届 3D曲面玻璃制造 (外壳曲面成型) 技术暨应
用展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广东省触控及应用产业协会、 台湾电

子设备协会、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3D 曲面玻璃分会

承办: 深圳市中新材会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瑞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8000m2

内容: 3D 曲面玻璃製造技术、 生产设备、 材料、 陶瓷外壳加工设

备、 LCD / OLED (模组) / 触控面板、 触控显示材料、 触控显示设

备、 手机自动化应用等

电话: 86鄄755鄄82969411, 33375788
网址: www郾 3dglass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自动化

学会

承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20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 机器人与机器视觉、 电气系统、 工业自动化

信息技术及软件等

电话: 86鄄20鄄862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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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linda郾 han@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a鄄shenzhen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深圳)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7鄄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6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3

2018 深圳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7500m2

内容: 各类纤维、 纱线、 化纤、 针织、 丝绸、 棉、 麻、 毛、 牛仔、
功能运动、 蕾丝绣花、 内衣泳装面料, 贴牌加工、 小型缝纫设备、
纺织染料助剂、 花样设计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57
邮箱: www郾 intertextil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intertextil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深圳) 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

承办: 环宇时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男装、 女装、 孕婴童装、 内衣、 休闲装、 服饰、 制衣设备、
面辅料、 其他等

电话: 86鄄755鄄83472856
传真: 86鄄755鄄83472856
邮箱: info@ fashionsz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fashionszshow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暨第七届中国电子装
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
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国际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 SMT 设备、 特种装备、 智能装

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3663195
邮箱: exhibition@ cieeie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eie郾 com

2018 第十届深圳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夏季展)

时间: 2018鄄07鄄31 ~ 2018鄄08鄄0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2500m2

内容: RFID 产品线、 智能卡产品线、 核心控制芯片及嵌入式芯

片、 通信技术与产品、 网络架构和数据处理等

电话: 86鄄755鄄86227155, 86227055
邮箱: cjh@ ulinkmedia郾 cn
网址: www郾 iotexpo郾 com郾 cn

2018 深圳国际智能建筑电气 &智能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31 ~ 2018鄄08鄄0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m2

内容: 智能家居、 智能门锁、 智能晾衣架、 家庭影院、 智能建筑

电气、 智慧社区、 服务机器人、 智能硬件等

电话: 86鄄755鄄26414670
邮箱: market@ ulinkmedia郾 cn
网址: www郾 iotexpo郾 cn

2018 第四届中国·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7 ~ 2018鄄08鄄1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

承办: 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深圳市绿然展业投

资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品牌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成果、 富硒农业及有机

农业、 农产品配送及物流项目、 农业观光及特色小镇装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25476097, 82373971
网址: www郾 szigie郾 com

2018 第六届深圳国际 IP授权及衍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前域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前域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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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0000m2

内容: 影视、 动漫、 游戏、 文学品牌及 3C 数码、 玩具、 文具、 服

饰、 食品、 图书等

电话: 86鄄755鄄83350303
邮箱: www0086L@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0086L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

时间: 2018鄄08鄄28 ~ 2018鄄08鄄3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北京励德展

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承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45000m2

内容: SMT 技术和设备、 焊接设备及材料、 测试与测量、 电子制

造自动化设备、 电子制造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00
邮箱: julia郾 gu@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nepconsouthchina郾 com

2018 第五届深圳国际电路板采购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8 ~ 2018鄄08鄄3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路板制造、 电路板生产设备及物料、 环保设备及材料、
智能终端制造商、 软件服务提供商、 电路板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
电路板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10?
邮箱: roly郾 ro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s鄄show郾 com

2018 中国汽车电子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8 ~ 2018鄄08鄄3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承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车身电子、 自动驾驶、 智能网联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测试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10?
邮箱: julia郾 gu@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utomotiveworld郾 cn

2018 绿色建材与装配式建筑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绿色建材与建筑节能、 装配式建筑构件、 新能源与建筑一

体化、 集成房屋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邮箱: eserexpo@ eser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 kong /

2018 第九届中国 (深圳) 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节能设备与技术、 空调节能与新风系统、 绿色建材与装配

式建筑、 化工节能减排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邮箱: eserexpo@ eser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2018 电力电工节能技术与装备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输配电设备、 电网自动化设备、 电工设备、 电力环保技术

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邮箱: eserexpo@ eser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 kongqi /

2018 化工技能减排设备与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化工污水处理、 化工工艺节能、 化工节电技术、 化工热力

系统节能技术、 化工能源管理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邮箱: eserexpo@ eser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 wushui /

2018 节能设备与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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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绿色建筑节能、 公共机构节能、 工业节能、 综合节能服

务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13502881253
邮箱: 343292743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 jieneng /

2018 空调节能与新风系统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空调设备与技术、 智能控制类产品与技术、 空调节能技术、
新风系统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65556
邮箱: eserexpo@ eser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serexpo郾 com / kongtiao /

2018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1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 红外技术及应用、 精密光学、 镜头

及摄像模组等

电话: 86鄄755鄄86290901
传真: 86鄄755鄄88242599
邮箱: cioe@ cioe郾 cn
网址: www郾 cioe郾 cn

2018 深圳国际连接器、 线缆线束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2 ~ 2018鄄09鄄14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香港贸发展览集团、 深圳自动化学会、 台湾电子连接产业

协会、 亚洲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承办: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连接器、 接插件、 线缆、 线束及配线器材、 线束加工设

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7048317
邮箱: ich@ oemao郾 com
网址: www郾 ich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深圳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汽车嘉年华新能源及智
能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工业总会

承办: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致远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sz2018

2018 华南国际电子制造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0 ~ 2018鄄10鄄1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慕尼黑展览集团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机器人、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运动控制技术 、 工厂自

动化技术、 工业传感器、 工业物联网、 机器视觉、 软件及信息技

术、 工业计算机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68595495
传真: 86鄄10鄄68595495
邮箱: huyanfei@ ccpitmsc郾 org
网址: www郾 ema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深圳国际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深圳市跨境电商供应链服

务协会

承办: 深圳市合众源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7500m2

内容: 跨境电商、 电商服务商、 智慧物流、 互联网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61099461
邮箱: gzscm001@ scm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fair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深圳) 国际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深圳市合众源会展有限公司、 深

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5000m2

内容: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港航、 航空、 快递、 物流设备与技术、
产业园区建设与运营、 商用车及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与电子商

务等

电话: 86鄄755鄄83581352, 83581276
邮箱: scm007@ scm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scmfair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秋
季)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9 ~ 2018鄄11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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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材料、 设计及研发、 零部件、 组件及模块、 软件及数据处

理、 制造设备及 OEM 技术、 包装及打印、 洁净及消毒、 各类相关

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21
邮箱: lei郾 zhong@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icmd郾 com郾 cn

2018 第八十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秋季)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9 ~ 2018鄄11鄄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用影像、 体外诊断、 电子、 光学、 急救、 康复护理、 移

动医疗、 医疗服务、 医院建设、 医疗信息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21
邮箱: lei郾 zhong@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cmef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深圳会展中心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信息技术与产品、 节能环保、 新材料、 光电显示、 创新与

科技、 军民融合、 科学技术等

电话: 86鄄755鄄82849990
邮箱: chtf@ chtf郾 com
网址: www郾 chtf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幼儿教育用品暨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4 ~ 2018鄄11鄄2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幼教行业协会、 深圳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幼教用品、 益智玩具、 儿童图书、 幼儿园配套设施、 幼儿

园装修设计、 幼儿园教育信息化、 早教加盟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79173
邮箱: 1589751038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eeexpo郾 com

第五届中国 (深圳) 国际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30 ~ 2018鄄12鄄0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毅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毅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组团社、 房车、 租赁、 景区景点、 游轮等

电话: 86鄄755鄄82777082
邮箱: szite75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zit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七届中国 (深圳)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2鄄13 ~ 2018鄄12鄄1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82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4

2018 深圳国际电子展

时间: 2018鄄12鄄20 ~ 2018鄄12鄄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45000m2

内容: 综合元器件、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分销商与电商、 电子材料、
电子制造与组装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791
邮箱: ronnie郾 liu@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elexcon郾 com

2018 第七届深圳国际嵌入式系统展

时间: 2018鄄12鄄20 ~ 2018鄄12鄄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综合元器件、 电力电子元器件、 分销商与电商、 电子材料、
电子制造与组装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791
邮箱: ronnie郾 liu@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embedded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

时间: 2018鄄12鄄20 ~ 2018鄄12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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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先进制造技术、 智能工厂技术、 工业信息技术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791
邮箱: ronnie郾 liu@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mechatronicschina郾 com / overview郾 html

2018 深圳国际电动车及技术展

时间: 2018鄄12鄄20 ~ 2018鄄12鄄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电源技术、 电机与辅助控制系统、 ADAS 及无人

驾驶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791
邮箱: ronnie郾 liu@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evac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光学薄膜、 保护膜、 功能性薄膜、 胶粘带、 各种薄膜、 新

能源薄膜、 原料及化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259
邮箱: arron郾 ye@ reedkuozhan郾 com
网址: sz郾 film鄄expo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电子设备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触摸屏模组 / 显示器、 3D 玻璃、 摄像模组、 生物识别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258
邮箱: sunny郾 zhang@ reedkuozhan郾 com
网址: sz郾 quanchu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时间: 2018鄄5 月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深圳出版发行集

团公司、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0m2

内容: 综合文化产业、 影视动漫、 文化创客、 艺术品、 新闻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美术等

电话: 86鄄755鄄83522365
邮箱: wbhzs@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nicif郾 com

2018 深圳国际生物 /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深圳

主办: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深圳国际商会、 深圳世界贸易中心会、 深

圳市坪山区政府、 深圳千策展览公司、 医通容晟医疗健康投资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生物医药、 生物农业、 生物能源、 生物环保、 生物制造以

及衍生的合同服务、 法律服务等

电话: 86鄄755鄄33358484, 33358155
邮箱: savannah_ chen@ hotmail郾 com
网址: szbtexpo郾 cn

中山市

2018 第二十一届古镇灯博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1
城市: 中山

地点: 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山市商务局、 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 中山古镇灯都博

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500000m2

内容: 装饰灯具、 家居照明、 商业照明、 LED 照明与技术、 电工

电气、 户外照明等

电话: 86鄄760鄄22353188
邮箱: chloe郾 qu@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jiagle郾 com

2018 中国小家电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中山

地点: 中山市黄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慧聪网

承办: 慧聪网

行业: 家电

内容: 厨卫家电、 生活小电、 健康家电、 白色家电等

电话: 86鄄757鄄22118000, 22116000
邮箱: fair@ hc360郾 com
网址: www郾 cheaf郾 hc360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中山) 光电装备博览博览会、 第四届中
国 (中山) 高端激光应用技术展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 (中
山)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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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中山

地点: 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

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张家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工业开发总公司、 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镭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

公司、 中山市张家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业开发总公司、 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 新能源装备、 汽车

零配件、 工业自动化、 工业机器人、 机械手、 3D 打印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36657000
网址: www郾 zseme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中山) 机床模具及塑胶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中山

地点: 中山博览中心

主办: 广东亚联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中山市讯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6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设备、 钣金锻压及成型机床设备、 模具加工、
电加工设备、 模具配件、 数字化控制、 测量及检测系统等

电话: 86鄄760鄄85311808
邮箱: zs5311809@ 126郾 com
网址: zs郾 ampf郾 com郾 cn

珠海市

2018 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
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3
城市: 珠海

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珠海市人民政府、 中美绿色基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城市科学

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依盖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m2

内容: 围护结构保温、 隔热、 遮阳系统、 围护结构保温、 隔热、
遮阳系统、 室内环境与健康 & 新风空净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8585381
邮箱: moc@ mail郾 cin郾 gov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gb郾 net / gbmeeting / igc14 / index郾 shtml#dhjj

2018 第五届珠海先进制造业机械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08
城市: 珠海

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亚联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亚联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讯联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机械零部件、 模具及配件、 重型设备等

电话: 86鄄760鄄85311808
邮箱: zs5311809@ 126郾 com
网址: zh郾 ampf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珠海) 国际打印耗材及中国 (珠海) 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5 ~ 2018鄄10鄄20
城市: 珠海

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珠海市分会、 珠海再生时代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珠海再生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打印机设备及耗材、 智能办公解决方案、 办公设备及周边

产品、 电商解决方案等

电话: 86鄄756鄄3919265, 7563919264

2018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11
城市: 珠海

地点: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中心

主办: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承办: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 无人机、 运载火箭、 发动机制造 / 维
修 / 零部件、 机载通讯 / 航电 / 导航系统、 机身结构件等

电话: 86鄄756鄄3376868, 3369289
邮箱: zhuhai@ airsh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irshow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日化产品原料及设备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0 ~ 2018鄄11鄄22
城市: 珠海

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展览中心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个人、 家居织物清洁护理用品、 化妆品及口腔用品原料、
表面活性剂及助剂、 香精香料、 防腐剂、 调理剂、 杀菌剂、 除臭

剂、 漂白剂、 增白剂等

电话: 86鄄10鄄65262961
传真: 86鄄10鄄65121880
邮箱: wanghao@ ccia鄄cleaning郾 org

2018 中国鄄拉美国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珠海

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珠海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商务厅、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广东省委员会、 珠海华发集团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先进装备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 高端服务业、 特色海洋

经济和生态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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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7
邮箱: pengtingting@ ccoic郾 cn
网址: www郾 clacexpo郾 com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2018 第六届南宁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27 ~ 2018鄄02鄄12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励为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励为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食品、 装饰品、 日用百货等

电话: 86鄄755鄄29180600
网址: www郾 liviexpo郾 com

2018 月邪动漫冬季盛典

时间: 2018鄄02鄄21 ~ 2018鄄02鄄22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南宁良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南宁良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动漫产品、 表演等

电话: 86鄄771鄄2022450
邮箱: yuexie2010@ sina郾 com
网址: yx鄄acg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广西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暨智慧城市产品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广西南宁力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西南宁力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智慧安防产品、 反恐应急装备、 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交通

智能停车产品等

电话: 86鄄771鄄5625479
邮箱: linjiezhanla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xylxx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广西 LED及灯饰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LED 照明、 灯饰照明、 照明灯具配件、 道路灯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2865402, 5552401, 5552402
邮箱: nanningnanch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广西广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5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设备、 标识系统、 LED、 灯箱制品、 广告制品与广

告礼品、 照明设备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2018 广西木工机械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木工机械设备、 特种木工设备、 木工机械配套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 newsview鄄599郾 aspx

2018 第五届广西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轿车、 客车、 汽车配件等

电话: 4008888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广西餐饮好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水产畜牧业协会、 广西锦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连锁餐饮、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2, 13481154445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 newsview鄄605郾 aspx

2018 第二十九届北部湾广西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广西南宁力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西南宁力帮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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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6000m2

内容: 诊断治疗设备、 口腔设备、 康复设备、 辅助设备、 各类医

用耗材等

电话: 86鄄771鄄5625479
邮箱: linjiezhanla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xylxx郾 com

2018 广西 UV喷印及印花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UV 喷印设备、 印花设备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 newsview鄄596郾 aspx

2018 广西数码印刷及图文办公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印刷、 图文设备、 办公设备、 图文印后设备、 相关耗

材与配件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 newsview鄄595郾 aspx

2018 广西国际糖业技术设备交流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糖业协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甘蔗种植技术设备、 糖业生产设备、 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电话: 86鄄771鄄2865401, 13481154445
邮箱: nanningnanch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anchunhz郾 com / newsview鄄603郾 aspx

2018 中国—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

时间: 2018鄄04鄄29 ~ 2018鄄05鄄01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 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

壮族自治区文化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

闻出版广电局

承办: 广西南博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漫友传媒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动漫授权、 动漫出版、 产业基地、 创新创业合作、 动漫衍

生品等

电话: 86鄄771鄄5813117
网址: www郾 caexpo郾 org

2018 广西 (南宁) 房地产装饰建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3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日报传媒集团

承办: 广西南宁共好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家装设计、 陶瓷卫浴、 木业地板、 厨房设备、 五金涂料、
壁柜灯饰、 家具家电等

电话: 86鄄771鄄6726377, 15278075777
邮箱: 31695261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xghsd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广西鄄东盟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东盟经贸促进会、 南宁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承办: 广西南宁共好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汽车整车、 摩托车及配件用品、 汽车金融、 汽车租赁及配

套服务、 汽车配件及相关用品等

电话: 86鄄771鄄6726377
邮箱: 31695261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xghsd郾 com

2018 中西部 (广西) 汽车、 摩托车及配件用品展览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汽车行业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广西二手车

行业协会、 中国东盟企业贸易协会

承办: 广西凯普盛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凯姆斯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整车、 摩托车及配件用品、 汽车金融、 汽车租赁及配

套服务、 汽车配件及相关用品等

电话: 86鄄771鄄4976330, 5649131, 4891345
邮箱: 290582835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gkmsbl郾 com郾 cn

2018 第七届广西国际汽车文化节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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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六届广西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30 ~ 2018鄄10鄄02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八届中国 (南宁)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1鄄09 ~ 2018鄄11鄄12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10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鄄东盟 (南宁) 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2鄄06 ~ 2018鄄12鄄10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中国 (南宁) 国际高端美容院线产品及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2鄄06 ~ 2018鄄12鄄08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0000m2

内容: 日化线、 专业线、 美发产品、 医学整形美容、 减肥养生保

健、 女性时尚用品、 口腔美容、 沐浴洗浴、 美业微电商、 专业媒

体、 教育培训机构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96郾 html

贵州省

贵阳市

2018 第五届中国 (贵阳) 新春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18鄄02鄄0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四川省供货商商会、 四川省市场营销协会

承办: 四川省博览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国际商品、 台湾商品、 名酒名茶、 特色农产品、 肉制品海

产等

电话: 86鄄28鄄87616272, 13308197384
邮箱: 2881362758@ qq郾 com
网址: xcnhj郾 asiaexpogroup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贵阳) 国际医疗器械、 设备与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省医学会、 贵州省临检检验中心、 贵州省医疗器械行

业协会

承办: 贵阳奥特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影像设备、 手术室设备、 诊断治疗设备、 心脑电监护设备、
口腔科设备、 生化及实验室设备、 智慧医疗及人工智能等

电话: 86鄄851鄄6838418, 6838295, 6838290
邮箱: aote@ vip郾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atylz郾 com

2018 第六届华展贵州 LED商用照明暨 LED工程展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照明灯具、 led 技术应用、 各类光源、 户外照明等

电话: 18798638337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2018 华展第六届贵州雕刻设备暨标识标牌灯箱展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雕刻、 标识标牌、 灯箱等

电话: 18728374446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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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2018 第六届华展贵州广告喷印设备暨材料展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广告设备器材、 LED 照明等

电话: 86鄄28鄄87576538
邮箱: 3166855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2018 第六届华展贵州图文印刷暨办公展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数码印刷、 图文办公设备、 图文印后加工设备、 相关配件

及耗材等

电话: 18798638337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2018 中国贵州能源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省能源局

承办: 贵州博瑞德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8000m2

内容: 煤矿安全标志装备产品、 煤矿智能装备、 煤矿 (煤层气)
瓦斯抽采发电设备、 电力装备与智能电网、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

施、 节能环保技术装备等

电话: 86鄄851鄄86850688, 86874888, 86816566, 86825366,
86827342
邮箱: 2873397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0851zh郾 com

2018 第八届贵阳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汽车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3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80000m2

内容: 各类汽车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6 ~ 2018鄄05鄄29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贵州

省人民政府

承办: 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安新区管委会、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8000m2

内容: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软件及服务、 智能制造与信息基础设

施、 电子商务、 互联网创新应用等

电话: 400鄄819鄄3355
网址: www郾 bigdata鄄expo郾 org

2018 第四届贵阳渔具展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4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m2

内容: 钓具、 钓鱼服装、 转环、 铅坠、 鱼铃、 取钓器、 小工具、
饵笼、 别针、 钩线连接器、 渔具包、 渔具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51078072
邮箱: yujuzhan@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ujuzhan郾 com

2018 中国贵州安全生产技术装备暨社会公共安全、 消防安
全、 道路交通安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 贵州

省能源局、 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 贵州煤监局安全技术中心、 贵州博瑞德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消防安全设备、 消防产品和装备、 煤矿用安全标志产品设

备等

电话: 86鄄851鄄86850688
网址: www郾 gzzlh郾 cn

2018 中国 (贵州) 国际酒类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9 ~ 2018鄄09鄄1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国家商务部、 贵州省人民政府

承办: 贵州省商务厅、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 贵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

行业: 食品饮料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各类白酒、 红酒等

电话: 400鄄966鄄9009
传真: 86鄄851鄄82203393
邮箱: 516837984@ qq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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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9expo郾 org

2018 第八届贵阳汽车文化节

时间: 2018鄄10鄄25 ~ 2018鄄10鄄28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遵义市

2018 第三届遵义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09
城市: 遵义

地点: 遵义 (新蒲)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海南省
海口市

2018 第十五届海南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5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海口市人民政府

承办: 海南共好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用车、 电动车及各种新能源汽车、 各种汽车总

成、 零部件、 维修、 检测仪器及汽保设备等

电话: 86鄄898鄄68580632, 68580637
邮箱: gonghao3@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hainan郾 net

2018 海南国际佛事用品暨香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6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智展国际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佛教书画艺术、 佛事用品、 香品、 禅意空间、 禅茶、 原料

设备、 素食等

电话: 86鄄20鄄29193588, 29193589
邮箱: ex3067@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foshizhan郾 com郾 cn

2018 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3 ~ 2018鄄11鄄25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南省商务厅、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3200m2

内容: 咖啡产品及设备、 其它饮品及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686983
传真: 86鄄10鄄82686060
邮箱: lushuang@ cmec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icoffe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2鄄12 ~ 2018鄄12鄄15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农业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省农业厅、 海口市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产品、 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3, 15120088688
邮箱: gaojian@ ccpit郾 org

2018 第三届海口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零部件、 充换电设备与技术、 配套设备及关联产

品等

电话: 86鄄898鄄68511552
网址: www郾 hk鄄eve郾 com

2018 中国 (海南) 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厅、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m2

内容: 海洋渔业与装备、 “一带一路冶 经济展示、 海洋旅游产业、
海洋产业发展及科研成果等

电话: 86鄄898鄄65256032
网址: www郾 hnocean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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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2018 第二届全国行书作品展

时间: 2018鄄02鄄05 ~ 2018鄄02鄄09
城市: 三亚

地点: 三亚亚太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书法家协会、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南省文

体厅

承办: 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 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 海南省书

法家协会、 海南祥云雨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书法作品等

电话: 86鄄898鄄68950493, 13006099669
邮箱: zgsxzhanlanbu@ 126郾 com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018 中国 (石家庄) 眼视光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09 ~ 2018鄄01鄄10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艾朗酒店

承办: 河南大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眼科显微镜手术器械及设备、 眼科激光扫描检查系统等

电话: 86鄄371鄄55928655
邮箱: 313175516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ndhhz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河北广告四新及 LED 标识博览会暨河北图
文印刷及办公耗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石家庄碧云天标识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设备及技术、 广告媒体及耗材、 展览展示系统等

电话: 86鄄311鄄87898788
邮箱: dingya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ingyazhanlan郾 com / shownews郾 asp? id = 110

2018 第十五届河北 (春季) 医疗器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解放广场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临床医学工程学会、 石家庄市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镇杰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1000m2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辅助器材、 生化及实验

室设备、 医院建设及信息化管理系统、 康复护理用品和老年用品

及辅具、 各种家用医疗产品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22、 15097349828
邮箱: hebeiylz@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hebeiyiliaozhan郾 net

2018 河北省第二十九届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2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河北汇春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植保技术推广协会、 河北省植物保护学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药、 肥料、 农用机械 / 园林及花卉专用机械 / 设备、 农用

塑料等

电话: 15532480906
邮箱: heszbxh@ 163郾 com
网址: hbszbz郾 hebny郾 cn

第十五届 (2018) 中国国际太阳能热利用产品品牌博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清洁能源采暖、 供热制冷产品采购节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解放广场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太阳

能热利用专业委员会、 中国节能协会太阳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太

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平板太阳能热利用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中国太阳能产业资讯》、 《中国太阳能工程》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太阳能采暖应用、 工农业生产应用、 太阳能城市工程应用、
阳能新农村建设应用等

电话: 86鄄10鄄88681847
邮箱: 16869381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stif郾 com / index郾 php / detail / hyhz / 28942

2018 第十五届河北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河北汇春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 河北省模具行业协会、 河北省自动

化学会、 河北省焊接技术协会

承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m2

内容: 机床及工模具、 激光、 钣金加工、 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311鄄87895777
邮箱: dingya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ingyazhanlan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河北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公安厅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 河北省各地市公

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 河北省各地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

协会、 石家庄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石家庄市保安协会、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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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镇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

长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长荣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平安城市、 解决方案与安防服务、 安防运营服务提供商、
视频监控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智能楼宇、 公

共广播及会议系统、 警用装备、 综合布线系统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7330
网址: www郾 zhenjieaf郾 com

2018 雄安智慧城市建设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人民会堂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协会、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 北京博瑞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智慧城市、 物联网及城市公共信息平台、 智慧交通等

电话: 86鄄311鄄85837088
邮箱: 7388850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asce郾 cn

2018 北方 (石家庄) 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河北汇春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石家庄勇超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石家庄勇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m2

内容: 现代农业、 特色农业、 智慧农业、 农药及肥料、 农业机

械等

电话: 86鄄311鄄89849025, 15930137333
网址: www郾 yongchaohz郾 com

2018 鼎亚第二十五届河北国际美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护肤品、 减肥产品、 养生产品、 日用化妆品、 洗涤及

个人护理用品、 整形设备等

电话: 86鄄311鄄87898788
邮箱: dingya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ingyazhanlan郾 com / shownews郾 asp? id = 129

2018 第十六届河北供热供暖、 空凋制冷、 新风净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节能协会、 河北省城镇供热协会、 河北省燃气协

会等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清洁能源采暖设备、 中央空调、 制冷设备、 空调末端产品、
泵、 阀、 管材管件及水处理设备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hbnuantong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石家庄) 国际缝制设备暨纺织工业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2 ~ 2018鄄04鄄2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博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博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缝制机械设备、 电脑刺绣机、 服装生产控制与输送设备、
洗涤设备、 配送物流等

电话: 18911266671
邮箱: 267732445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zg郾 icoc郾 in

2018 中国 (石家庄) 国际精品粮油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2 ~ 2018鄄04鄄2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博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博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粮油、 主食产业化、 粮油机械、 粮食仓储及物流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339, 18937116871
邮箱: 723606877@ qq郾 com
网址: lbh鄄hope郾 bce204郾 greensp郾 cn

2018 第二届河北装配式、 钢结构、 集成房屋建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钢结构、 装配式建筑样板房、 外围护部品体系、 建筑节能

保温系统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 news郾 asp? typeid = 79&id = 824

2018 第十四届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绿色建筑及建设科技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节能协会、 河北省城镇供热协会、 河北省燃气协会、
河北省热泵与地暖行业协会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长荣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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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装配式建筑样板房、 钢结构、 预制混凝土结构、 木结构、
集成房屋、 外围护部品体系、 建筑节能保温系统、 节能门窗、 幕

墙遮阳系统、 建筑工业化过程、 施工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河北节能门窗幕墙玻璃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建筑门窗、 幕墙材料、 加工设备、 型材及隔热材料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 news郾 asp? typeid = 79&id = 834

2018 河北 (石家庄) 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地坪材料、 水泥基骨料耐磨地坪、 地坪机械、 清洁设备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 news郾 asp? typeid = 79&id = 832

2018 河北 (石家庄) 国际智能建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建筑设备管理与节能、 公共安全、 智慧城市、 通信与网

络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 news郾 asp? typeid = 79&id = 830

2018 河北 (石家庄) 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海绵城市设计规划、 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 城市内涝解决

方案、 雨水渗透排放一体化系统、 土地蓄水管理工程、 种植屋面

系统等

电话: 86鄄311鄄83835001
网址: www郾 gbctzhenjie郾 com / news郾 asp? typeid = 79&id = 831

2018 京津冀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9鄄13 ~ 2018鄄09鄄15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

承办: 北京美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m2

内容: 国内外大型太阳能、 光伏发电企业、 太阳能热发电、 光伏

生产设备、 光伏电池等

电话: 86鄄10鄄83816761
邮箱: bjmh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pv鄄expo郾 com

保定市

2018 雄安广告节暨广告四新展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保定

地点: 保定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

主办: 保定市广告协会

承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印刷喷绘技术设备及耗材、 标识、 标牌系统、 数字标

牌、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新媒体技术设备、 LED 等

电话: 86鄄311鄄85230138
邮箱: shouwoshou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ouwoshouzhanlan郾 com

沧州市

2018 春季京津冀广告四新及 LED博览会 (沧州)

时间: 2018鄄02鄄27 ~ 2018鄄03鄄01
城市: 沧州

地点: 沧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印刷喷绘技术设备及耗材、 标识、 标牌系统、 数字标

牌、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新媒体技术设备、 LED 等

电话: 86鄄311鄄85230138, 18632158908
邮箱: shouwoshou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ouwoshouzhanlan郾 com

2018 中国华北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5 ~ 2018鄄04鄄17
城市: 沧州

地点: 沧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杭州聚能弹簧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聚能弹簧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机床、 塑胶及塑胶设备、 线材及金属成型设备、 紧固件、
弹簧、 链条、 轴承及设备、 材料、 热处理设备及环保设备等

电话: 86鄄571鄄64643567, 64643568, 64643569
邮箱:
网址: www郾 ienc郾 com郾 cn, www郾 hqthw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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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东光纸箱包装机械国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沧州

地点: 中国·东光包装机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包装联合会、 河北省国际商会

承办: 东光县人民政府、 沧州国际商会、 京津冀包装产业联盟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0000m2

内容: 纸板生产线、 印刷设备、 印后设备、 各种配件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317鄄7722801
邮箱: dgzhxzhx@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dgbzjxlhh郾 com

2018 沧州国际数控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沧州

地点: 沧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 山东新丞华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m2

内容: 机床、 锻压机械、 工业机器人、 机床功能部件、 动力传动、
3D 打印技术暨快速成型等

电话: 86鄄531鄄86512559
邮箱: ieme@ chenghuaex郾 com
网址: www郾 chenghuacmt郾 com / cz /

廊坊市

2018 廊坊新年购物节大惠战

时间: 2018鄄02鄄03 ~ 2018鄄02鄄1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东悦百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特色年货、 礼盒礼品、 酒水、 食品、 家居日用、 名优商品、
绿色农产品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9112
网址: www郾 lfwbh郾 com

2018 中国 (廊坊) 春季渔具展销订货会

时间: 2018鄄02鄄24 ~ 2018鄄02鄄26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体育局

承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廊坊四海云天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钓鱼钩、 抄网、 浮漂及配件、 绕线轮、 防水靴、 钓具箱、
鱼饵、 鱼类探测器、 渔绳及线索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8123
邮箱: kefu@ lfyjz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廊坊宠物生活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北京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 廊坊市宠物行业协会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活体宠物、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产品、
植物花卉等

电话: 18612539961
邮箱: service@ 959郾 cn

2018 春季首届廊坊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3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盛世鑫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市盛世鑫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服装饰品、 日用百货等

电话: 13472350088

2018 第八届中国廊坊国际秀鸽展示暨幼鸽交流会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信鸽协会、 河北省信鸽协会、 廊坊市体育局、 廊坊市

体育总会

承办: 廊坊市信鸽协会

行业: 其他

内容: 幼鸽, 鸽子食品等

电话: 86鄄316鄄2696803, 13931652120

2018 中国民用清洁采暖设备及应用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炉具网

承办: 北京华媒至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35000m2

内容: 民用炉具、 商用锅炉、 小型锅炉、 热泵、 电采暖设备、 壁

挂炉、 暖通器材等相关产品、 其它清洁能源产品、 燃料及其加工

设备、 加工机械、 配套设备、 材料、 配件、 辅机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57064693, 57731342
邮箱: chinaluju@ 126郾 com
网址: expo郾 chinaluju郾 com

2018 京津冀智慧城市建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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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合创国际会展服务 (廊坊)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m2

内容: 智慧生态城市建设、 智慧安居、 大数据健康医疗、 消费电

子、 智慧安防、 智慧交通物流、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13510905486, 18565644227
邮箱: 2337819394@ qq郾 com

2018 第二届 “母婴钜惠冶 中国 (廊坊) 春季母婴展暨品
牌特卖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母婴生活、 洗护用品、 孕婴服饰、 童鞋、 童床、 家纺、 孕

婴食品、 辅食、 营养品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首届 “爱·LOVE冶 廊坊春季婚庆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中国廊坊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9 ~ 2018鄄05鄄02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汽车服务业商会

承办: 廊坊市喻之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汽车配件等

电话: 86鄄316鄄5943888

2018 亚洲美容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大道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及护肤产品、 水疗及纤体减肥、 中医养生与保健产品、
个人护理用品、 医疗美容及整形、 包装材料、 美发产品、 网售平

台、 其它等

电话: 86鄄316鄄7026666
邮箱: worldexhibit@ lfgz郾 com
网址: www郾 bwfair郾 com / nd郾 jsp? id = 37#_ jcp = 1

2018 中国 (廊坊) 文身艺术节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文身艺术联合会、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

承办: 中国文身师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纹身艺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6259092

2018 中国·廊坊经济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 河北省人民政府

承办: 廊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国际产能合作、 环保产业、 大智慧、 大数据、 移动云等

电话: 86鄄311鄄87803312
邮箱: swthzzx@ 518郾 gov郾 cn
网址: www郾 518郾 gov郾 cn

2018 中国国际管道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人民政府、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 中国石油管道

公司、 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 国际管道和海洋承包商协会、 中

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 中国石油西南管道公司

承办: 廊坊国际管道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5000m2

内容: 油气储运、 化工、 LNG、 油田工程建设企业及运营管理企

业、 管道及化工装置原材料、 焊接设备及焊接材料、 施工材料、
坡口机、 光纤光缆、 电力电缆、 站场控制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8315
邮箱: expo@ pipe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pipechina郾 com郾 cn

2018 第六届中国·廊坊茶叶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5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四海云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类、 再生茶类、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
茶叶销售等

电话: 86鄄316鄄2566999, 13671282358

2018 中国 (廊坊) 夏季渔具展销订货会

时间: 2018鄄06鄄30 ~ 2018鄄07鄄02
城市: 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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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体育局

承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廊坊四海云天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钓鱼钩、 抄网、 浮漂及配件、 绕线轮、 防水靴、 钓具箱、
鱼饵、 鱼类探测器、 渔绳及线索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8123
邮箱: kefu@ lfyjz郾 com

2018CLCAF6鄄廊坊漫展夏日祭

时间: 2018鄄08鄄04 ~ 2018鄄08鄄05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电子竞技、 动漫文化、 动漫服饰、 互动游戏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中国 (廊坊) 乐器产业展

时间: 2018鄄09鄄09 ~ 2018鄄09鄄09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各类乐器等

电话: 18131686650
邮箱: lfgzjt@ lfz郾 com

2018 京津冀非遗精品展暨第六届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发展联盟、 廊坊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承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廊坊东悦百兴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花丝镶嵌制作技艺、 景泰蓝、 珐琅釉料、 金漆镶嵌髹饰技

艺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9112

2018 第二届景德镇工艺美术大师陶瓷展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东悦百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陶瓷制品、 陶瓷工艺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9112

2018 “时代风采冶 廊坊油画名家邀请展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东悦百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油画艺术品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9112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廊坊) 农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9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河北省

人民政府

承办: 廊坊市人民政府、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果蔬类、 饮料类、 调味品、 酒白类、 政府、 农业组织、 畜

牧业、 林白业、 农副产品、 水产及养殖、 禽蛋肉及制品、 有机食

品、 包装设备及机械、 食品添加剂、 品牌策划、 科研单位等

电话: 13931626006
邮箱: hblfnj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f926郾 com

2018 中国 (廊坊) 第二届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节

时间: 2018鄄10鄄03 ~ 2018鄄10鄄07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承办: 廊坊市八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中国传统家具、 传统书画、 传统文学、 中国戏剧、 传统茶

文化等

电话: 86鄄316鄄2762698, 13582660123
邮箱: sanweipiao@ 126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廊坊宠物用品博览会暨 CKU本部展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市宠物行业协会、 北京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活体宠物、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产品、
植物花卉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第三届 “母婴钜惠冶 中国 (廊坊) 秋季母婴展暨品
牌特卖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母婴生活、 洗护用品、 孕婴服饰、 童鞋、 童床、 家纺、 孕

婴食品、 辅食、 营养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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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15832633296

2018 第二届 “爱·LOVE冶 廊坊秋季婚庆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中国 (廊坊) 国际体育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体育产业协会、 河北省登协会、 河北省钓鱼协会、
廊坊市体育局

承办: 河北省燕赵体育经济研究服务中心、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

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科技创新产品、 高端冰雪运动设施设备、 特色健身休闲用

品等

电话: 18131686650
邮箱: lfgzjt@ lfz郾 com

2018 中国 (廊坊) 老龄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廊坊丽马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政府公益、 食品、 药品、 大配餐、 康复医疗及辅助器具、
智能养老、 老年生活用品、 养老服务等

电话: 15832633296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廊坊 (国际) 名鸽展示会

时间: 2018鄄11鄄17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信鸽协会、 河北省信鸽协会、 廊坊市体育局、 廊坊市

体育总会

承办: 廊坊市信鸽协会、 廊坊市友祥信鸽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名鸽、 药品、 饲料、 鸽具等

电话: 86鄄316鄄2033363, 15233672230
传真: 86鄄316鄄2035883
邮箱: yxxinge@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lfgjgz郾 com

唐山市

2018 春季京津冀广告四新及 LED博览会 (唐山)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7

城市: 唐山

地点: 唐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印刷喷绘技术设备及耗材、 标识、 标牌系统、 数字标
牌、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新媒体技术设备、 LED 等

电话: 86鄄311鄄85230138
邮箱: shouwoshou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ouwoshouzhanlan郾 com

2018 中国 (唐山) 五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唐山
地点: 唐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手握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五金工具、 园林工具及机械、 焊接与切割设备、 机械设备、
五金劳保、 五金制品、 五金行业刊物、 网站、 协会、 五金机电城、
五金市场等

电话: 86鄄311鄄85230138
邮箱: shouwoshouzhanl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ouwoshouzhanlan郾 com

2018 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6 ~ 2018鄄09鄄20
城市: 唐山

地点: 唐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 河北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 唐山市人民政府
行业: 生活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陶瓷制品、 陶瓷工艺等
电话: 86鄄315鄄2833009
网址: www郾 ceramicexpo郾 cn

邢台市

2018 第六届中国·沙河玻璃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3
城市: 邢台

地点: 沙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沙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沙河市泽惠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玻璃城·玻璃交易平台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m2

内容: 建筑玻璃、 装饰玻璃、 艺术玻璃、 玻璃深加工机械磨料磨

具及玻璃生产线、 原材料、 耐火材料和各种主、 辅助材料等

电话: 86鄄319鄄8751108
邮箱: shahe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heec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北方 (平乡) 国际自行车、 童车玩具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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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邢台

地点: 保定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

主办: 平乡县人民政府

承办: 平乡县自行车 (玩具) 行业协会、 北京鼎亚展览展示服务

有限公司、 邢台市鼎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28000m2

内容: 婴童用品玩具、 童车、 电动玩具汽车、 体育健身运动、 生

产设备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319鄄3766815
网址: www郾 bftbh郾 com

河南省
郑州市

2018 第七届大河国际珠宝展

时间: 2018鄄01鄄05 ~ 2018鄄01鄄0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承办: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协会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钻石及宝石、 珠宝首饰、 珍珠及珊瑚、 玉石类、 设备及仪

器、 古董及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5523791
网址: www郾 zbfsdd郾 com

第八届郑州精品年货博览会 / 2018 中国 (郑州) 首届丝绸
之路经济带进出口商品博览会 /第二届中原新春年文化节

时间: 2018鄄02鄄03 ~ 2018鄄02鄄1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河南省贸促会

承办: 河南省博览事务局、 河南广播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汇

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郑州汇之源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18000m2

内容: 名酒糖果、 优质农产品、 特色食品展、 年俗文化用品、 珠

宝工艺品、 时尚生活用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5523866
网址: www郾 dahenhj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高端集成家居及移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市移门行业协会、 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河南定

制家居工作委员会

承办: 河南众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河南家居规划设计院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木门、 移门、 窗业、 橱柜、 楼梯、 五金配件等

电话: 86鄄371鄄55292980
邮箱: door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cjjz郾 net

2018 第六届河南 (郑州)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站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

车辆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河南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纯电动车、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 充 (换) 电等配

套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64400661
邮箱: 1434130908@ qq郾 com
网址: hn郾 ievechina郾 com

2018 (春季) 大河婚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大河报社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宴酒店、 结婚钻戒、 婚纱礼服、 婚庆服务、
结婚百货等

电话: 86鄄371鄄65523791, 86629180
网址: www郾 dahehbh郾 com

2018 春季中国中部 (郑州) 办公打印耗材展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办公家具、 标签机、 财会用品、 档案、 复印机、 光盘机箱

扫描仪、 晒图机、 书写工具、 碳粉、 文化用品、 文件柜、 印刷设

备、 运钞箱、 整理、 纸张、 纸制品、 装订机等

电话: 86鄄371鄄65350050
邮箱: ttad037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tthzfw郾 com

2018 春季中国中部 (郑州) LED照明展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天天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太

原天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广告喷印设备、 墨水、 介质、 激光雕刻设备、 板材、 展示

器材、 灯箱、 标识等

电话: 86鄄371鄄65350059
网址: www郾 ledshow鄄zz郾 com

2018 春季中国 (郑州) 第三十二届中原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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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天天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太

原天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33000m2

内容: 喷绘、 雕刻、 压克力等相关制作设备、 标识系统、 展览展

示系统、 LED、 灯箱制品、 广告制品与广告礼品、 广告耗材、 制作

材料、 照明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65350050
网址: www郾 tthzfw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郑州)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wh

2018 第三十三届中国中西部 (郑州春季)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承办: 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卫生材料及用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9418
邮箱: mike@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 中国中部 (郑州) 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暨口腔医学
学术会议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口腔医院、 郑州大学口腔医学院

承办: 郑州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口腔诊断设备、 口腔治疗设备、 数字化口腔、 口腔辅助设

备、 口腔材料、 口腔技工器材与设备、 口腔药品、 清洁剂、 消毒

剂、 口腔实验室设备、 家具及实验所需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9402
邮箱: 66619402@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ykqz郾 com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两性健康及成人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誉东方国际展览集团、 尚格展览集团、 国际展览联盟

承办: 华誉东方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尚格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两性健康产业、 成人用品、 生殖健康医疗机构、 古今性文

化收藏品、 医疗器械、 成人用品无人售货机、 性用品连锁加盟机

构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08
网址: www郾 zzad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绿色建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内容: 新型墙体材料、 外墙保温、 干混砂浆、 防水涂料等

电话: 18963097163
邮箱: 152507875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zs鄄china郾 com / xhz郾 asp? ids = 95

2018 第七届中国郑州塑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博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博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智能注塑成型、 吹塑机械、 塑料软包装设备、 化工原料、
添加剂、 功能颜料色母粒、 复合及特种材料、 挤出成型、 薄膜技

术、 模具、 辅助设备、 自动化科技仪表、 塑料制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33070
邮箱: zzbozh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ino鄄plas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中原 (郑州) 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展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河南省自动

化学会、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承办: 郑州瑞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模具、 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9431
网址: www郾 hope鄄cims郾 com

2018中国中部 (郑州)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中原国际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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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数控系统、
数显装置和机床电器、 机床零部件及辅助设备、 磨料磨具、 刀具、
工夹具及相关产品、 机床及工具检验和测量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9431
邮箱: jacob@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cieme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十届郑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南省美发美容协会、 中国美博会联盟、 广东博昌展览有

限公司

承办: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院产品、 减肥瘦身、 塑形体雕、 中医养身、 美甲产品、
彩妆、 个人洗涤护理品、 整形美容设备、 生产设备及包装、 美容

健身中心、 美容保健学校、 美容教育培训机构等

电话: 86鄄371鄄66200988, 66203288
邮箱: 31380241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nmr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成都海名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海众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原辅材料 加工及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制品 饼房配套设备及技

术 咖啡高端饮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86023703
邮箱: hongbei@ zzhmexpo郾 com
网址: zhengzhou郾 hmhbz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郑州) 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设备、 监视监控防范系统、 交通安全设

施及智能交通产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5523791
传真: 86鄄371鄄65523770
网址: www郾 hnanfang郾 com

2018 中国 (郑州) 智慧家庭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m2

内容: 智能家居、 智能硬件、 通风净化环境、 家庭水净化、 暖通

供热等

电话: 86鄄371鄄65523791
传真: 86鄄371鄄65523770
网址: www郾 hnanfang郾 com/ zhengzhouanbohui / zhanhuixinwen / 20171213 /
368郾 html摇

2018中国河南 (郑州) 国际饲料工业博览会暨中原畜牧养
殖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7 ~ 2018鄄04鄄09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北京爱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兽药、 饲料、 设备、 仪器经销商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32
邮箱: henanxubohui@ 163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科熙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科熙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水平定向钻进设钻机、 冲击矛与夯管锤及其附属设备、 顶

管机及其附属设备、 管线替换设备及其附属设备、 给排水管道、
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力、 通讯管道等及其防腐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54791130
邮箱: ITTC@ cstt郾 org
网址: www郾 cstt郾 org郾 cn

2018中国 (郑州) 国际高端美容院线产品及化妆品博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郑州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40000m2

内容: 美容院护肤品、 美发产品、 减肥养生保健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103郾 html

2018 第二十届郑州电动车三轮车新能源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南中原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动车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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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河南中原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 锂电车、 平衡车、 电动三轮车、
老年休闲三轮车、 三轮摩托车及残疾人专用电动车、 电动滑板

车等

电话: 86鄄371鄄85969183
网址: www郾 zzddczh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郑州)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3 ~ 2018鄄04鄄2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酒业协会、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 河南瑞城传

媒集团

承办: 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玖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8000m2

内容: 各国品牌葡萄酒、 烈性酒、 果酒、 利口酒、 保健酒、 原酒、
国内外酒饮器皿、 酒类包装及储藏技术、 酒窖技术与生产资料、
葡萄酒报刊、 杂志、 网络等专业媒体等

电话: 86鄄371鄄87551026
邮箱: zztjh037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ztjh郾 org

2018 第十四届中国食品包装及加工设备 (郑州)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3 ~ 2018鄄04鄄2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酒业协会、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 河南瑞城传

媒集团

承办: 郑州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玖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九州糖酒网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3000m2

内容: 食品加工机械、 食品包装机械、 包装材料及制品、 辅助生

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87551028, 13937134087
网址: www郾 zbspjx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家具协会、 河南川渝商会家具分会

承办: 河南中展动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00000m2

内容: 民用家具、 古典家具、 酒店家具、 休闲家具、 办公教育家

具、 木工机械、 家具、 床垫、 沙发机械、 喷漆及干燥设备、 刀具、
机械配件、 原木、 板材、 饰面材料、 五金配件等

电话: 86鄄371鄄66300596, 66300598
邮箱: ciff鄄z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ff鄄zz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门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门窗业协会、 河南省家具协会、 河南川渝商会家具

分会

承办: 河南中展动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60000m2

内容: 涵盖木门、 非标门、 钢质门、 防火门、 铜门、 铝合金门、
生产设备及配件辅料等

电话: 86鄄371鄄66300596, 66300598
邮箱: door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oor鄄fair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部 (郑州) 微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郑州网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网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3000m2

内容: 美容化妆、 内衣服饰、 母婴用品、 食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15582
网址: www郾 wsblh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99

2018 中原 (郑州) 国际高端生活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河南轻工业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拓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河南拓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32500m2

内容: 家庭用品、 日用百货、 网络商品、 工艺品、 陶瓷制品、 钟

表眼镜、 水晶制品、 玻璃制品、 家用塑料制品、 清洁用品、 电子

及电器、 储藏收纳、 厨房用品等

电话: 13121906386
网址: www郾 lifeexpo郾 net

2018 第四届中国 (郑州) 国际高端文具、 办公用品及文化
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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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文具办公行业协会、 中国现代办公产业协会、 北京拓

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拓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拓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学生文具、 办公文具、 美术用品、 办公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326
网址: www郾 stationeryoffic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届郑州大河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大河报社、 河南省新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省新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孕婴童食品及保健品、 母婴用品、 玩具、 教具及纪念品等

电话: 15239287222
邮箱: 4214603169@ qq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郑州) 国际医药保健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医药质量管理协会、 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承办: 河南东方博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药品、 保健品、 日用化妆品、 中医养生、 机械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56268286, 13223056085
网址: www郾 east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欧亚·中国 (郑州) 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2 ~ 2018鄄05鄄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河南省酒店业商会、 河南省

商业行业协会、 河南省旅游协会旅游饭店业分会、 郑州欧亚国际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供应商专业委员会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咖啡饮料酒类、 清洁设备及用品、 环保节能减排新产品、 装

饰材料及灯具、 智能产品及安防设备、 桌面用品、 洗涤设备及用

品、 康体健身与休闲娱乐、 泳池沐浴 SPA 用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72770, 60272780, 60272790
邮箱: ouyainf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ouyahosex郾 com

2018 第四届欧亚中国郑州国际餐饮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2 ~ 2018鄄05鄄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河南省酒店业商会、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72770
网址: www郾 ouyaexpo郾 com / Product / 20160805155811鄄35郾 html

2018中国 (郑州) 环卫发展高层论坛暨第三届河南省城乡
环境卫生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市政公用业协会市容环境卫生分会、 山东新丞华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城乡环卫与固废行业品牌化企业、 生活垃圾处理设备技术、
城乡环卫设施设备等

电话: 86鄄531鄄88879825, 13303818645
网址: www郾 chinahuanwei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润滑油、 脂及汽车养护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7 ~ 2018鄄05鄄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东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车用润滑油、 脂及汽车化学养护、 工业润滑油、 润滑系统

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55633000
邮箱: rhyvip@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aff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轿车、 微车配件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7 ~ 2018鄄05鄄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

承办: 郑州东信展览有限公司、 郑州象过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轿车、 微车零部件、 汽车电子及改装、 汽车节能环保与新

能源技术及产品, 相关软件、 媒体、 认证、 金融和保险机构等

电话: 86鄄371鄄55633000
邮箱: ciaaff@ 163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郑州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海名国际会

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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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机床、 焊接、 切割技术与设备、 五金机电、 工业自动化及

仪器仪表、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工厂搬运及物流设备、 工业机

器人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63697930
传真: 86鄄371鄄63923100
邮箱: zzhmhz@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hm鄄zif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郑州国际物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河南省道路运输协会、 河南省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交通运输与商用车、 冷链物流、 物流技术与装备、 综合物

流、 新能源电动物流车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邮箱: 29601177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zwlz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郑州国际五金机电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浙江省工商

联五金机电商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手动工具、 电动工具、 风动器具、 磨料磨具、 园林工具、
机械设备、 五金制品、 机电产品、 焊接设备、 劳保防护、 其他产

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55391291
邮箱: zzhmwj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zwjz郾 com

2018 第四十一届郑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8 ~ 2018鄄06鄄1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美发美容协会、 中国美博会联盟、 广东博昌展览有

限公司

承办: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院产品、 减肥瘦身、 塑形体雕、 中医养身、 美甲产品、
彩妆、 个人洗涤护理品、 整形美容设备、 生产设备及包装、 美容

健身中心、 美容保健学校、 美容教育培训机构等

电话: 86鄄371鄄66200988, 66203288
邮箱: 31380241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nm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消防设备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消防协会

承办: 河南省消防产业工作委员会、 河南威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火灾报警设备、 自动灭火设备、 智慧消防物联网、 消防装

备、 消防器材、 建筑防火、 消防工程成果、 安全防护用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86052879, 86620119
邮箱: weib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zwb119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欧亚·中国郑州国际幼儿教育 (春夏) 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幼教设备、 幼儿玩具、 幼教用品、 教材教具、 幼儿园软

件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72790
网址: www郾 ouyaexpo郾 com / Product / 20171208093655鄄38郾 html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励展宏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全国各省市汽车用品商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0m2

内容: 汽车电子、 美容护理、 膜类、 内饰、 改装、 汽修等

电话: 86鄄371鄄5596 5619
邮箱: shelly郾 zhang@ reedhongda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af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中国郑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南省农业厅、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

承办: 北京中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 大气治理、 城市环卫及固废综合利用技术

与设备等

电话: 18311199317
邮箱: 27774362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huanbaozhan郾 com

2018 第四届郑州国际生物质能源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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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河南省农业厅、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

承办: 北京中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m2

内容: 成型燃料及设备、 生物质气化、 生物质供热、 生物质热电技

术及方案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278
邮箱: expo201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pinpaizhan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7 ~ 2018鄄07鄄0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火锅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火锅食材、 用品、 餐具等

电话: 18519357088

2018 中国 (郑州) 生活用纸产品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1 ~ 2018鄄08鄄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富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富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生活用纸、 妇幼呵护及老人用品、 日化洗涤用品、 生产加

工设备及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55270660
邮箱: shz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z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中国冷冻食品产业大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报社、 河南餐饮食材业协会

承办: 郑州冷冻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8000m2

内容: 蓄肉产品、 禽肉产品、 水产制品、 果蔬产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6022
邮箱: ldzk86@ vip郾 163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欧亚·郑州国际孕婴童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0 ~ 2018鄄09鄄0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孕婴童用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孕婴童用品协会、 河

南省商业行业协会

承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母婴用品、 玩具、 教具及纪念品、 孕婴童食品及保健品、

孕装、 内衣及配饰、 童装、 婴装、 童鞋及配饰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72770
传真: 86鄄371鄄60272750
邮箱: ouyainf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ouyaccbm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国际净水、 空净新风及环保水处
理展览会暨全国净水和空气净化技术成果展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室内车内环境及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河南

省家用电器协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家用电器协会

净水设备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友好环境质量研究院

承办: 郑州方圆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博雅时代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新风系统、 通风设备、 空气净化设备、 检测仪器、 洁净技

术等

电话: 86鄄371鄄55636875
邮箱: 32924430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wpe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建筑给排水及城镇水务发展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人民政府等

承办: 上海亚昊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塑料管材与管件、 金属管材与管件、 建筑给水系统、 建筑

排水系统、 海绵城市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69568599
传真: 86鄄21鄄33235277
邮箱: cit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expo郾 cn / jzsz

2018中国 (郑州) 国际智慧水务水利与水资源开发利用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人民政府等

承办: 上海亚昊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智慧水务水利、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

电话: 86鄄21鄄69568599
传真: 86鄄21鄄33235277
邮箱: Cit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expo郾 cn / zhsw /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与水系规划治理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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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河南省城市科

学研究会、 中国市政工程技术交流中心

承办: 上海亚昊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海绵城市设计规划、 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 城市内涝解决

方案、 雨水渗透排放一体化系统、 土地蓄水管理工程、 种植屋面

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69568599
传真: 86鄄21鄄33235277
邮箱: Cit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expo郾 cn / hmcs /

2018 中国 (郑州) 国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与智慧官网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河南省城市科

学研究会、 中国市政工程技术交流中心

承办: 上海亚昊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生态环境设计, 建设、 养护、 管理,
公园、 旅游风景区发展规划等

电话: 86鄄21鄄69568599
邮箱: Cit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expo郾 cn / dxgl /

2018 第三届郑州运动及户外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市高地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市高地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健身器材、 户外产品、 球类用品、 按摩设备、 健身房经

营等

电话: 86鄄371鄄55906553
邮箱: exhibit@ highland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highlandfair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郑州) 好粮油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华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华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粮油、 主食产业化、 粮油机械、 粮食仓储及物流等

电话: 86鄄371鄄63395780
邮箱: 30393546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rain鄄expo郾 com / web1 /

2018 中国 (郑州) 粮油储藏技术及物流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华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华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粮食储藏技术及设备、 智慧粮仓、 智慧仓储解决方案、 粮

食物流技术及设备、 粮食检化验仪器等

电话: 86鄄371鄄63391768
邮箱: 43871138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rain鄄expo郾 com / web2

2018中国 (郑州) 国际高端美容院线产品及化妆品博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郑州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院护肤品、 美发产品、 减肥养生保健等

电话: 15666791851

2018 第七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暨 2018 世界猪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大型生猪养殖企业、 肉类加工企业、 兽药、 动物保健药品、
疫苗、 兽药原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2928860
邮箱: sunny@ leman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leman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暨第三届新能源·智能
汽车展

时间: 2018鄄11鄄01 ~ 2018鄄11鄄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三十五届郑州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5 月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美容健身类、 服装皮具类、 珠宝饰品类、 教育培训类、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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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类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9818
网址: www郾 jiamengzhan郾 cn / zhengzhou /

洛阳市

2018 中国国际物流展览会 (洛阳)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现代物流协会、 北京物流协会、 河北省现代物流协

会、 北京博斯威尔展览有限公司等

承办: 北京博斯威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物流地产、 物流园区、 冷链物流园区、 大型公路港、 运输

货代与物流服务等

电话: 86鄄22鄄60170592
邮箱: 5177659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mle郾 com郾 cn

第四届 (2018) 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经济林协会

承办: 中国经济林协会植物香料分会、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牡丹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功能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洛阳花赋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牡丹产业、 中国经济林植物香料产业、 农林花业投资加

盟等

电话: 86鄄379鄄61117519
邮箱: lyint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yintexpo郾 com

2018 中国·洛阳 (国际) 创意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主办: 洛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洛阳市科学技术局、 洛阳生产力促进中心、 洛阳创意产业

设计中心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文化创意、 工业设计、 创新发明领域的信息交流、 成果转

化、 产品交易等

电话: 86鄄379鄄63922059
邮箱: lycysjdszw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ycycy郾 org

2018 洛阳国际宠物节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承办: 洛阳品致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379鄄64386498, 18638875110
邮箱: luoyang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luoyangexpo郾 com / PF / Default郾 aspx

2018 中国关林国际小商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4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承办: 洛阳花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五金、 工艺品、 电子电器、 饰品及配件、 文体用品等

电话: 86鄄379鄄61117519
邮箱: zggb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fuwenhua郾 cn

2018 第六届洛阳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5 ~ 2018鄄10鄄27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 洛阳市机械

工程学会

承办: 郑州瑞翔展览有限公司、 洛阳品致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及工模具、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工业测量与仪器仪

表等

电话: 86鄄371鄄66619431, 64386498
邮箱: 323327976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uoyangexpo郾 com

2018 中国小微双创城市示范基地成果展

时间: 2018鄄11鄄09 ~ 2018鄄11鄄11
城市: 洛阳

地点: 洛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服务网、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

承办: 洛阳花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双创基地企业、 创业项目、 自贸区、 国际商品、 自主创新

示范区等

电话: 86鄄379鄄60850016
邮箱: eo2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eo2oexpo郾 com

漯河市

2018 第十五届中原肥料 (农资) 产品交易暨信息交流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4
城市: 漯河

地点: 漯河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恒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传统肥料、 新型肥料、 农化产品生产及其配套设备、 一喷

三防农药等

电话: 18637130573

·39·



黑龙江省

邮箱: 609552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yflsjh郾 cn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2018 哈尔滨寒地博览会暨首届中国 (哈尔滨) 航天航空
3D打印材料及应用制备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05 ~ 2018鄄01鄄08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承办: 哈尔滨市贸促会、 航天海鹰 (哈尔滨) 钛业有限公司、 上

海市增材制造研究院、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航空航天、 3D 打印应用材料及制备技术产品、 寒地城市除

冰雪设备技术、 冬季环卫设备、 车辆以及相关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146, 13304651296
邮箱: hrbhzb@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oldzone鄄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哈尔滨新能源电动车东北三省及呼伦贝尔地区
订货会

时间: 2018鄄01鄄15 ~ 2018鄄01鄄17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华南城

主办: 哈尔滨太平洋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太平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备等

电话: 15645635209
网址: hrbtpyzl郾 cn / news_ con郾 php? cid = 2&id = 18

2018 长城·哈尔滨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16 ~ 2018鄄01鄄17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m2

内容: 电动车、 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 充换电设备与技术、 系统

与维护、 配套设备及关联产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7558666, 87558688, 87558687
邮箱: zwh1000@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reatwallshow郾 com

第二十五届 (2018) 东北三省畜牧业交易会暨哈尔滨畜牧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畜牧业协会、 黑龙江省奶业协会、 黑龙江省饲料

工业协会、 哈尔滨市畜牧业协会、 哈尔滨金牧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金牧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国内外种畜禽、 商品畜禽养殖、 私聊、 兽药、 优质畜产

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6050338
网址: www郾 dbxmy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居智能化系统及社区、 酒店智能化系统及产品、 建筑智

能化系统及产品、 智能硬件平台及方案、 智能硬件产品、 智能设

备芯片及传感器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7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玻璃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玻璃制品及应用、 玻璃制造工艺技术和设备、 玻璃加工技

术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117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墙材保温系统、 建筑部品件、 建筑节能相关产品系统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15004503551
邮箱: 15004503551@ 139郾 com
网址: www郾 chbes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4000m2

内容: 室内装饰材料、 门窗、 包覆铝材、 装饰玻璃、 建筑装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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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整体家居、 天花吊顶及集成吊顶配套、 墙纸布艺地毯、 家居

软装饰、 地面铺装材料、 地坪材料及施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82388902, 82388904
网址: www郾 chbde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门业博览会暨门窗、 装饰玻
璃、 包覆铝材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建筑门窗、 玻璃系列、 幕墙系列、 五金系列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15004503056
邮箱: 162448035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nhdoor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石材产品及石材技术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板材、 石砖、 复合材料异型制品石雕制品环境装饰石材产

品和设计加工机械设备及工具石材养护设备及产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80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供热采暖通风空调燃气及家
居舒适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集中供热、 分户独立供热采暖设备与器材、 新能源供热、
智能控制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邮箱: 141532877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nhhe郾 cn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环境保护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水处理给排水设备、 终端净水技术与设备、 空气净化技术

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邮箱: 141532877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wape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燃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天然气汽车及加气站建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燃气输配系统技术、 地下管线探测、 检测、 泄漏监测技术

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邮箱: 1415328770@ qq郾 com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85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城市景观园林园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4 ~ 2018鄄04鄄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植、 市政机械、 修剪、 打药设备、 喷灌、 灌溉设备、 园

艺工具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81

2018 黑龙江哈尔滨陶瓷卫浴及厨房电器展览会暨黑、 吉、
辽、 蒙陶瓷卫浴行业经销商采购洽谈新品定货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 陶瓷产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 _ show&id = 105&
lanmu = 38

2018 中国哈尔滨第二十三届整体家居橱柜壁柜及门业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橱柜及配套设施展区、 壁柜、 隔断、 旋转衣架、 酒店高隔

断、 办公间隔段、 系统隔断墙、 室内外防腐木材、 装饰木业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 _ show&id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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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mu = 35

2018 哈尔滨第二十三届建筑门窗、 玻璃、 幕墙及加工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窗、 幕墙、 五金及设备、 工程公司、 整体楼梯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_ show&id = 103&
lanmu = 32

2018 中国哈尔滨第二十三届节能环保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墙材保温、 内墙保温、 外墙保温、 新型建筑装饰放火材

料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_ show&id = 20&
lanmu = 3

2018 中国哈尔滨第十七届建筑节能及新型墙体材料展览会
暨哈尔滨第十七届干混砂浆、 防水保温材料技术与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墙材保温、 内墙保温、 外墙保温、 新型建筑装饰放火材

料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_ show&id = 100&
lanmu = 26

2018 哈尔滨二十届国际节能环保供热供暖、 空调及通风设
备展览会暨哈尔滨第十二届地面供暖系统产品及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供热设备、 材料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3207
网址: www郾 hrbxyexpo郾 com / index郾 php? p = news_ show&id = 102&
lanmu = 29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 黑龙江省贸促会、 省畜牧兽医局、 国

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承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奶畜、 肉牛养殖与牧场设备、 配料及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8102255
邮箱: wangshuo@ chgie郾 com
网址: www郾 dairy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哈尔滨东北三省 (春季) 糖酒会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酒类流通协会

承办: 哈尔滨太平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安庶展览展示服

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酒类、 饮料类、 食品类等

电话: 15045075262
网址: hrbtpyzl郾 cn / xiazai郾 php? cid = 3&did = 11

2018 第三十四届哈尔滨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商务厅

承办: 黑龙江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哈尔滨市美发美容行业总会、
韩国美容产业协会、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40000m2

内容: 美容护肤品、 美发用品、 美容用具、 美容美发仪器、 医疗

美容、 美容整形、 中医保健等

电话: 86鄄451鄄53679638, 13895731852
网址: www郾 hrbmbh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哈尔滨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网络强国战略及实施、 跨界与互联网 + 、 智能硬件创新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69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69·



黑龙江省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液压、 气动、 密封、 机械传动、 直线运动系统、 气体压缩

机及压缩后处理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1

2018 第四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 核心部件、
机器视觉、 系统集成应用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4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油气田地面技术设备、 石油石化设备与制造、 油气管道建

设工程技术和设备、 发电机组等动力机械设备、 油田特种车辆、
工业防爆产品、 石油石化科研及实验室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103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橡塑机械、 模具、 橡塑原料及辅料、 橡塑制品、 包装印

刷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114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工程机械、 建材机械、 矿山
机械及专用车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大型矿业企业形象展示、 地质 (矿山) 勘探技术装备、 采

矿技术装备、 矿物加工设备、 选矿技术装备、 矿物冶炼技术装备、
矿山安全设备、 矿山环保节能设备、 其他矿山技术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104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 工具与附件、 自动化控制与动力传动、 热加工技术与

设备、 相关制造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5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6000m2

内容: 机械加工设备、 工业控制自动化及仪器仪表、 发供电及电

工技术设备、 动力传动设备与控制技术、 流体机械、 压缩机、 高

端制造智能装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82388902
邮箱: 167903409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hwf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物流技术及运输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仓储服务、 电子商务、 道路运输、 配送、 物流地产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41

2018 第四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节能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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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0

2018 第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工业清洁及节能环保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节能设备与技术、 空调节能与新风系统、 绿色建材与装配

式建筑、 化工节能减排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42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五金及焊接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手动工具、 电动工具、 机械设备、 机电产品、 紧固件产

品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13613647302
网址: www郾 chhwf郾 cn

2018 第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新能源及电力电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供电局 / 电力公司、 电网建设 / 改造及其项目组、 电力调度

及控制中心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9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工业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制造系统与解决方案、 工业机器

人与自动化控制系统、 先进工业自动化仪表、 现场总线与工业互

联网通信与安全系统、 高端精密机械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2

2018 第四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3D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3D 打印设备、 3D 打印软件、 3D 打印材料、 3D 打印服务、
3D 打印配件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73

2018 中国 (哈尔滨) 首届国际宠物水族 (含渔具) 类用
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双玉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黑龙江双玉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451鄄58579339
邮箱: hljsyrc@ 163郾 com

2018 中国·哈尔滨女性时尚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3 ~ 2018鄄06鄄2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承办: 哈尔滨盛达世纪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服装饰品、 美容养生、 医疗保健等

电话: 86鄄451—82405781
邮箱: 4699003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368郾 html

2018 中国 (东北) 国际酒业博览会暨食品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0 ~ 2018鄄07鄄2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 中贸集团有限公司、 中贸国际经

济贸易推广服务中心

承办: 山东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安徽中贸展览有限公司、 中

贸 (江苏)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m2

内容: 食品、 酒水、 饮料、 乳制品、 粮油及调味品、 海洋食品及

水产品、 名优特色产品及农副产品、 食品机械、 食品添加剂及配

料、 食品保鲜及冷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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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531鄄82391999, 18655158353
邮箱: zhongmao999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zmfair郾 com

2018 第六届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和哈尔滨世界农业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8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黑龙江省会展事务局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68000m2

内容: 绿色食品、 生物质技术、 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 中央厨

房等

电话: 86鄄451鄄82278434
邮箱: 1524476389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ljlbh郾 org郾 cn

2018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种业博览会暨国际新型肥料与植保
药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8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名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粮田种子、 蔬菜种子、 植保无人机、 温室大棚设备, 喷滴

灌设备等

电话: 86鄄451鄄87115060
邮箱: seed045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yblh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4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宏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m2

内容: 绿色节能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 智能家居等

电话: 86鄄451鄄82388901
邮箱: 1415328770@ qq郾 com
网址: zhongxinexpo郾 lc4郾 lcweb02郾 cn / index郾 php? p = zh_ show&zh_ id
= 88

绥芬河市

2018 中国 (绥芬河) 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8 ~ 2018鄄08鄄11
城市: 绥芬河

地点: 绥芬河世茂国际商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局、 黑龙江省商务厅、 黑龙江省贸促会、

绥芬河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40000m2

内容: 机械、 电子、 家电、 农机、 建材、 日用消费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9, 15120064335
邮箱: zhaoxinlei@ ccoic郾 cn

湖北省
武汉市

2018 第六届武汉放心酒展览交易会暨放心食品购物节

时间: 2018鄄01鄄19 ~ 2018鄄01鄄22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酒类行业协会

承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各种白酒、 红酒、 啤酒、 保健酒、 养生酒、 黄酒、 果露酒、
葡萄酒、 烈性酒、 有机、 绿色、 无公害食品及农副产品, 地方特

色食品, 粮油制品, 调味品, 糖果, 饮品等

电话: 86鄄27鄄85859980, 65609618
邮箱: 71778485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inewh郾 com

2018 第九届武汉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武汉昆仑万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昆仑万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7鄄84876588
网址: www郾 whjbh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武汉)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wh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武汉)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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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陶瓷、 橱柜衣柜、 地板门窗、 家具家居、 软体软装、
家电厨电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wh郾 expo郾 jiabasha郾 com

2018 中国婚博会 (武汉)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wh郾 jiehun郾 com郾 cn

2018 第三十四届湖北 (武汉) 国际先进医疗仪器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湖北省分会

承办: 湖北省贸促会对外交流促进中心、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器械

装备管理中心、 武汉中建国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医学仪器、 临床检验设备、 输血用品等

电话: 86鄄27鄄85759359
邮箱: 111505433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hylzl郾 com

2018 第四届国际先进汽车制造技术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湖北省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汽车工程

学会、 安徽省汽车工程学会、 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承办: 武汉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研究院、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汽车设计与开发、 汽车材料、 铝车身及铝部件制造工艺及

设备、 纤维车身及碳纤维部件制造工艺及设备、 汽车零部件制造

技术及装备、 车身制造工艺及装备等

电话: 86鄄27鄄84218603
邮箱: lilin@ watsonu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mcexpo郾 com

2018 中国 (武汉) 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加工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湖北省汽车工程学会、 重庆汽车工

程学会、 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安徽省汽车工程学会、 武汉沃森

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沃森联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汽车零部件、 驱动系统、 汽车电子电气系统、 汽车零部件

加工技术及设备、 激光切割、 打标技术及设备、 汽车模具及相关

配套等

电话: 86鄄27鄄84218632
邮箱: brianbao@ watsonu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apsexpo郾 com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展 (武汉站)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北京智信恒成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5000m2

内容: 超市、 便利店、 专卖店: 食品、 营养品、 茶叶、 服装、 图

书、 音像、 礼品饰品、 家居用品、 化妆品其他餐饮业: 中式正餐、
中式快餐、 火锅、 西式快餐、 咖啡店等

电话: 13681696435
邮箱: mxw@ vanzol郾 com
网址: vanzol郾 com / zhanhui / cfe /

良之隆·2018 第六届中国食材电商节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武汉食和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70000m2

内容: 食材原料、 食材设备、 酒店用品、 饮品、 供应链服务、 餐

饮连锁加盟等

电话: 15102723183

2018 第六届中国 (武汉) 国际乐器展览会 /中国 (武汉)
演艺舞蹈服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武汉翼龙腾达会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翼龙王资讯有限公司

承办: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钢琴和键盘乐器、 电声乐器、 打击乐器、 铜管乐器、 木管

乐器、 弦乐器等

电话: 86鄄27鄄84225565
邮箱: 8895226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uhanzhan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一届武汉钓鱼及户外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3 ~ 2018鄄04鄄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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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钓具、 钓鱼服饰、 钓鱼游艇、 钓鱼秤、 户外运动用品等

电话: 86鄄27鄄65603201
网址: www郾 whfish郾 org

2018 第三十五届武汉种子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天鸿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武汉天鸿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果类、 瓜类、 豆类、 叶菜类、 甜糯玉米类等

电话: 86鄄27鄄52237529, 52237530
邮箱: fair@ whseed郾 com
网址: www郾 whseed郾 com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家具协会、 武汉家具行业协会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北展宜尚展览有限

公司、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60000m2

内容: 套房家具、 软体家具、 户外家具、 办公家具、 全屋定制、
原辅材料、 木工机械等

电话: 86鄄27鄄84668731
网址: www郾 wh鄄ife郾 com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木工机械及原辅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家具协会、 武汉家具行业协会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北展宜尚展览有限

公司、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木工机械、 机械材料、 原辅料等

电话: 86鄄27鄄84668731
网址: www郾 wh鄄ife郾 com / index郾 php / article / lists / tid / 576郾 html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武汉) 广告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第
七届武汉印刷包装纸业展览会 /第十四届武汉 LED 发光体
及照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武汉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武汉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35000m2

内容: 数字印刷喷绘技术设备、 打印机及耗材、 数字标识、 标牌

系统及标识标牌设备与材料、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新媒

体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7鄄87362656
网址: www郾 whad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武汉) 焙烤展览会 / 2018 武汉酒店餐饮
厨房用品及设备展览会 / 2018 第五届咖啡、 冰淇淋暨高端
饮品食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烘焙食品甜制品工业协会、 中国烘焙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贝斯特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武汉盛世博文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60000m2

内容: 专用油脂、 奶油、 专用面粉、 预拌粉、 冷冻面团、 淀粉、
土豆制品、 馅料、 果料、 果仁、 果脯、 水果罐头等月饼、 糕点辅

料、 焙烤设备及器具、 手艺焙烤配备及器具等

电话: 86鄄10鄄61790520, 56246841
邮箱: 78106851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bakery郾 cn

2018 武汉消防产品与应急救援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警察网、 湖北省消防协会

承办: 湖北万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建筑防火设备、 消防装备器材、 应急救援类产品、 职业安

全健康类等

电话: 86鄄27鄄50701383, 13545153836
传真: 86鄄27鄄50702682
网址: www郾 hubeixf郾 com

2018 中国 (武汉) 公共安全产品暨警用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警察网

承办: 湖北万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60000m2

内容: 视频监控设备、 防爆安全检查设备、 城市应急与警用反恐

器材与设备、 城市应急清障和破拆与照明设备及城市应急通讯设

备、 出入口控制系统设备、 电子巡查系统设备等

电话: 13307110409
邮箱: 95805679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ubeiaf郾 com

2018 第三届华中 (武汉) 地坪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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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地坪行业协会、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湖北省建筑节

能协会、 湖北省建材市场经营协会、 武汉市贸促会、 武汉建筑装

饰协会、 武汉市东西湖区化工涂料建材协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地坪材料、 地坪系统种类、 艺术地坪、 混凝土地坪施工设

备、 混凝土地坪原料、 地坪机械等

电话: 86鄄27鄄82309339, 13545020877
邮箱: 132926757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as鄄expo郾 com / int郾 asp? lmid = 128

2018 第八届武汉国际给排水、 水处理及泵阀管展览会 /第
二届武汉国际海绵城市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展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环境科学学会、 武汉市贸促会、 武汉市五金水暖商

会、 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市政给水排水专委会、 武汉市土木建筑

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委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各类供水系统、 排水系统、 建筑上下水系统、 变频供水设

备、 供水器材及相关软件等

电话: 86鄄27鄄82439332
邮箱: wh@ vane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water鄄wh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武汉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 湖北省勘察设计协会、 湖北省建筑

装饰协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5000m2

内容: 绿色建材技术与产品、 绿色房地产适用技术、 绿色建筑智

能化技术与产品、 低碳社区、 公共建筑的节能与绿色建筑、 低碳

生态环保技术与产品、 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等

电话: 86鄄27鄄82319339
邮箱: 254190298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as鄄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空气净化及新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空调工程施工行业协会、 武汉市制冷学会、 湖北省

建筑节能协会、 湖北省空气净化行业协会、 武汉市室内环境净化

行业协会、 武汉市贸促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境控制、 净化产品、 烟气治理、 功能材料等

电话: 86鄄27鄄82439213, 13554308022
邮箱: 164276872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hntz郾 com / c郾 asp? lmid = 66

2018 第四届武汉国际水环境及饮水净水设备展览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环境科学学会、 武汉市贸促会、 武汉市五金水暖商

会、 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市政给水排水专委会、 武汉市土木建筑

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委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水资源、 水生态与环境、 水务与水业设备、 饮水设备等

电话: 86鄄27鄄82439332
邮箱: wh@ vane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water鄄wh郾 com / c郾 asp? lmid = 195

2018 第六届武汉国际太阳能利用及光伏发电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太阳能建筑应用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

建筑节能协会、 湖北省建材市场经营协会、 武汉市贸促会、 武汉

制冷学会、 湖北省空调工程施工行业协会、 湖北省环境科学学会、
武汉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建筑工程技术与绿色发展专业工作

委员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光热整机、 光伏发电、 热泵产品及设备、 光热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7鄄82439213, 13554308022
邮箱: 164276872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hntz郾 com / C郾 asp? lmid = 65

2018 第十一届武汉国际制冷暖通空调净化及建筑环境技术
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空调工程施工行业协会、 湖北省空气净化行业协会、
武汉制冷学会、 武汉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湖北省环境科学

学会

承办: 湖北省科技进步促进会、 武汉风向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0000m2

内容: 热泵空调通风与室内环境设备、 供热供暖采暖技术及设备

器材、 地面供暖新技术及配套产品、 自控设备与泵阀管等附配器

材等

电话: 86鄄27鄄82439267
邮箱: zhangkai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hntz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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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衡器协会

承办: 北京万象空间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万象时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各种非自动衡器、 自动衡器、 天平、 称重传感器、 称重显

示控制器及相关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2115995
邮箱: cwia@ interweigh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weighment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武汉)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5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98

2018 春季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 易通

全联 (北京)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易通全联 (北京)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5000m2

内容: 发动机、 底盘及车身、 电器、 材料及通用件、 油品、 汽车

用品、 汽保设备及工具等

电话: 86鄄10鄄65533167, 65533297
邮箱: chinaqipeihui@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qipeihui郾 com

2018 第五十一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实验室及科研仪器设备与技术、 信息化及智慧教育类、 实

训 / 机电类产品、 医学教育及健康类产品、 后勤类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81
邮箱: siqi郾 li@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heexpochina郾 com

2018 华中 (武汉) 国际美容化妆用品博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

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日化线产品、 专业线产品、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包装材

料、 珠宝首饰、 流行饰品、 消费品、 美容类产品、 沙龙护肤、 按

摩仪器、 天然保健品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101郾 html

2018 中国武汉茶业博览交易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 红
木、 书画、 工艺品展 (春季)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 再生茶、 茶器具、 茶包装、 泡茶用水等

电话: 86鄄27鄄65602827
邮箱: teaexpo@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zteaexpo郾 com

2018第四届中国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 “互联网 + 冶 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商务厅

承办: 武汉市商务局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电子商务基地和园区、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电子商务支撑

服务业、 智慧城市和智慧旅游、 互联网 + 产业等

电话: 86鄄27鄄87828568, 87820868
邮箱: 25416943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hiebe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 装
备及管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承办: 北京和源世纪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64000m2

内容: 智慧医院、 医疗设备与空间设施、 环境空间设计、 现代医

院供应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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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10鄄68629938, 13718912568
邮箱: cuiyang@ zhuyitai郾 com
网址: chccchina郾 zhuyitai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六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9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武汉) 国际汽车服务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3 ~ 2018鄄06鄄2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 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汽车改装分会

承办: 点金国际传媒集团、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30000m2

内容: 汽车多媒体影音、 汽车电子电器、 铝车轮、 品牌改装、 内

饰精品、 内外饰改装、 隔热膜、 汽车美容养护、 房车、 安全防盗、
汽车通讯、 汽车环保健康、 房车等

电话: 86鄄20鄄38376058, 38376185, 38376086, 38377734
邮箱: gaishow@ ciaas郾 cn
网址: www郾 ciaas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汽车升级及改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3 ~ 2018鄄06鄄2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 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汽车改装分会

承办: 点金国际传媒集团、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30000m2

内容: 汽车改装升级零部件、 高端改装升级用品、 房车及特种改

装车、 越野改装、 赛车部品、 改装升级服务等

电话: 86鄄20鄄38376058鄄828, 38377734, 38376086, 38376185
邮箱: gaishow@ ciaas郾 cn
网址: www郾 ciaas郾 cn / uts /

2018 第八届中国武汉塑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郑州博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智能注塑成型、 吹塑机械、 塑料软包装设备、 化工原料、
添加剂、 功能颜料色母粒、 复合及特种材料、 挤出成型、 薄膜技

术、 模具、 辅助设备、 自动化科技仪表、 塑料制品等

电话: 86鄄371鄄60233070
邮箱: zzbozhan@ 163郾 com
网址: bz郾 sino鄄plas郾 com

2018 第七届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09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会、 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湖北省模

具行业协会

承办: 湖北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m2

内容: 机床、 模具、 工业自动化、 塑料机械、 包装等

电话: 86鄄27鄄84649717
邮箱: ljwmechina@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mechina郾 cn / jichuang /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09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湖北

省人民政府、 武汉市人民政府

承办: 湖北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m2

内容: 机床与金属加工设备、 工业自动化与传动技术、 工业机器

人及机器视觉、 五金机电、 包装机械与橡塑胶设备、 铸造与锻压

工业等

电话: 86鄄27鄄84649507、 84649717
邮箱: ljwmechina@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郾 com郾 cn

2018 第七届国际宠博会 (武汉展)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广州明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活体宠物、 宠物医疗等

电话: 86鄄27鄄84686176
网址: www郾 chinapetfair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6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湖北省

人民政府、 武汉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

分会

承办: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武汉市分会、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

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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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类整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售后相关产品、 汽车技术展

示、 汽车专业媒体、 俱乐部、 协会和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
网址: www郾 wh鄄motorshow郾 com

2018 第二届武汉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7 ~ 2018鄄10鄄19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武汉中兴博纳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体育场馆设施设备、 健身器材、 运动防护与康复、 运动服

饰及鞋帽、 球类运动、 户外运动装备及体育旅游等

电话: 86鄄27鄄62430136, 62430135
邮箱: 7356702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portswuhan郾 com

2018 华中 (武汉) 国际美容化妆用品博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0鄄23 ~ 2018鄄10鄄2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

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日化线产品、 专业线产品、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包装材

料、 珠宝首饰、 流行饰品、 消费品、 美容类产品、 沙龙护肤、 按

摩仪器、 天然保健品等

电话: 15666791851

2018 中国武汉茶业博览交易会暨紫砂、 陶瓷、 茶具、 红
木、 书画、 工艺品展 (秋季)

时间: 2018鄄11鄄02 ~ 2018鄄11鄄0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中兴恒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 再生茶、 茶器具、 茶包装、 泡茶用水等

电话: 86鄄27鄄65602827
邮箱: teaexpo@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zteaexpo郾 com

2018 中国 (武汉) 汽车制造暨工业装配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4 ~ 2018鄄11鄄26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会、 中国汽配行业协会

承办: 振江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亚太瑞斯国际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设计与开发、 汽车工程与服务、 汽车环保、 汽车零部

件制造技术及装备、 汽车材料、 轻量化制造技术与装备、 OEM、
车身制造工艺及装备、 装配与质量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190
邮箱: zhenjiang@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hciame郾 com

2018 第七届武汉汽车文化节

时间: 2018鄄12鄄06 ~ 2018鄄12鄄09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中国光谷冶 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武汉

地点: 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科学技术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尚格博览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35000m2

内容: 分为光与制造、 光通信、 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 智慧家庭

和产学研五大板块, 包括激光光学、 3D 打印、 光通信及工业自动

化、 机器人、 集成电路、 智慧应用和地球空间信息等

电话: 86鄄27鄄87115263
邮箱: marketing@ ovc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ovc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武汉国际充电桩 (站) 技术设备展

时间: 2018鄄4 月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会、 《汽

车观察》 杂志社、 湖北省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全国汽车服务业

联盟理事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市分会、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鸿威国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充电桩、 充电站、 充电机、 电源模块、 换电设备、 智能管

理 APP、 汽车电池、 锂离子电池、 镍氢电池、 燃料电池、 铅酸电

池等

电话: 86鄄27鄄84611828
邮箱: 321429472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cp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武汉) 国际幼教博览会 /第四届亚洲幼教峰会

时间: 2018鄄7 月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湖北省幼教机构联合会、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

承办: 湖北知音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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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学前设备、 学前用品。 学前机构、 学前服务等

电话: 86鄄27鄄68890610, 15072481847
网址: www郾 hbyjexpo郾 com

2018 亚洲国际整形整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春季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鸿威国博会展有限公司、 武汉广播电视媒体资源运营

中心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产品、 瘦身产品、 医疗美容等

电话: 86鄄27鄄84611828
网址: www郾 apcexpo郾 com

襄阳市

2018 汉江流城名优特农业博览会暨绿色健康货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1鄄09 ~ 2018鄄01鄄18
城市: 襄阳

地点: 四季青农贸城国际农博中心

主办: 襄阳市农业委员, 襄阳日报传媒集团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各种农产品、 食品等

电话: 86鄄710鄄3751665, 13911872689

2018 中国湖北襄阳第一届电商购车节

时间: 2018鄄01鄄13 ~ 2018鄄01鄄14
城市: 襄阳

地点: 襄阳市时代天街

主办: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商务车、 乘用车等

电话: 400鄄9028鄄133
网址: xf郾 ztvcar郾 com / PC2017 / Index84郾 html

湖南省
长沙市

2018 第十九届湖南长沙浩天广告四新及传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长沙

地点: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标识行业协会、 湖南省照明学会、 长沙市浩天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市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户内外数码喷绘写真设备及配件、 各类喷墨写真墨水、 激

光雕刻、 压克力板材、 打印机系列等

电话: 86鄄731鄄82181829, 84455909
邮箱: cshotia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shthz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长沙)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瓷砖、 洁具五金、 地板木门、 软装饰品、 装饰吊顶、
墙面材料、 油漆涂料、 线缆照明、 装修公司、 净水系统、 家用电

器、 地暖系统、 舒适系统、 实木家具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cs

2018 迪培思长沙 (国际) 广告标识及 LED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3鄄13 ~ 2018鄄03鄄15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迪培思联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6000m2

内容: 数字雕刻设备、 LED 屏显及发光源、 数字喷印设备、 标识、
灯箱等

电话: 86鄄20鄄38200584, 34044506
网址: www郾 chinasignexpo郾 com

2018 湖南春季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省展览馆

主办: 长沙美协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妆杂志

承办: 长沙美协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妆杂志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2000m2

内容: 专业线美容、 美容整形、 美容仪器、 减肥养生保健、 日化

线美容、 美发产品等

电话: 86鄄731鄄89675136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中西部 (长沙春季)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承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卫生材料及用品、 口腔

设备及用品等

电话: 86鄄731鄄82865666
邮箱: andy@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国际幼教 (华中) 峰会暨第十二届湖南省幼儿园园长
高端学术年会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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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汇博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汇博文化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幼教用品、 玩具、 模型、 幼教机构、 幼儿园用品及设施等

电话: 400鄄885鄄7393
邮箱: xayytexpo@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dmeexpo郾 com

2018 中部 (长沙) 印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上海昆冰觅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3000m2

内容: 印前处理系统与软件、 数码印刷及打样设备、 制版技术及

设备、 胶印设备及机械 标签、 柔印及凹版印刷设备等

电话: 13817323938

2018 第十届湖南春季浩天钓具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29
城市: 长沙

地点: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沙市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市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渔具、 渔轮、 转环、 浮漂及附件、 户外用品、 营用品和设

施等

电话: 86鄄731鄄84455909, 18974905199
邮箱: cshotia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shwxx郾 com

2018 湖南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3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 湖南省汽车商会

承办: 三湘都市报、 长沙晚报、 湖南省汽车商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汽车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731鄄84414228, 18163711957
网址: autos鄄show郾 geautos郾 com

2018 湖南口腔医学大会暨第四届口腔医疗设备与器材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省展览馆

主办: 湖南省医院协会口腔医疗管理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口腔医

学会民营囗腔医疗分会

承办: 湖南芙蓉口腔医疗集团、 广州日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口腔设备、 牙科材料、 口腔护理用品、 义齿加工、 牙科诊

所等

电话: 86鄄20鄄82567179
网址: www郾 dentalshow郾 com郾 cn

2018中国中部 (长沙)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湖南国际
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等

电话: 86鄄731鄄82865666
邮箱: andy@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ccieme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中国 (长沙) 国际日用百货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沙前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前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20000m2

内容: 塑料制品、 清洁用品、 厨房用品、 竹木制品、 玻璃 / 陶瓷、
杯壶 / 茶具、 不锈钢餐 / 厨具、 一次性用品、 浴室用品、 小家居、
多元配货、 日化用品、 小电器等

电话: 86鄄731鄄83291996
邮箱: hanhui888@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rontiershow郾 cn

2018 芒果 (长沙)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3 ~ 2018鄄09鄄17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

承办: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

新瑞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cs2018

2018 第三届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3 ~ 2018鄄09鄄16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

承办: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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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委员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粮油、 肉类、 进口食品、 酒具、 调味品、 食品设备等

电话: 86鄄731鄄89702619
邮箱: 17507247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fce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四届湖南 (长沙)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 (桩) 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7 ~ 2018鄄10鄄29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

车辆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河南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电动汽车、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 充 (换) 电站等

配套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64400661
邮箱: bj_ evs@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evechina郾 com

2018 湖南秋季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省展览馆

主办: 长沙美协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妆杂志

承办: 长沙美协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妆杂志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2000m2

内容: 专业线美容、 美容整形、 美容仪器、 减肥养生保健、 日化

线美容、 美发产品等

电话: 86鄄731鄄89675136

吉林省
长春市

2018 长春第二十一届广告印刷及 LED照明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广告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及物料、 标识标牌、 展览展

示器材及材料、 各类灯箱、 广告礼品、 书籍、 广告摄影技术及设

备、 新媒体、 LED 半导体照明及应用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18, 81038917
邮箱: 422399672@ qq郾 com
网址: gg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 长春国际照明博览会暨 LED应用展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照明学会、 长春市灯饰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灯具及灯饰产品、 LED 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及配套设备、
照明电器配套零部件及专用材料等

电话: 18166845787
邮箱: weidagg200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33郾 html

2018 东北四省 (长春) 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畜牧协会、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吉林省饲料工业

协会、 吉林省动物保健品协会、 吉林省养猪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世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畜禽、 兽药、 饲料、 畜牧机械、 环保设备、 草业、 包装

与运输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 6537
邮箱: ccxbh@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cxbh郾 cn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分会

承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40000m2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 核心部件、
机器视觉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78
邮箱: gzhyzl020@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czdh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塑料橡胶及包装工业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吉林省塑料研究院、 吉林省包装

工业协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注射成型生产技术设备、 挤出生产技术及设备、 中空成型

生产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2, 1361430817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2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工程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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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长春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程机械、 建筑机械、 路桥设备及材料、 市政工程专用、
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431鄄85071591, 1332140799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6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长春国际数控机床工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69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数控系统、
数显装置和机床电器、 机床零部件及辅助设备、 磨料磨具、 刀具、
工夹具及相关产品、 检验和测量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网址: 305郾 hshuiyi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机床及及功能部件、 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 塑胶机械及包

装机械设备、 表面处理涂装技术设备、 物流仓储设备、 工业测试设

备及各类检测仪器、 仪表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5, 85834603
邮箱: ccax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仓储物流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 一汽集团规划部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式手推车、 电动托盘搬运车、 电动托盘堆垛车、 内燃式

叉车、 集装箱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1, 1332140799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5

2018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长春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零部件、 零配件, 发动机系统、 底盘系统、 制动系统、
行驶系统、 转向系统、 车身系统、 传动系统、 排气系统、 散热冷

却系统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2, 1361430817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13

2018 长春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展览会暨东北国际充电站
(柱)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种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 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 充电设

施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1, 1332140799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54

2018 中国长春汽车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广东省机械

制造业协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智能工厂、 汽车零部件加工设备和技术、 汽车模具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5, 1357871395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8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工业环保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清洁设备、 空气治理及烟气净化技术与设备、 节能技术与

设备、 特种清洗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9, 1300901768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6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国际涂装、 电镀及表面处理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科协表面防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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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处理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表面处理材料、 前处理设备、 辅助设备、 电镀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5, 1357871395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4

2018 第十一届东北四省 (长春) 五金工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工具五金、 五金机械设备、 焊接切割设备、 建筑五金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29, 1300901768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3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长春) 金属加工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型机床、 部件和机床附件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1, 1357871395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7

2018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紧固件、 标准件展览会暨
汽车紧固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标准紧固件、 汽车紧固件、 冲压件和车床件、 紧固件材料、
紧固件用模具及耗品、 紧固件设备及技术、 紧固件技术及服务、
弹簧制造技术及设备、 各类弹簧检测仪器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5, 1357871395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8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长春) 铸造及铸件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吉林省铸造协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铸件及铸造零部件、 铸造装备、 铸造材料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1, 1332140799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5

2018 第十一届 长春焊接、 切割及激光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焊接类、 切割类、 激光类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5, 1357871395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31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动力传动及液压气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液压技术、 密封技术、 气动技术、 机械传动、 直线运动系

统、 电气传动、 流体工程及流程工业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1, 1332140799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4

2018 第十一届东北 (长春) 新能源及电力、 电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输配电设备、 电网自动化设备、 电力环保技术设备、 电线

电缆及设备、 电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9, 1300901768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3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长春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诊断治疗设备、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辅助设

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5, 13321407990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51

2018 第三十八届长春药品交易会暨长春保健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药品、 中成药、 生物制药、 保健产品、 生殖用品等

电话: 13332412328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nsgzl郾 com / index郾 php? id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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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十三届长春国际医疗器械卫生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眼科设备等

电话: 86鄄24鄄22853303, 13332412328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nsgzl郾 com / index郾 php? id = 100

2018 第十一届长春国际工业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控制技术、 电气传动、 机器人技术、 工业自

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仪器仪表及测试测量技术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3, 13578696921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52

2018 第十一届中国长春国际制药及包装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制药机械设备、 包装机械设备、 印刷机械设备、 喷码设

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6059838, 13321407990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7

2018 东北 (长春) 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浩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包装机械、 自动化智能包装机械、 塑料包装机械、 包装容

器机械等

电话: 86鄄431鄄85834602, 13614308178
网址: www郾 cczbh郾 com郾 cn / ermb / index郾 php? userid = 40

2018 中国长春 3D打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广东省机械

制造业协会

承办: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打印机、 三维扫描与软件、 3D 打印材料及技术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18620712559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2018 东北 (长春) 第十六届国际消防设备技术交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消防协会、 辽宁省消防协会、 黑龙江省消防协会、
内蒙古消防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消防车、 消防机器人、 消防泵、 消防员个人装备、 消防枪、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消防侦检、 消防照明 / 排烟 / 排爆设备、 水上

消防设备、 森林消防设备、 消防训练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23, 81038911
邮箱: anquan5566@ 163郾 com
网址: xf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吉林 (长春) 第十六届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展览会
暨安防监控、 楼宇智能、 消防技术、 智能交通、 警用装备
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安防产品类、 家居智能类、 消防产品类、 警用产品类、 智

能交通类、 交通安全类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23, 13843056810
邮箱: anquan5566@ 163郾 com
网址: af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东北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暨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
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辽宁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黑龙江

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内蒙古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建筑电工电气、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等

电话: 18166845758
邮箱: anquan55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59郾 html

2018 东北 (长春) 第十四届国际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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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长春国际商会家具委员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m2

内容: 现代家具、 红木家具及工艺品、 家具配件及原辅材料、 木

工机械及工具、 品牌装饰设计公司及家居装潢公司、 装饰材料 / 住
宅部品、 各种家纺材料、 家具饰品、 家居用品等

电话: 18166845786
邮箱: beifang55@ 163郾 com
网址: jj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 吉林 (长春) 第二十三届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吉林省地暖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m2

内容: 建筑陶瓷及厨房、 卫生洁具、 感应洁具、 陶瓷浴缸、 淋浴

房、 整体浴室、 桑拿游泳设备、 龙头、 花酒、 水箱配件、 洗面器、
洁身器、 烘手器等

电话: 13624467689
邮箱: beifang5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吉林 (长春) 第二十三届国际装饰玻璃、 门窗 (彩铝
门窗、 移门) 包覆铝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玻璃、 窗系列、 门系列等

电话: 13624467689
邮箱: beifang5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52郾 html

2018吉林 (长春) 第十二届国际建筑节能产品、 新型墙材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维达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墙材保温系统、 内墙保温装饰系统、 外墙保温装饰材料、
建筑部品件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02, 13578746177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35郾 html

2018 东北第十六届国际交通安全产品及智能交通设施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安防产品、 家居智能、 消费产品、 警用产品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23
邮箱: anquan55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58郾 html

2018 吉林 (长春) 第二十届给排水、 水处理及泵阀管道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长春市环保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m2

内容: 给水和排水、 水处理、 饮水设备、 膜及膜组件、 水环境自

动监测系统、 仪器仪表自控系统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08, 81038909
邮箱: 979361393@ qq郾 com
网址: scl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吉林 (长春) 第二十届国际环保废弃物及资源利用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长春市环保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空气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 测量、 控制及实验室技术、
废弃物等

电话: 18166845759
邮箱: 97936139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555郾 html

2018 中国东北 (长春) 第十一届太阳能及新能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节能协会、 中国可再生资源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太阳能整机、 太阳能光伏、 配套设备、 风能、 生物质能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08
邮箱: 13944133095
网址: gr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640郾 html

2018吉林 (长春) 第二十届国际供热供暖锅炉空调及节能
减排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长春

·211·



吉林省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吉林省地暖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40000m2

内容: 供热、 供暖、 采暖技术及设备、 地面供暖产品、 新能源设

备、 锅炉辅机及热水系统设备、 各种大、 中、 小供热 (制冷) 中

央空调及通风设备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08, 81038909
邮箱: rezi20009@ 126郾 com
网址: gr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 长春第十届 (春季) 连锁加盟·创业项目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1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商务厅、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分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加盟服务、 品牌加盟、 餐饮食品、 教育培训等

电话: 86鄄431鄄81038925, 13504435221
网址: ls郾 wdexpo郾 com郾 cn

2018 长春第十届餐饮食材火锅调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1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商务厅、 吉林省烹饪协会、 长春市烹饪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 蔬菜菌菇、 其他食材、
配餐调料、 特色食材等

电话: 13504700454
邮箱: 196108404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d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680郾 html

2018 中国北方 (长春) 国际医疗美容整形展览会暨美体养
生保健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会展业协会

承办: 长春市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医疗整形美容、 医疗美容注射产品、 医学美容保健产品、
美容化妆用品、 美甲纹身纹绣艺术等

电话: 18623633596
网址: www郾 cchaizhou郾 com / h鄄col鄄141郾 html

2018 中国 (长春) 国际春季茶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
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会展业协会

承办: 长春市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茗茶、 再加工茶、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泡茶用水、
茶叶流体等

电话: 15500080051
网址: www郾 cchaizhou郾 com / h鄄col鄄125郾 html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高端文化艺术品展暨茶、 紫砂、
红木家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会展业协会

承办: 长春市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工艺品、 古玩、 书画、 红木家具等

电话: 15500080051
网址: www郾 cchaizhou郾 com / h鄄col鄄127郾 html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国际佛事文化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会展业协会

承办: 长春市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佛事用品、 佛教文化工艺品、 素食禅茶、 其他相关产品等

电话: 15500080051
网址: www郾 cchaizhou郾 com / h鄄col鄄128郾 html

2018 第五届中国 (长春) 国际珠宝、 玉石、 首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会展业协会

承办: 长春市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珠宝玉器、 珠宝首饰、 玉器玉石、 珍珠及珊瑚、 佛教珠

宝等

电话: 18623633596
网址: www郾 cchaizhou郾 com / h鄄col鄄126郾 html

2018 第七届中国 (长春)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5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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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7

江苏省
南京市

2018 第十七届南京 (全国) 春节食品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1鄄26 ~ 2018鄄02鄄1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新世纪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名特优新食品、 绿色食品、 粮油食品、 速冻食品、 调味品、
酒类、 饮料、 土特产品等

电话: 86鄄25鄄85403713
网址: www郾 new鄄exhibit郾 com / news / 96郾 html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江苏) 博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卫计委、 南京市卫生计生委、 南京医院协会、 南京

市医疗器械管理协会

承办: 江苏省中洲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南京博贸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医用光学

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等

电话: 86鄄25鄄85552818
邮箱: shbj88@ 188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bojin郾 net

2018 首届南京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济南弘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弘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3000m2

内容: 键盘、 木管、 铜管、 弦乐、 打击乐、 民族乐器、 电声乐器、
电脑作曲设备等

电话: 13325108165
邮箱: 25492524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jnmhhz郾 cn

2018 中国南京工业自动化、 机器人技术暨动力传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 南京凤凰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凤凰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22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 仪器仪表、 机器人、 动力传动等

电话: 86鄄25鄄86645029, 84509150
邮箱: fh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jfhzl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中国 (南京) 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承办: 南京凤凰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电加工及激光加工等数控特种加工机

床、 数控锻压机械等

电话: 86鄄25鄄86645029, 84509150
邮箱: fh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jfhzl郾 com

2018 中国 · 江苏国际孕婴童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励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卫生用品、 洗护用品、 喂哺用品、 外出旅行用品、 电器用

品、 安全保护用品、 营养食品和保健品、 各类童车、 汽座、 各类

童床、 婴儿床及家俱、 床上用品、 玩具等

电话: 86鄄21鄄59888026
邮箱: sales@ liwe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liwenexpo郾 com

2018 江苏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美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m2

内容: 光伏电池、 光伏设备零部件、 光伏生产设备、 光伏原材料、
光伏工程及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3816761
邮箱: bjmh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vjiangsu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江苏)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四届
(中部)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济南市水族协会等

承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水族产品、 宠物医疗、 鸟类用品、
园艺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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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531鄄58563132
邮箱: sdhchzvip@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dcs鄄fair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南京国际礼品工艺品艺术收藏品及红木家具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国际商会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礼品及赠品、 工艺品类、 古典红木家具、 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邮箱: z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JSLP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百慕国际珠宝展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国际商会 、 江苏省黄金珠宝业商会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钻石及宝石、 珠宝首饰、 珍珠及珊瑚、 玉石类、 设备及仪

器、 古董及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网址: www郾 njzb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全国化工行业 (园区) 污染综合治理大会 /
2018 第五届全国 “化工三废冶 治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学会、 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全国功能高分子行

业委员会、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

承办: 南京苏贝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8000m2

内容: 化工废 (污) 水处理技术及装备、 工业废气治理 / 回收 / 资
源化技术与装备、 危废处置、 土壤修复技术与装备、 环境监测技

术与装备、 蒸发结晶工程、 技术与装备等

电话: 86鄄25鄄86983517
邮箱: 12500750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gwszl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南京) 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协会、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南京市人

民政府、 欧尼优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欧尼优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25鄄52816007
邮箱: 31766842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eaechina郾 com / nj /

2018 第十五届南京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科学仪器设备协会、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江苏省

高校实验室研究会

承办: 南京上玄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鹏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面积: 16000m2

内容: 分析测试仪器、 实验室仪器与设备及耗材、 生化、 生命科

学及微生物检测仪器、 光学仪器及设备、 电子光学仪器、 电工测

量仪表、 实验室家具及环保与洁净系统等

电话: 86鄄25鄄85725583, 86891508
邮箱: 168728690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jky鄄exh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 (南京) 特许连锁加盟创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国金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国金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商品零售、 食品餐饮、 服装服饰、 教育培训等

电话: 86鄄25鄄52890050
邮箱: njgj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hjmz郾 com

2018生活用纸年会暨妇婴童、 老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 (南京)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80000m2

内容: 非织造布、 高吸收性树脂及印刷、 妇幼呵护用品、 婴童卫

生用品、 老人护理用品、 生活用纸、 卫生用品设备、 卫生纸加工

设备、 包装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4778188
邮箱: cidpex@ cnhpia郾 org
网址: www郾 cnhpia郾 org

2018 第十七届南京安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汇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汇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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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20000m2

内容: 安全防盗报警系统、 社区家居安全防范系统、 视频监控、
防范系统、 智能楼宇对讲及智能小区系统、 智能一卡通、 出入口

控制系统、 巡更管理系统、 指纹识别系统等

电话: 86鄄25鄄84714021
邮箱: 46972488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jafz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江苏春季食品商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5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新世纪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各种酒、 饮料、 茶叶、 咖啡、 各种名特优新食品、 方便营

养食品、 速冻食品等

电话: 86鄄25鄄85403713
网址: www郾 new鄄exhibit郾 com / news / 119郾 html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南京)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5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五届中国 (南京) 移门博览会暨定制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移门协会

承办: 南京标雄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m2

内容: 移门、 门窗、 阳光房, 五金、 型材、 玻璃、 配套产品、 木

门、 淋浴房、 全屋定制、 机械设备、 橱柜、 衣柜、 定制家居等

电话: 15150686892
网址: www郾 ymblh郾 com

2018 第二届南京渔具钓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钓鱼装备、 户外用品、 休闲旅游用品等

电话: 400鄄163鄄7299, 17612279316
网址: www郾 changjiangyjz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南京国际纺织品面料辅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南京中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4000m2

内容: 面料、 辅料、 家纺、 服装软件 / CAD / CAM、 激光雕刻、 切

割设备、 纺织服装 (城) 商业地产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鄄5868, 13851538513
网址: www郾 njzfexpo郾 com

2018 南京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国际商会、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20000m2

内容: 缝制 设 备、 绣 花 设 备、 CAD / CAM、 缝 前 / 缝 后、 激 光 设

备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邮箱: z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njzf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南京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南京市广告协会、
南京亚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亚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及材料、 雕刻、 标识、 标牌技术、 设备、
材料、 LED 产品及其应用、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广告数

码影像设备及办公打印设备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5鄄83781247, 83229051
网址: www郾 yadongzhanlan郾 com

2018 中国南京首届标识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南京

国际商会

承办: 南京亚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皖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标识设计公司、 标识设计作品、 标识制品、 产品及标识创

新技术、 标识材料、 辅料及配件、 标识制作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25鄄83781247
传真: 86鄄25鄄8322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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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yadongzhanlan郾 com / product1_ view郾 php? id = 268

2018 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旅游委员会

承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自驾游及主题游、 房车、 户外、 服务及其他等

电话: 86鄄25鄄85286229
邮箱: di郾 zeng@ messenanjing郾 cn
网址: www郾 cmt鄄china郾 com郾 cn / cn / Default郾 aspx

2018 第三届江苏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9 ~ 2018鄄06鄄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苏省畜牧总站、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畜

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江苏省家禽业协会、 江苏省奶业协会、
江苏省养猪行业协会、 江苏省饲料工业协会、 江苏省兽药业协会、
江苏省宠物诊疗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徐成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兽药、 饲料、 设备、 仪器经销商等

电话: 86鄄10鄄57167262, 18500039189
邮箱: jsxmyblh_010@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sxmyblh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南京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暨 2018
医美整形、 减肥养生、 微电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美容美发协会

承办: 南京中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美容产品、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材

料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邮箱: z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jshs365郾 com / page169

2018 亚洲户外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7鄄0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分会、 南京市户外运动协会、
北京德曼斯展览展示咨询有限公司、 德国菲德列斯哈芬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南京宁菲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跑步装备、 攀岩相关产品、 户外运动产品等

电话: 86鄄25鄄86891092
网址: www郾 asian鄄outdoor郾 com

2018 亚洲自行车展览会 &体验日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7鄄0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分会、 德国菲德烈斯哈芬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德曼斯展览展示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宁菲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各类自行车、 配件、 相关产品等

电话: 86鄄25鄄86891017
邮箱: richardli@ nf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bike鄄show郾 com

2018 南京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国际商会、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种茶类茶具及茶业延伸品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邮箱: z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njfz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百慕国际珠宝展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国际商会、 江苏省工商联黄金珠宝业商会、 南京百

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钻石及宝石、 珠宝首饰、 珍珠及珊瑚、 玉石类、 设备及仪

器、 古董及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25鄄52315808
网址: www郾 njzbexpo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南京) 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暨南京火
锅节

时间: 2018鄄08鄄03 ~ 2018鄄08鄄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安徽省商会、 中贸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合肥华舜展览有限公司、 安徽中贸展览有限公司、 济南中

贸会展有限公司、 中贸 (江苏)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冷冻冷藏食品及设备、 餐饮调料、 火锅产业链等

电话: 86鄄551鄄67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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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18655158937@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shicai郾 org / news / zhuidont / 2017 / 1213 / 632郾 html

2018 第四届中国 (南京)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8鄄03 ~ 2018鄄08鄄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酒类行业协会、 江苏省工商联酒类行业商会、 中贸

国际经济贸易推广中心

承办: 山东中贸江苏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合肥华舜展览有限公司、
安徽中贸展览有限公司、 山东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 酒水、 饮料、 乳制品、 粮油及调味品、 海洋食品及

水产品、 名优特色产品及农副产品、 食品机械、 食品添加剂及配

料、 食品保鲜及冷冻等

电话: 86鄄551鄄67102222
网址: www郾 njtjh郾 org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南京) 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 南京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10000m2

内容: 软件、 信息技术、 新兴技术等

电话: 86鄄25鄄87780971
传真: 86鄄25鄄87780970
邮箱: 195007403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s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7 ~ 2018鄄09鄄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畜牧总站

承办: 北京太克会展中心、 VNU 欧洲展览集团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养猪业、 家禽业、 反刍动物、 渔业、 饲料及饲料机械、 饲

养设施及设备、 动物保健及制药机械、 肉制品生产加工及其设备、
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其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4980454
邮箱: zhai郾 ran@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vivchina郾 net

2018 第十七届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暨 2018 江苏新能源汽
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30 ~ 2018鄄10鄄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汽车行业协会、 南京奥源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奥源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74000m2

内容: 各种类型的整车、 各种汽车总成及其零部件、 各种汽车生

产制造设备、 工艺装备等

电话: 86鄄25鄄86891020
邮箱: market@ njae郾 net
网址: www郾 njae郾 net

2018 中国国际医药 (工业) 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

时间: 2018鄄10鄄17 ~ 2018鄄10鄄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

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制药设备、 辅料及包材、 化妆品、 分析检测、 药房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2866
传真: 86鄄10鄄82212857
邮箱: chinapharm@ ccfdie郾 org
网址: www郾 china鄄pharm郾 net

2018 第三十六届中国江苏国际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件交
易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 中自协助力车专委会、 江苏省

交通安全协会

承办: 江苏沧海展览有限公司、 无锡市蓝海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0m2

内容: 自行车整车、 零配件、 动力自行车整车、 童车、 特种车及

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510鄄85055112
邮箱: jsbicycle@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sbicycle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南京食品博览会暨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1鄄08 ~ 2018鄄11鄄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新世纪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名特优新食品、 绿色食品、 粮油食品、 速冻食品、 调味品、
酒类、 饮料、 土特产品等

电话: 86鄄25鄄85403713
网址: www郾 new鄄exhibit郾 com / news / 120郾 html

常州市

2018 第六届中国常州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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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地点: 常州西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常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常州市企业联合会、 常州市企业

家协会

承办: 江苏发现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5000m2

内容: 机床、 机器人、 机床功能部件、 工具及附件、 锻压机械、
模具及配套件等

电话: 86鄄519鄄81694078, 86534078
邮箱: 52449463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zblh郾 com

2018 第四届常州国际电机技术与应用博览会暨创新论坛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常州

地点: 常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杭州铭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铭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电机新技术、 新型环保、 节能电机技术产品、 车用新能源

电机技术、 电机、 马达、 电机制造技术设备、 绕线机、 电机控制

系统及装置、 电机测试仪器设备等

电话: 86鄄519鄄85522720
网址: www郾 czms2015郾 com

2018 第七届常州·邹区国际灯具博览会暨 LED照明展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常州

地点: 常州邹区灯贸中心

主办: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联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邹区灯贸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户外灯具、 室内灯饰、 LED 应用、 各类光源、 灯具配件、
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292356
邮箱: shlianqian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lqcz郾 com

2018 中国常州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8 ~ 2018鄄10鄄30
城市: 常州

地点: 常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常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常州市企业联合会、 常州市企业

家协会

承办: 江苏发现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机器人、 机床功能部件、 工具及附件、 锻压机械、
模具及配套件等

电话: 86鄄519鄄81694078, 86534078
邮箱: 52449463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zblh郾 com

淮安市

2018 中国 (淮安) 国际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淮安

地点: 淮安市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

工业协会、 中国烹饪协会

承办: 淮安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休闲方便食品、 酒及高端饮品、 绿色健康食材、 食品包装

机械、 食品餐饮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9993188
邮箱: info@ hualea郾 com
网址: huaian鄄food鄄expo郾 com

昆山市

2018 国际智能汽车 (昆山)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6
城市: 昆山

地点: 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昆山市人民政府、
东部博览集团

承办: 东部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江苏中品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智能汽车、 智能改装及配件、 新能源汽车及充 (换) 电

站等

电话: 86鄄21鄄59103519
邮箱: 141610470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iv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迪培思国际数码打印及广告标识展、 中国国
际网印及纺织品印花展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9
城市: 昆山

地点: 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丝网印刷行业协会、 广州迪培思联合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承办: 广州迪培思联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标识灯箱、 展示器材、 LED 产品、 数字喷印刷设备、 广告

介质及材料等

电话: 86鄄20鄄84138843
网址: www郾 chinasignexpo郾 com / HuaDong / sign鄄china郾 html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昆山)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昆山

地点: 昆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ks

2018 中国国际芳香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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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昆山

地点: 昆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谊和永邦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芳香种植及旅游、 芳香产品设备、 精油及香薰、 香精香料

及应用、 纯植物洗护、 芳香疗法、 香道文化、 健康管理机构及养

生保健产品、 媒体、 协会及服务供应商等

电话: 87鄄10鄄58565691, 58566813
邮箱: hanjiajing@ expobj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昆山) 品牌产品进口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昆山

地点: 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

国际商会、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0000m2

内容: 半导体、 光电展区、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纳米材料与环

保设备等

电话: 86鄄25鄄52856436
网址: www郾 importexpo郾 org

连云港市

2018 中国 (连云港) 丝绸之路国际物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连云港

地点: 连云港市工业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江苏省商务厅、 江苏省贸促会、 江苏省外办、 连云港市人

民政府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物流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57
邮箱: zhouguangyao@ ccpit郾 org
网址: www郾 lygexpo郾 com

苏州市

2018 第四届苏州广电年货大街

时间: 2018鄄01鄄20 ~ 2018鄄01鄄2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苏州广电影视娱乐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国外进口食品、 老字号产品、 名特新优、 酒水副食等

电话: 86鄄512鄄85189203, 15162480012
邮箱: zys313@ 163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苏州)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sz

2018 第十五届苏州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5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苏州国际工业博览会组委会

承办: 苏州市国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锻压机床类、 工夹量具类、 数控与自动化、
模具及材料、 铸造机械等

电话: 86鄄512鄄62804023
邮箱: siie@ suzhoucec郾 com
网址: www郾 siie郾 com郾 cn

2018 第三届苏州宠物节暨宠物用品品牌展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苏州宏智臻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苏州宏智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活体宠物、 猫狗类相关用品、 猫狗类相关食品、 鸟类与爬

宠食品、 用品、 园艺产品、 池塘设备、 宠物媒体网站、 水族相关

器材等

电话: 86鄄512鄄66951641
邮箱: szlovepet@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zlovepet郾 com

2018 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 江苏省文化厅、 苏州市人民政府

承办: 苏州创博会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0m2

内容: 国际创意设计、 新手工艺运动、 “文化 + 冶 融合创新、 文化

消费等

电话: 86鄄512鄄65116097
邮箱: ccdcie@ sina郾 cn
网址: www郾 ccdcie郾 com

2018 第十届苏州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春季展)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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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论坛（2018）

丝路会展创客大赛

创意丝路项目 成就创客梦想

2017年9月-2018年12月

承办单位

陕西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秦岭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单位

西安易米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执委会联络处

东部联络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邮箱：E2018slhzck@163.com

西部联络处

西安欧亚学院            邮箱：W2018slhzck@163.com

南部联络处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邮箱：S2018slhzck@163.com

咨询热线

029-89663657     029-89663658

投稿指定邮箱

slhzck@wie-expo.com

大赛网址 

www.xbgjhz.com 

陕西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展会策划承办、会议策划组

织、节庆赛事运营、大型活动管理、会展广告经营、品牌营销推广、

展览展示配套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会展企业。公司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品质服务第一”的服务理念，立足陕西，面向西部，辐射全国。

愿景是做国际全域品牌会展顶级运营商；使命是让中国西部优秀企业

走出去，把全球一流会展产品引进来，做国际化标准践行者；战略目

标是打造国际一流品牌会展运营机构，致力搭建丝路沿线会展业创新

合作平台，树立中国会展企业在全球的良好形象。

西部国际会展正式运营以来，通过自主举办，并购引进，至

2017年12月，已拥有“一带一路”会展创新合作平台的独家运营权，

欧亚经济论坛丝路会展创客大赛、欧亚经济论坛国际会展创新合作论

坛、欧亚经济论坛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中国（西安）电子商务博览

会、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中国西部老龄产业博览会、中国

西部名牌产品博览会等项目的独家承办（执行）权。丝绸之路能源行

业物资装备产业国际博览会、2018丝绸之路老龄产业与健康国际博览

会等项目联合运营权。公司为陕西省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主论坛

总执行单位。公司创新运营“醒龙杯泡茶”项目，拥有该项目注册商

标及该项目设备代理、专利使用权。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号：

016XA17Q31970R0M。

西部国际会展公司诚邀各界朋友，乘一带一路东风，共同合作开

发丝绸之路沿线最适合的会展项目，为文化会展业大发展贡献力量。

创客热线：13709121779（杨先生）

网址：www.wie-expo.com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翠华南路500号佳和中心A座14层

10万现金签约大奖+不低于10%的项目分红……
诚邀您的参加!

10万 10%现金签约大奖+不低于 的项目分红……
诚邀您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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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 深圳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RFID 产品线、 智能卡产品线、 智能卡读写设备提供商、 条

形码、 生物识别、 安防监控、 传感器、 传感网络节点、 核心控制

芯片及嵌入式芯片、 通信技术与产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6227155, 86227055
邮箱: cjh@ ulinkmedia郾 cn
网址: www郾 iotw郾 cn

2018 全国口腔设备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 (苏州站)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仪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8000m2

内容: 数字化口腔、 口腔共用设备器材、 口腔治疗设备、 口腔辅

助设备、 口腔技工器材与设备、 口腔材料、 口腔卫生用品、 口腔

预防保健品、 口腔相关行业等

电话: 86鄄10鄄61057752
邮箱: cde_ china@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de鄄china郾 com

2018 中国 (江苏) 国际养老、 辅具及康复医疗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仪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仪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2000m2

内容: 养老机构及管理咨询公司、 生活护理、 辅助器具、 康复医

疗、 宜居建筑、 健康管理等

电话: 86鄄10鄄61057752
邮箱: cde_ china@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rmexpo郾 com

2018 苏州国际 3D打印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仪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赛雷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仪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3D 打印与增材制造设备、 3D 打印相关服务、 3D 打印软件

系统、 3D 打印相关硬件与配套装置、 3D 打印应用与专业展示等

电话: 86鄄10鄄61057752
邮箱: damc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3damcexpo郾 com

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承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峡广告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讯通控股 广东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6000m2

内容: 电路板、 表面贴装及电子组装、 智能自动化等

电话: 86鄄512鄄68074151
邮箱: show@ pcbshop郾 org
网址: www郾 circuitex郾 com

2018 中国光热发电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 湖北省太阳能产业协会

承办: 苏州航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槽式集热系统、 塔式系统、 碟式系统、 菲涅尔集热系统、
斯特林发电机、 集热管、 汽轮机、 储能材料、 储热设备、 热交换

器、 导热油、 传输管、 跟踪控制系统、 检测设备、 镀膜设备、 保

温材料等

电话: 86鄄512鄄65911999
邮箱: 50254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spexpo郾 cn

2018 中国太阳能海水淡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 湖北省太阳能产业协会

承办: 苏州航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菲涅尔式集热器、 CPC 集热器、 平板集热器、 低温多效海

水淡化设备、 多级闪蒸海水淡化设备、 宽温带海水淡化设备、 家

用海水淡化设备、 储能材料等

电话: 86鄄512鄄65911999
邮箱: 50254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spexpo郾 cn / show / 20150602204542鄄22郾 html

2018 中国太阳能中高温利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 湖北省太阳能产业协会

承办: 苏州航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免跟踪模块化中温集热器、 小型槽式采暖系统、 宽温带太

阳能海水淡化系统、 多款吸热、 反光材料等

电话: 86鄄512鄄65911999
邮箱: 50254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spexpo郾 cn / show / 20150602204555鄄23郾 html

2018 首届中国国际钓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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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钓具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上海尚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21鄄63800822

2018 第十届苏州国际茶叶博览会暨紫砂、 茶具、 工艺品展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4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苏州国际茶叶博览会组委会

承办: 苏州环球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茗茶、 茶具产品、 茶工艺、 茶生活、 茶叶包装、 茶流通等

电话: 86鄄512鄄69173988
网址: www郾 sztea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苏州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30 ~ 2018鄄07鄄03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苏州得一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赵艺学商务策划机构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m2

内容: 成品家具、 木工机械、 原辅材料、 家居饰品等

电话: 86鄄512鄄65765333
邮箱: sz2009060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zjjzlh郾 com

2018 中国苏州国际汽车交易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5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承办: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新域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sz201810

2018 中国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4 ~ 2018鄄10鄄26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科学院、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 苏州工业园区

行业: 其他

内容: 纳米新材料、 分析与检测、 微纳制造、 纳米生物与医药、
纳米环保清洁等

电话: 86鄄512鄄69990169
邮箱: qiucy@ sipac郾 gov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nosz郾 com

泰州市

2018 中国泰州第七届国际机械制造及机床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泰州

地点: 泰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泰

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泰州市商务局

承办: 上海联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泰州国泰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各种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手机

及汽车零部件专用加工机床、 焊接切割设备、 工业激光设备、 工

业机器人、 模具及制造技术设备、 金属切削刀具、 五金工具、 测

量工具、 测量仪器等

电话: 86鄄512鄄55181590
传真: 0512鄄55181590
邮箱: 281124475@ qq郾 com
网址: tzmm郾 19798999郾 com

2018 中国 (泰州) 国际医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泰州

地点: 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

主办: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m2

内容: 各类处方药、 非处方药 (OTC)、 中草药类、 生物工程及技

术、 医疗器械、 专利技术产品、 医药高新技术、 行业服务等

电话: 86鄄25鄄52856794
邮箱: info@ cim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m鄄expo郾 com

无锡市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无锡)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承办: 无锡华墨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陶瓷卫浴、 橱柜厨电、 家装设计、 地板门窗、 水槽净水、
暖通系统、 综合建材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86鄄21鄄60280712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wx

2018 第二十四届无锡太湖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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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江苏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无锡市人

民政府

承办: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无锡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器人技术、 工业自动化等

电话: 86鄄510鄄82322145, 13812196389
传真: 86鄄510鄄82301731
网址: www郾 thjcz郾 com / news_ show郾 asp? nlt = 272&none = 1

2018 第三十二届无锡太湖国际机床及智能工业技术创新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市支会、 无锡市机床工具行

业协会、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设备、 检验和测量设备、 工具配件、 锻压机械、 模具

制造等

电话: 86鄄510鄄82322142, 82322145
传真: 86鄄510鄄82301731
网址: www郾 thjcz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无锡太湖国际轴承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轴承工业协会、 浙江省轴承工业协会

承办: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m2

内容: 轴承及相关零部件、 专用轴承及组件、 生产及相关设备、
检验、 测量和试验设备等

电话: 86鄄510鄄82306760
传真: 86鄄510鄄82301731
邮箱: 56171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uxizhouchengzhan郾 com

2018 春季 (无锡) 全国微型汽车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1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无锡市挺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配件、 零件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传真: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第十届无锡汽车节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3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新体育中心

承办: 无锡群策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商务车、 乘用车等

电话: 86鄄510鄄82110553

2018 第二届中国餐饮供应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等

承办: 无锡康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餐饮原辅料、 调味品、 火锅食材、 火锅相关设备、 品牌火

锅及餐饮连锁加盟、 饮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8391448
传真: 86鄄10鄄68391411
邮箱: zgfdxh@ 163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无锡国际新能源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无锡商会、 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 中国

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政府

承办: 江苏省自行车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山电动车协会、 无锡市

东海展览有限公司、 无锡市恒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摩托车及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510鄄85055112
传真: 86鄄510鄄85051487
网址: wx郾 jsbicycle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无锡)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10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无锡市人民政府

承办: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商务车、 乘用车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传真: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第八届中国 (无锡) 国际文化艺术产业博览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5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文化厅、 锡市人民政府

承办: 无锡正邦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非遗文化、 陶瓷艺术、 名家书画、 珠宝玉雕、 四大国石、
文玩杂项、 沉香木艺、 香道茶道、 海外艺术等

电话: 86鄄510鄄82753068, 15995226215
网址: www郾 wxicaf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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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首届中国国际宠物医疗器材及药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第三十三届无锡太湖国际机床及智能工业技术创新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2 ~ 2018鄄10鄄25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无锡市机床工具行业协会

承办: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设备、 检验和测量设备、 工具配件、 锻压机械、 模具

制造等

电话: 86鄄510鄄82322145
传真: 86鄄510鄄82301731
网址: www郾 thjcz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太湖国际印刷包装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2 ~ 2018鄄10鄄25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市支会、 无锡市包装协会

承办: 江苏三角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包装印刷、 标签、 制袋机、 瓦楞等

电话: 86鄄510鄄82306760
传真: 86鄄510鄄82301731
邮箱: 56171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hysbzz郾 com

2018 中国 (无锡) 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家能源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 江苏省商务厅、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 无

锡市人民政府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太阳能光伏产品、 太阳能光热产品、 风力发电产品、 节能

建筑、 新能源电动汽车、 新能源应用产品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7
邮箱: liyufeng@ crec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rec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内燃机大会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9 ~ 2018鄄11鄄11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内燃机学会

行业: 机械工业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第十九届中国美食节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无锡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展示、 食材展览、 产业对接、 论坛峰会、 百姓美食

电话: 86鄄10鄄68391448
传真: 86鄄10鄄68391411
邮箱: zgfdxh@ 163郾 com

2018 中国 (无锡) 养老产业大会暨老龄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无锡

承办: 无锡市前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有机食品、 营养滋补食品、 各类名茶、 泡茶用水、 绿色健

康食品、 天然功能保健产品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传真: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春季品牌服装南北特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4 月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体育会展中心

承办: 无锡华博国际会展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各类服装、 地方特产、 食品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传真: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中国 (无锡) 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5 月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无锡市励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贡湖会展传媒有限

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婴幼儿用品、 婴童护理用品、 婴幼儿食品、 保健品、 婴童

服饰等

电话: 86鄄510鄄68772033
传真: 86鄄510鄄68772033
网址: www郾 wxyt鄄expo郾 com

2018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无锡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技厅、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物联网通信和平台支撑企业、 智能制造主题、 全国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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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智慧交通主题、 智慧生活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1729
传真: 86鄄510鄄81821730
邮箱: wiot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iotexpo郾 cn

2018 无锡第十三届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新体育中心

主办: 无锡市人民政府

承办: 无锡市农业委员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产品、 食品等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传真: 86鄄510鄄81827278

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无锡

地点: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行业: 电子设备

电话: 86鄄510鄄81827278

徐州市

2018 第十一届徐州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及零部件展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徐州

地点: 徐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徐州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徐州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8000m2

内容: 新能源电动四轮车、 各种电动三轮车、 各种电动车零部件、
生产及检测设备等

电话: 86鄄516鄄83209802
邮箱: 74001217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zddc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东部)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徐州

地点: 徐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徐州商会

承办: 徐州国际会展中心、 武汉智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内容: 机床工具及金属加工、 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 焊接、 五金

机电及通用设备、 工业自动化、 仪器仪表及动力传动、 铸造、 锻

压及热处理等

电话: 86鄄516鄄83875308
邮箱: 253113190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ahybhz郾 com

2018 第六届徐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6鄄08 ~ 2018鄄06鄄10
城市: 徐州

地点: 徐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贸促进委员会

承办: 江苏国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从事各种酒类、 饮料的生产、 销售企业等

电话: 86鄄516鄄83203359
传真: 86鄄516鄄83203329
网址: www郾 xztjh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华东地区肥料 (农资) 产品交易暨信息交
流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7
城市: 徐州

地点: 徐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徐州华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信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各类肥料产品、 肥料检测设备、 肥料生产机械、 各类肥料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成果、 各类农药及种子新产品、 新技术、 新

成果等

电话: 86鄄516鄄83207352, 83200058
邮箱: 83919989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dnzh郾 com

盐城市

2018 第七届中国东部沿海 (盐城) 国际汽车博览会 暨新
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1 ~ 2018鄄09鄄25
城市: 盐城

地点: 盐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盐城市人民政府、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盐

城联合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yc2018

扬州市

2018 第七届中国扬州户外照明及 LED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扬州

地点: 扬州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北京励展北方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励展北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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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6000m2

内容: 户外照明、 灯具及灯饰、 城市亮化、 LED 照明、 LED 封装

制造设备及测试仪器、 LED 封装、 节能灯系列产品、 电光源产品、
专业灯光及配套设备、 照明电器配套元器件、 零配件等

电话: 18501380721
邮箱: 142808984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zzm郾 net

江西省
南昌市

2018 第六届中国 (南昌) 孕婴童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0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南昌金正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0000m2

内容: 婴幼儿食品、 奶粉、 婴幼儿洗护用品、 母婴护理产品、 玩

具及幼教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6317777
网址: www郾 simbe郾 cn

2018 第二届中部 (南昌) 智慧水务建设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昌市水务局

承办: 南昌双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m2

内容: 智慧水务建设、 水利信息化与数字水利技术设备、 水利水

电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791鄄87930360
邮箱: 110506335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aterxpozb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南昌)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天津华墨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修公司、 地板门窗、 卫浴瓷砖、 橱柜厨电、 空调家电、
开关插座、 灯饰吊顶、 墙纸涂料、 净水设备、 实木家具、 板式家

具、 沙发软床、 移门衣柜、 家居软装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nc

2018 第三届南昌 (春季) 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南昌广告标识及 LED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郑州天天广告有限公司、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昌市天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喷绘、 雕刻、 压克力等相关制作设备、 广告耗材、 制作材

料、 标识系统、 LED、 灯箱制品、 广告制品与广告礼品等

电话: 86鄄791鄄88165910

2018 中国 (江西) 国际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西省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承办: 南昌双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国际餐饮产业品牌、 进口食品食材与酒水饮料、 休闲食品、
调味品、 餐具用品、 餐饮互联网与餐饮食品科技等

电话: 86鄄791鄄87930360, 13995648206
传真: 86鄄791鄄87930360
邮箱: 110506335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anyinxpozb郾 com

2018 第四届南昌 (夏季) 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4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十三届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4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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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2018 第五届南昌 (秋季) 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1鄄08 ~ 2018鄄11鄄10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景德镇市

2018 第十五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景德镇

地点: 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 江西省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贸发

展局, 江西省商务厅,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西省分会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艺术陶瓷、 日用陶瓷、 高技术陶瓷以及陶瓷机械、 陶瓷包

装等

电话: 86鄄798鄄8561961
邮箱: cbh856196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cf郾 cn

辽宁省
沈阳市

2018 东北三省·辽宁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省农机流通协会、 吉林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黑龙江

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 沈阳融聚祥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动力机械、 收获机械、 农机运输车辆、 设施农业与光伏农

业、 灌溉设备、 智慧农业装备、 植保机械、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数字化制造装备、 农机配件等

电话: 86鄄24鄄12316
邮箱: lnnjz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nnj521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中国东北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9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m2

内容: 口腔诊断设备、 口腔治疗设备、 数字化口腔、 口腔辅助设

备、 口腔材料、 口腔技工器材与设备、 口腔药品、 清洁剂、 消毒

剂、 口腔实验室设备、 家具及实验所需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4鄄23920245
邮箱: b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fexpo郾 com郾 cn / kq郾 asp

2018中国 (沈阳) 国际润滑油、 脂、 养护用品及技术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5 ~ 2018鄄03鄄27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配件用品市场协会、 中国汽车汽配用品行业联合

会、 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鼎成创赢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车船用润滑油、 工业润滑油、 添加剂、 基础油、 金属切削

液、 相关仪器、 润滑油的生产、 润滑系统与设备、 养护用品等

电话: 18518787799, 13581675251
邮箱: lu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uexpo郾 com

2018 第四十四届 (春季) 沈阳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省卫生和计生委员会、 辽宁省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承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0m2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口腔设备、 眼科设备、
辅助器材、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各种医用车辆、 医院配套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 二手设备等

电话: 13332412328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gylqxz郾 com

2018 东北 (沈阳) 第十二届珠宝玉石首饰精品展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沈阳振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沈阳振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红宝石、 蓝宝石、 半宝石、 人造宝石、 水晶、 碧玺, 玛瑙、
珍珠、 翡翠、 和田玉、 寿山石、 鸡血石、 青田石、 巴林石、 琥珀、
岫岩玉、 黄龙玉等

电话: 13998883381
邮箱: zhenbo_0101@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yzhenbo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东北国际地坪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721·



辽宁省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地坪材料、 地坪种类、 水泥基骨料耐磨地坪、 地坪机械、
清洁设备等

电话: 13840437253
邮箱: 32555934@ qq郾 com
网址: dp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六届东北建筑节能、 墙体材料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4000m2

内容: 保温材料、 防水材料、 涂料、 砂浆、 辅材及设备、 新型墙

体材料、 住宅产业、 建筑节能产品及技术等

电话: 86鄄24鄄31881727
邮箱: 32555934@ qq郾 com
网址: jn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届东北国际门窗、 幕墙、 玻璃及加工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窗、 遮阳系统、 幕墙系列、 建筑玻璃及光伏系列、 五金

配件系列、 结构胶系列等

电话: 13840437253
邮箱: 2321182686@ qq郾 com
网址: mc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保温材料、 防水材料、 涂料、 砂浆、 新型墙体材料、 钢结

构、 建筑节能产品及技术、 门窗、 幕墙、 遮阳、 五金配件、 园艺

景观、 供热供暖设备、 地面供热产品、 通风空调等

电话: 86鄄24鄄23848948
邮箱: bfexpo@ 126郾 com
网址: jbh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九届东北国际给排水、 水处理技术设备及泵阀管
道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净水及饮水设备、 泵阀管道、 污泥 / 水处理 / 物料脱水、 膜 /
过滤器材 / 配套产品、 水处理药剂 / 试剂 / 试纸 / 粘合剂等

电话: 15804086986
邮箱: bfnuantong@ 163郾 com
网址: scl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东北第二十一届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30000m2

内容: 供热、 供暖、 采暖技术及设备、 地面供热产品及设备、 各

种大、 中、 小供热 (制冷) 中央空调及通风设备、 锅炉辅机及热

水系统设备、 舒适家居、 环境维护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5522
邮箱: bfnuantong@ 163郾 com
网址: gn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沈阳家居建材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辽宁省家具协会、 上

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沈阳家具产业协会、 沈阳公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实木家具、 红木家具、 软体家具、 板式家具、 金属家具、
办公家具、 藤竹家具、 小件家具、 定制家具等

电话: 86鄄24鄄22733381
邮箱: lnsjx@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j999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沈阳)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整体家装、 实木家具、 板式家具、 儿童家具、 欧美家具、
定制家具、 墙纸涂料、 窗帘布艺、 家纺软装、 沙发床垫、 综合建

材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sy

2018 第五届 (沈阳) 酒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821·



辽宁省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辽宁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辽宁省饭

店餐饮协会、 辽宁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

承办: 沈阳信展会展有限公司、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烘焙、 酒店用品、 餐饮食材、 冷冻食品、 食品机械等

电话: 18963097160
邮箱: 1943146715@ qq郾 com
网址: jiudian郾 china鄄fce郾 com / index郾 aspx

2018 中国 (沈阳) 国际餐饮食材及冷冻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辽宁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辽宁省饭

店餐饮协会、 辽宁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 沈阳市食品协会

承办: 沈阳信展会展有限公司、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餐饮原辅料、 特色火锅、 餐饮设备及食品加工、 餐饮管理及

加盟等

电话: 86鄄24鄄31358528, 17615839079
传真: 86鄄24鄄89536406
邮箱: MPE@ china鄄fce郾 com
网址: canyin郾 china鄄fce郾 com / index郾 aspx

2018 中国东北畜牧业名优产品展示交易会暨产业论坛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辽宁省畜牧业协会、 吉林省畜牧业协会、 黑龙江省畜牧研

究所

承办: 沈阳万嘉绿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畜禽胚胎、 精液等形象图片和实物、 兽药、 兽药原料、
生物制品、 兽医器械设备、 饲料暨饲料相关产品、 养殖设备、 自

动化饲养场建设设施和材料、 畜产品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24鄄31697571
邮箱: dbss201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dbss2018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东北国际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暨辽宁消
防产品与应急救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长城会展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辽宁长城会展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公共安全防范产品、 智能化、 智慧城市、 互联网 + 、 大数

据、 云计算、 物联网、 生物识别及防伪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防护

产品、 警用装备、 应急、 消防产品等

电话: 86鄄24鄄23939785
邮箱: lncchz200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郾 af360郾 com

2018 第六届东北国际工业安全生产及劳动保护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省安全生产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宁省

分会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个体防护用品、 职业服装及材料、 安全生产监测仪器仪表、
安全生产设备、 安全生产科技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279
邮箱: bfexpo@ 126郾 com
网址: ab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东北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 机器人仿真

及视觉系统、 服务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759, 15998184892
邮箱: 1658781471@ qq郾 com
网址: jqr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东北国际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沈阳市工装模具行业协会、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行业协会、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钣金机械、 机械压力机、 液压机、 自动化装置、 模具、 表

面处理类、 相关过程控制、 调节、 测量、 测试技术设备、 数控系

统、 CAD / CAM 系统、 工厂和仓库设备等

电话: 86鄄24鄄31881729
邮箱: dbsy_ gyzlh@ 163郾 com
网址: jc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流体传动与控制、 机械传动、 零部件及制造设备、 轴承及

其专用装备、 直线运动系统、 电气传动、 压缩气体技术、 内燃机

及小型燃汽轮机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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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1658781471@ qq郾 com
网址: cd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贸易促进

委员会辽宁省分会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与金属加工、 工装模具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仪器仪

表及工业自动化、 电力电工及能源技术设备、 塑料橡胶机械工业、
工业安全生产及劳动保护用品等

电话: 86鄄24鄄23921795
邮箱: bfexpo@ 126郾 com
网址: gbh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塑料橡胶机械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塑料机械、 橡胶机械、 辅助设备、 原材料、 制品类、 其他

配套等

电话: 86鄄24鄄31881729, 18802470695
邮箱: 2754512706@ qq郾 com
网址: sj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智能制造及工业自动化展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体、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本体、 工业机

器人开发平台与软件技术、 工业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 专业

AGV 小车和无轨导航 AGV 、 智能装备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759
邮箱: 1658781471@ qq郾 com
网址: zdh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汽车保修检测诊断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维修设备、 汽车轮胎相关产品、 汽车轮胎修理设备及

产品、 汽车检测设备、 汽车喷涂设备、 涂料及维修产品、 汽车美

容养护设备及产品、 汽车维修工具、 汽车维修专用机床等

电话: 13804040384
邮箱: 2644127613@ qq郾 com
网址: qb郾 dbwj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电力、 电工及能源技术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输配电设备、 电网自动化设备、 智能电网设备及技术、 节

电及新能源产品、 电力环保技术设备、 电能计量与用电管理、 电

源产品、 电工设备、 LED 光电传输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759
邮箱: 1658781472@ qq郾 com
网址: dl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泵阀、 管道、 清洁设备机电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泵类产品、 阀类产品、 管道类产品、 流体类产品、 机电产

品等

电话: 13804040384
邮箱: 2644127613@ qq郾 com
网址: bf郾 dbwj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电线电缆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沈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沈阳市工商联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电线电缆、 电子线材、 电线电缆设备、 电缆附件、 检测仪

器、 测控技术等

电话: 13804040384
邮箱: 2644127613@ qq郾 com
网址: dxdl郾 dbwj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五金、 紧固件及钉丝网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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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紧固件、 汽车紧固件、 航空航天及军用紧固件、 建筑紧固

件及连接件等

电话: 13804040384
邮箱: 2644127613@ qq郾 com
网址: jgj郾 dbwjz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焊接、 切割、 激光技术及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沈阳市焊接协会、 沈阳市工装模具行业协会、 沈阳市装备

制造业行业协会、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焊接、 切割技术及设备、 电弧焊设备及各种弧焊电源、 电

阻焊设备、 激光打标机、 激光雕刻机、 激光数控机床、 激光热处

理器等

电话: 13804040384
邮箱: 2644127613@ qq郾 com
网址: hj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北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沈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沈阳市工商联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工具五金、 五金机械设备、 焊接切割设备、 建筑五金、 民

用五金等

电话: 86鄄24鄄23974769
邮箱: bfexpo@ 126郾 com
网址: wj郾 bf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九届沈阳国际食品机械、 包装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加工机械、 包装机械、 喷码设备、 配套器材、 包装容

器等

电话: 86鄄24鄄22853303, 13082478844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nsgzl郾 com / index郾 php? id = 147

2018 第十六届沈阳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酒水类、 红酒、 茶叶茶文化、 有机食品、 休闲食品、 粮油、
烘焙等

电话: 86鄄24鄄22853303, 13082478844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gdbtjh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沈阳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进口酒、 出口酒、 高端葡萄酒等

电话: 86鄄24鄄22853303, 13082478844
邮箱: liaonings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nsgzl郾 com / index郾 php? id = 146

2018 第八届沈阳国际房车展暨沈阳露营装备与户外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沈阳中展国际会展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 沈阳中展国际会展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各类房车、 露营设备、 户外家具及休闲用品、 高端产品等

电话: 86鄄24鄄66806671
邮箱: fangchezha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yfcz郾 com

2018 第三届东北亚 (沈阳) 国际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主办: 沈阳科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沈阳科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活体宠物、 宠物电商、 宠物医疗、
水族产品、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24鄄31812780
邮箱: kesen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et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东北亚 (沈阳) 城市环卫、 市政工程设施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沈阳信展会展有限公司、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市政环卫设施、 除雪设备、 城市垃圾处理设施、 市政清洁

设施、 垃圾桶、 市政园林机械设备、 市政移动等

电话: 1509875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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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278281969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nweizlh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4 ~ 2018鄄06鄄19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

公司

承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务车、 汽车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24鄄23188348
传真: 86鄄24鄄23180175
邮箱: autoshenyang1@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shenyang郾 com

2018 第二届东北亚 (沈阳) 国际乐器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5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皇姑区体育会展中心

主办: 辽宁省营口乐器协会

承办: 青岛星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m2

内容: 键盘类、 铜管类、 弦乐类、 打击乐类、 民族乐器、 电声乐

器、 电脑作曲设备、 乐器相关产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4011665, 89565721, 15166682281
邮箱: 87964192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yyqz郾 net

2018 中国 (沈阳) 国际糖酒食品展览会暨高端饮品展

时间: 2018鄄07鄄13 ~ 2018鄄07鄄15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食品、 饮料、 酒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zfb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沈阳国际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8鄄05 ~ 2018鄄08鄄07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辽宁省家具协会、 上

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沈阳家具产业协会、 沈阳公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实木家具、 红木家具、 软体家具、 板式家具、 金属家具、
办公家具、 藤竹家具、 小件家具、 定制家具等

电话: 86鄄24鄄22733381

邮箱: lnsjx@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j999郾 com

2018东北 (沈阳) 国际环卫博览会暨第二届东三省环卫创
新成果交流论坛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4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省市容环卫城管执法协会

承办: 山东科盛会展有限公司、 沈阳科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市政环卫设施、 除雪设备、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清洁

设施、 城市环保、 市政移动设施等

电话: 86鄄531鄄88997150
邮箱: kesen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nweizhan郾 cn

大连市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书画艺术暨珠宝紫砂收藏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1 ~ 2018鄄03鄄05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名人大辞典编制委员会、 中国青年美术家协会、 中国

书画家联谊会、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学会

承办: 大连亚博会展有限公司、 香港艺术收藏杂志社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中国书画、 油画、 雕塑、 工艺美术品、 陶瓷、 水晶制品、
工艺玉器、 宜兴紫砂、 玻璃器皿、 陶艺、 民间艺术品、 文物复仿

制品、 旅游礼品、 民族服饰等

电话: 86鄄411鄄84892695
邮箱: lucklxp@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b鄄hz郾 com / hz_ sh / index郾 html

2018 第十六届全国工艺品、 旅游品、 礼品博览会暨国际珠
宝、 古玩、 书画艺术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2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承办: 大连华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台湾得宝传家珠宝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牙玉石雕、 美术陶瓷、 编织艺品、 五金铁艺、 艺术画类、
金属工艺、 旅游礼品、 水晶制品、 玩具制品等

电话: 86鄄411鄄82811576
传真: 86鄄411鄄82823838
邮箱: dlhyg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zgm鄄group郾 com / news_ detail / newsId = 490郾 html

2018 第二届中国 (大连) 餐饮连锁加盟暨创业项目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佳选中国好食材联盟、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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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中式餐饮、 西式餐饮、 时尚饮品、 特色名吃、 休闲食品、
酒店连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38637
传真: 86鄄411鄄82538650
邮箱: 1504987187@ qq郾 com
网址: dlec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华商国际珠宝玉石博览会暨收藏艺木晶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30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本柱工美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中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钻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祖母绿、 半宝石、 人造玉石、 水

晶、 碧玺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63636
传真: 86鄄411鄄82823838
邮箱: dlzyg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zgm鄄group郾 com / news_ detail / newsId = 491郾 html

2018 第二十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与电力电工、 流体机械与动力传动、 电子工业、
机床及工模具、 五金工具、 焊接切割与热加工、 3d 打印技术与快

速成型、 工业清洁等

电话: 86鄄411鄄82310693
邮箱: fwc_ hz@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lhuazhan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5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辽宁省人民政府

承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30000m2

内容: 软件、 信息服务、 新兴信息技术、 智能应用、 服务外包、
云计算、 物联网、 移动互联、 智能城市、 数字科技等

电话: 86鄄411鄄83629908
邮箱: dongxn@ cisi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sis郾 com郾 cn

2018 大连春季国际茶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工艺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4 ~ 2018鄄06鄄18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星海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星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类、 再生茶类、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
茶叶销售等

电话: 86鄄411鄄84809910
传真: 86鄄411鄄84809695
网址: www郾 dltea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家具 (大连)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实木家具、 软体家具、 板式家居、 红木家具、 全屋定制家

具、 木工机械、 原辅材料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38638
传真: 1017517735@ qq郾 com
邮箱: 86鄄411鄄82538650
网址: dlfur郾 com

2018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家具配件及原辅材料 (大连) 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木材及板材、 木制品、 地板木门、 家具部件、 人造板、 装

饰材料、 五金配件、 胶粘剂与涂料等化工产品、 皮革、 聚氨酯、
阻燃材料、 纺织面料、 装饰配件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38638
传真: 1017517735@ qq郾 com
邮箱: 86鄄411鄄82538650
网址: dlfur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木工机械 (大连)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木材机械设备、 木业成套设备、 营林采伐设备、 人造板机

械、 人造板二次加工设备、 金属家具设备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38638
传真: 1017517735@ qq郾 com
邮箱: 86鄄411鄄82538650
网址: dlfur郾 com

2018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大连建材展)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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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室内装饰协

会、 大连市门窗行业协会

承办: 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窗、 幕墙、 五金及设备、 工程公司、 整体楼梯、 楼梯配

件、 机械展区、 洁具、 陶瓷、 石材、 水泥制品、 铺地材料、 铺装

技术及设备、 橱柜及厨房电器、 配套用品等

电话: 86鄄411鄄 82538637
网址: www郾 dlbuild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9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

行业分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工

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市分会、 大连国际商会展览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 房车、 游艇、 商用车、 叉车等

电话: 86鄄411鄄82532852
传真: autodalian@ 163郾 com
邮箱: 86鄄411鄄82644331
网址: www郾 auto鄄show郾 com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 (大连)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1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6

2018 中国 (大连) 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大连市人民政府

承办: 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各类男装、 女装、 童装、 休闲装、 内衣、 皮草、 家纺流苏、
纺织面辅料、 时尚饰品、 设计师原创作品、 纺织服装机械、 箱包、
鞋帽等

电话: 86鄄411鄄83648710
邮箱: 86鄄411鄄83630787
网址: www郾 cigf郾 net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大连国际海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4 ~ 2018鄄10鄄26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船东协会、 中国造船工程

学会

承办: 大连星海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5000m2

内容: 船舶制造、 船舶修理、 船舶工艺装备及配套、 船艇、 港口

物流、 海洋工程、 海事技术、 海事服务等

电话: 86鄄411鄄66329909
邮箱: qujunlin@ dxce郾 net
网址: www郾 shiptec郾 com郾 cn

2018 大连秋季国际茶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工艺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5 ~ 2018鄄10鄄29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星海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大连星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类、 再生茶类、 茶具产品、 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
茶叶销售等

电话: 86鄄411鄄84809910
传真: 86鄄411鄄84809695
网址: www郾 dltea郾 com郾 cn

锦州市

2018 快乐新春锦州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3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锦州

地点: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承办: 锦州通达世纪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8000m2

内容: 年货食品、 商务礼品、 烟酒糖茶、 精品服装商品等

电话: 86鄄416鄄3795666, 18640679770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04郾 html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锦州) 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30 ~ 2018鄄05鄄03
城市: 锦州

地点: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锦州市人民政府、 辽宁

省服务业委员会

承办: 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 房车、 游艇、 商用车、 叉车等

电话: 400鄄766鄄9898
传真: 86鄄24鄄23180175
邮箱: autoshenyang1@ 126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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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网址: www郾 autoshenyang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锦州) 汽车展览会暨辽西惠民车展

时间: 2018鄄08鄄17 ~ 2018鄄08鄄19
城市: 锦州

地点: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锦州市人民政府、 辽宁

省服务业委员会

承办: 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 房车、 游艇、 商用车、 叉车等

电话: 400鄄766鄄9898
传真: 86鄄24鄄23180175
邮箱: autoshenyang1@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shenyang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锦州) 汽车展览会暨秋季惠民车展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1
城市: 锦州

地点: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锦州市人民政府、 辽宁

省服务业委员会

承办: 辽宁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 房车、 游艇、 商用车、 叉车等

电话: 400鄄766鄄9898
传真: 86鄄24鄄23180175
邮箱: autoshenyang1@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shenyang郾 com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2018 第四届呼和浩特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31 ~ 2018鄄02鄄11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 中国国际商会内蒙古商会、 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承办: 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呼和浩特市贸促会、 呼和浩特日报社、
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亚太东方会展有限公司、 亚泰东

方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年货食品、 商务礼品、 烟酒糖茶、 精品服装商品等

电话: 86鄄471鄄3986786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03郾 html

2018 第二十二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 内蒙古自

治区林业厅

承办: 内蒙古东昭展览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资、 节水灌溉、 农机、 畜牧业、 园林苗木、 农畜产品

展等

电话: 86鄄471鄄5291757
邮箱: nmgnb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mgnbh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内蒙古国际乳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奶业协会、 亚洲牛业协会联合

承办: 内蒙古艾克思博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博朝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乳业时报》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5000m2

内容: 奶牛 (奶羊) 养殖与牧场设备、 乳制品加工技术设备、 乳

制品等

电话: 86鄄471鄄4599484, 13848614948
邮箱: zzd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dairyexpo郾 cn

2018 第十四届内蒙古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食品商会

承办: 内蒙古艾克思博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博朝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食品、 饮品、 粮油及调味品、 各类食材、 食品保鲜及冷冻、
肉制品、 名酒、 酒器、 进口食品、 名茶、 茶具、 添加剂及配料、
食品包装及加工设备、 电商等

电话: 86鄄471鄄4223080
邮箱: 80440205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oodnmg郾 com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建筑节能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室内装饰协会、 内蒙

古自治区建筑门窗幕墙行业商会

承办: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40000m2

内容: 新型建材节能建筑保温系统及材料、 新型内外墙装饰板

材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023
邮箱: 150573016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mgjcz郾 com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建筑节能建材及室内装饰材料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531·



内蒙古自治区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建筑节能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室内装饰协会、 内蒙

古建筑门窗幕墙行业商会、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 呼和浩特市室内装饰协会、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m2

内容: 建筑内外墙保温材料、 建筑保温一体化系统、 新型墙体材

料、 集成建筑及轻钢房屋、 建筑节能解决方案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026
邮箱: nmgjc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mgjc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门窗幕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建筑门窗幕墙行业商会、 内蒙古自治区室内装饰材

料行业协会、 内蒙古建筑节能协会、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

公司

承办: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3000m2

内容: 幕墙系统、 建筑外立面、 门窗幕墙型材、 门窗幕墙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025
邮箱: bjliuchaos@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nmgmc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内蒙古室内供暖系统及建筑新能源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 磐基国际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30000m2

内容: 供热采暖设备、 地面供暖新技术及配套、 锅炉热泵、 自动

化与泵阀管等附配器材、 室内通风系统、 水净化系统、 建筑新能

源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3276024, 83276026
邮箱: 28694540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mnt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内蒙古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承办: 呼和浩特市丰满源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影像设备、 心脑电监护设备、 口腔科设备、 生化及实验室

设备、 辅助设备、 其他设备等

电话: 86鄄471鄄4907730
邮箱: ylqxzh5188@ 126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内蒙古国际风力发电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承办: 北京朗普国际能源咨询中心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风力发电机组、 风电机组配套设备及部件、 服务与咨询等

电话: 86鄄471鄄6239711
网址: www郾 innwind郾 cn

2018 第三届中国内蒙古国际节能环保及绿色科技创新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承办: 北京朗普国际能源咨询中心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节能领域、 环保领域、 锅炉等

电话: 86鄄471鄄6239711
网址: www郾 innhse郾 cn

2018 第三届中国内蒙古国际太阳能及光伏发电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承办: 北京朗普国际能源咨询中心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国内外大型太阳能、 光伏发电企业、 太阳能热发电、 光伏

生产设备、 光伏电池等

电话: 86鄄471鄄6239711
网址: www郾 innsolar郾 cn

2018 第三届中国内蒙古国际智能电网及特高压电网建设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3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承办: 北京朗普国际能源咨询中心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1000m2

内容: 国内外大型电力企业形象与成果展示、 电网自动化技术及

设备、 特高压输配电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471鄄6239711
网址: www郾 inn鄄power郾 com

·631·



青海省

赤峰市

2018 中国国际薯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2
城市: 赤峰

地点: 赤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 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育种及繁育、 生产资料、 设备与技术、 薯类及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9194473
传真: 86鄄10鄄65001257
邮箱: zhaoxuejin@ agri郾 gov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potatoexpo郾 com

鄂尔多斯市

2018 第十三届鄂尔多斯国际煤炭及能源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鄂尔多斯

地点: 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鄂尔多斯市煤炭局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大型能源企业形象与成果展示、 煤层气项目及煤化工园区

展示、 清洁能源高新技术、 大型高产高效及安全生产示范矿井形

象与成果、 煤炭综采机械设备、 煤炭洗选等

电话: 86鄄477鄄8599400
网址: www郾 ceiechina郾 com

呼伦贝尔市

2018 中国 (满洲里) 国际贸易及投资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呼伦贝尔

地点: 满洲里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 满洲里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

贸促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5000m2

内容: 机械、 建材、 汽车、 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4, 18618353515
邮箱: gongxin@ ccoic郾 cn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2018 (第八届) 银川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18鄄01鄄23 ~ 2018鄄02鄄12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银川市商务局宁夏银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食品饮料、 地方特产、 服装服饰、 日用百货等

电话: 86鄄951鄄5675111
网址: www郾 expo鄄nx郾 com / news_ view郾 asp? id = 928&ClassID = 200

2018 第八届中国银川生活用品 (春季) 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4鄄03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旭峰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宁夏旭峰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生活用品等

电话: 86鄄951鄄5675111
网址: www郾 expo鄄nx郾 com / news_ view郾 asp? id = 929&ClassID = 200

2018 宁夏和家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05 ~ 2018鄄04鄄07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夏万家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宁夏万家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951鄄5675111
网址: www郾 expo鄄nx郾 com / news_ view郾 asp? id = 930&ClassID = 200

2018 中国宁夏 (银川) 广告标识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7 ~ 2018鄄04鄄09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0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 展览展示器材、 标识标牌、
广告新媒体、 相关行业协会等

电话: 400鄄878鄄0931, 86鄄931鄄8886011, 15002596589

2018 第十届中国西部 (银川) 房·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5鄄04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 宁夏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乘用车、 商务车等

电话: 86鄄951鄄5675111
网址: www郾 expo鄄nx郾 com / news_ view郾 asp? id = 930&ClassID = 200

青海省
西宁市

2018 青海国际绿色建筑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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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青海西宁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海省建筑节能协会

承办: 新疆国聚大鼎展览有限公司、 河南大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绿色建筑成果、 集成建筑装配式房屋、 新型建筑材料、 新

型门窗幕墙、 绿色室内装饰、 新型供热通风、 新型石材、 加工机

械设备等

电话: 86鄄991鄄3831316
邮箱: 246781621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biexpo郾 com

2018 第四十五届中国青藏 (西宁) 广告标识·LED 照明
及印刷办公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西宁

地点: 青海西宁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2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 展览展示器材、 标识标牌、
广告新媒体、 相关行业协会等

电话: 400鄄878鄄0931
网址: www郾 sanlihuizhan郾 com

山东省

济南市

2018 济南世纪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1鄄06 ~ 2018鄄01鄄0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家师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家师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整体家装、 实木家具、 板式家具、 儿童家具、 墙纸涂料、
窗帘布艺、 家纺软装、 综合建材; 卫浴陶瓷、 卫浴五金、 强化地

板、 橱柜厨电、 家用电器、 家居吊顶等

电话: 4000鄄033鄄037
网址: jiabo365郾 com / jbh / j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山东) 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6 ~ 2018鄄03鄄0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动力机械、 收获机械、 农机运输车辆、 设施农业与光伏农

业、 灌溉设备、 智慧农业装备、 植保机械、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数字化制造装备、 农机配件等

电话: 86鄄531鄄88879922、 88879887
邮箱: 35841486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鄄ame郾 com / shandong /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济南) 国际照明暨 LED 光电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1 ~ 2018鄄03鄄13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照明电器协会、 山东照明学会

承办: 上海汇展商贸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LED 照明产品、 LED 光电及发光产品、 LED 元件及器材等

电话: 86鄄531鄄87961189
邮箱: 284686960@ qq郾 com
网址: led郾 shhz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山东国际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山东省自行车

电动车行业协会、 全国微型电动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承办: 济南世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75000m2

内容: 各种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 摩托三轮车、 燃

油助力车、 特种三轮车、 各种小型电动车、 新能源汽车、 各种电

源、 电机、 控制器、 充电设备、 各种机械加工等

电话: 86鄄531鄄55515612
网址: www郾 weilaiqiche郾 com

2018 山东国际生活用纸及纸制卫生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机械设备展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机械设备展览中心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生活用纸、 妇幼呵护及老人用品、 日化洗涤用品、 生产加

工设备及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8593235 / 48
邮箱: SDSHYZ@ 126郾 COM
网址: paper郾 expoline郾 cn

2018 第三十九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山东) 博览会 (春)
暨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医学会、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医用影像、 体外诊断、 电子、 光学、 急救、 康复护理以及

医疗信息技术等上千种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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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531鄄81219071
邮箱: cmee@ chenghuaex郾 com
网址: www郾 yibohui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微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5 ~ 2018鄄03鄄26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沸点天下网络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沸点天下网络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20000m2

内容: 美容化妆品、 内衣服饰、 营养保健品、 农产品、 婴幼童产

品、 面膜、 酵素、 玛卡、 阿胶、 微店平台、 O2O 服务商、 微运营

服务商、 地方政府移动互联网园区、 微商产业园区等

电话: 86鄄755鄄66624024
网址: www郾 998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济南) 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流体动力传动、 机械传动、 压缩空气技术、 物流与运输系

统等

电话: 86鄄531鄄83532222
网址: www郾 jn鄄ptc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济南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7 ~ 2018鄄03鄄29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机床、 机床功能部件、 工具及附件、 锻压机械、 模具及配

套件等

电话: 400鄄6767鄄200
网址: jinan郾 jnmte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济南) 国际太阳能利用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45000m2

内容: 光伏电池、 光伏相关零部件、 光伏系统工程服务商、 光伏

材料及辅料、 光伏生产设备、 太阳能应用产品、 太阳能整机、 太

阳能配套产品、 净水器产品、 多能互补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8879965, 86512598, 81219053

网址: www郾 solar361郾 com

2018 第六届山东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机械设备展览中心

主办: 济南弘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弘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3000m2

内容: 键盘类、 铜管类、 弦乐类、 打击乐类、 民族乐器、 电声乐

器、 电脑作曲设备、 乐器相关产品等

电话: 13325108165, 13356692037
邮箱: 254925242@ qq郾 com
网址: jnmhhz郾 cn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 (济南) 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山东建材工业协会、 海名国

际会展集团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整体橱 (衣) 柜、 移门、 装饰艺术玻璃、 集成家居、 家居

五金配件、 壁纸、 墙纸生产及辅料、 布艺、 地毯、 窗饰产品、 窗

饰配件、 家居饰品、 硅藻泥装饰壁材等

电话: 86鄄531鄄55562186
邮箱: 27828430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zs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山东国际水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家用电器协会家用水处理设备专委会

承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m2

内容: 膜与水处理、 末端净水、 污水处理、 管泵阀、 空气净化等

电话: 86鄄531鄄83532222
邮箱: 12402676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jn鄄water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山东国际供热供暖、 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
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燃气热力协会、 山东省城市经济学会集中供热分会

承办: 山东省燃气热力协会、 山东省城市经济学会集中供热分会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5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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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锅炉与壁挂炉产品和技术、 采暖散热器及配套产品和技术、
空气源热泵、 地源、 水源热泵热水机产品和技术、 计量与热交换

及配套件产品和技术、 地暖与电采暖产品和技术等

电话: 86鄄531鄄83532222鄄21
网址: www郾 sd鄄nuantong郾 com

2018 第三十五届中国 (济南) 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大医美整形美容、 减肥健康养生

保健、 口腔美容、 沐浴洗浴、 微电商等

电话: 86鄄531鄄68880022
邮箱: moboliqi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济南国际公共安全防范产品暨警用装备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8 ~ 2018鄄05鄄10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公安厅

承办: 上海汇展商贸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2000m2

内容: 安全防护用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7961189
邮箱: 2846869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hhz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山东)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暨第五届
(北方) 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3 ~ 2018鄄05鄄15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市水族协会等

承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45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水族产品、 宠物医疗、 鸟类用品、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58563132
邮箱: sdhchzvip@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dcs鄄fair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全国食品博览会暨糖酒商品交易会 (济南)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

东省委员会、 济南市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8000m2

内容: 食品、 酒水、 饮料、 乳制品、 粮油及调味品、 海洋食品及

水产品、 名优特色产品及农副产品、 食品机械、 食品添加剂及配

料、 食品保鲜及冷冻等

电话: 86鄄531鄄82350000
邮箱: zhongmao999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zmqgsp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山东) 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0 ~ 2018鄄05鄄22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

东省委员会、 济南市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餐饮食材、 餐饮调味品、 餐饮厨房设备、 餐饮加盟、 餐饮

相关餐厅设备等

电话: 86鄄531鄄82350000

2018第十二届中国 (济南)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六届茶
文化节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5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0

2018 山东 (济南) 国际旅游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市人民政府、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境内外旅游局、 旅游机构、 旅行社、 旅游电商、 个性化旅

游定制、 景区、 景点、 主题公园、 旅游装备、 旅游商品、 游艇等

装备、 乡村旅游、 工业旅游、 文化旅游等

电话: 86鄄531鄄88757973
邮箱: citf@ chenghuaex郾 com
网址: www郾 citf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教育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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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 国家教育信息化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 山东省校企合作促进会

承办: 那鸿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立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智慧教育系统解决方案、 教学互动设备及解决方案、 在线

课堂及远程教育解决平台、 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技术装备、 幼儿

教育用品及设施、 平安校园建设及后勤装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4908699
邮箱: liwenexpo@ yeah郾 net
网址: www郾 eduy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 (济南) 国际幼教用品及孕婴童产业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8 ~ 2018鄄06鄄10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智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5000m2

内容: 幼儿园智慧教育、 幼儿园配套设施、 幼儿园装修设计、 幼

教用品、 益智玩具、 早教加盟、 尿不湿、 纸质用品、 奶粉辅食、
儿童食品、 奶瓶、 哺育用品、 婴装等

电话: 86鄄531鄄83175588
邮箱: 12048006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pe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 (山东) 国际消防安全技术与应急救援设
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消防协会、 山东省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承办: 济南艾克贝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3600m2

内容: 消防产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8558722
邮箱: sdxfbl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fblh郾 com

2018 齐鲁购车节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6鄄16 ~ 2018鄄06鄄1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4100m2

内容: 汽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中国北方文化产品交易会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4100m2

内容: 红木、 珠宝、 工艺品等

电话: 13805319140
邮箱: 3401437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齐鲁购车节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7鄄14 ~ 2018鄄07鄄15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9000m2

内容: 汽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第九届全国礼仪庆典用品交易会暨婚博会

时间: 2018鄄07鄄28 ~ 2018鄄07鄄30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婚礼庆典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汇展商贸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面积: 16000m2

内容: 婚庆用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7961189
邮箱: 2846869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hhz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济南金诺国际家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20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市人民政府

承办: 济南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8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民用家具、 办公家具、 户外家具、 古典家具、 原辅材料及

配件、 木工机械、 家居饰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3532222
邮箱: 41302578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jn鄄ff郾 com

2018 齐鲁秋季汽车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06 ~ 2018鄄09鄄09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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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7300m2

内容: 汽车、 装饰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75000m2

内容: 文改革发展成果等

电话: 15905316843
邮箱: 36468755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cif郾 com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分会场 -北方茶业博览交
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4100m2

内容: 茶叶、 紫砂等

电话: 18615556688
邮箱: 15864519930@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中国 (济南) 美食节暨餐饮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餐饮食材、 速冻食品、 火锅食材、 配餐调料、 农产品、 饮

品、 食品机械等

电话: 18963097160
邮箱: 194314671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fce郾 com

2018 第二届世界教育日大会

时间: 2018鄄09鄄28 ~ 2018鄄09鄄30
城市: 济南

主办: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知识社会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亚洲

教育北京论坛、 北京环球英才交流促进会

承办: 百奥泰国际会议 (大连) 有限公司、 海龙国际教育创新研

究院、 百年育才 (北京) 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嘉汇教育集团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智慧教育系统、 教学互动设备、 在线课堂及远程教育、 基

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技术装备等

电话: 86鄄411鄄84575669, 13478448909
传真: 86鄄411鄄84796897
邮箱: kira@ bitconferences郾 cn
网址: www郾 worldeduday郾 org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济南) 国际信息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市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 智慧能源、 网络安全等

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应用等

电话: 86鄄531鄄88879907
邮箱: itexpo@ chenghuaex郾 com
网址: www郾 itexpogov郾 cn

2018 齐鲁购车节 (第三期)

时间: 2018鄄10鄄13 ~ 2018鄄10鄄14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9000m2

内容: 汽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2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山东省文联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4100m2

内容: 书画、 文房四宝等

电话: 13806412601
邮箱: 61660883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第三十六届中国 (济南) 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5 ~ 2018鄄11鄄0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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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大医美整形美容、 减肥健康养生

保健、 口腔美容、 沐浴洗浴、 微电商等

电话: 86鄄531鄄68880022
邮箱: moboliqi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2018 齐鲁购车节 (第四期)

时间: 2018鄄11鄄10 ~ 2018鄄11鄄11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9000m2

内容: 汽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济南岁末精品车展

时间: 2018鄄12鄄07 ~ 2018鄄12鄄09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4100m2

内容: 汽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中国北方文化产品交易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12鄄14 ~ 2018鄄12鄄1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4100m2

内容: 红木、 珠宝、 工艺品等

电话: 13805319140
邮箱: 34014377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山东国际教育展秋季场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m2

内容: 出国留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2018 山东国际教育展夏季场

时间: 2018鄄6 月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

主办: 齐鲁晚报

承办: 山东齐鲁晚报、 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m2

内容: 出国留学等

电话: 18764031828
邮箱: 59322418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yice郾 com

东营市

2018 第二届中国人民保险暨砖头汽车东营汽车电商购车节

时间: 2018鄄01鄄13 ~ 2018鄄01鄄14
城市: 东营

地点: 东营仁合国际汽车城

承办: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整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9028鄄133
网址: dongying郾 ztvcar郾 com / PC2017 / Index74郾 html

2018 第九届中国 (广饶) 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5 ~ 2018鄄05鄄17
城市: 东营

地点: 广饶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山东省贸促会、 东营市人民政府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43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各种轮胎、 车轮、 机械设备、 原辅材料、 汽保产品、 汽车

配件、 制造技术、 翻新设备等

电话: 86鄄546鄄7799666, 7799667
邮箱: 2258934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gr郾 gov郾 cn

2018 中国 (东营) 国际石油化工暨油品贸易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东营

地点: 东营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化工学会

承办: 山东省贸促会、 东营市人民政府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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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油品贸易与石化产品、 石化装备、 化工物流与装备、 化工

环保技术及设备、 化工安全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15308116430
邮箱: 1562769146@ qq郾 com

2018 中国 (东营) 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东营

地点: 东营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东营市人民政府、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4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石油装备、 石油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55, 58236588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dype郾 com郾 cn

2018 黄河三角洲 (中国垦利) 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东营

地点: 黄河口经贸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山东省农业厅、 山东省科技厅、 中国国际商会山东省商会、
东营市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生态农业、 特色农产品、 生态农产品、 绿色农产品、 有机

农产品、 有机食品、 现代农业科技、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电商等

电话: 86鄄546鄄2568809, 15910536747
邮箱: niuliangliang@ ccpit郾 org

菏泽市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菏泽) 国际农资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菏泽

地点: 菏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菏泽市贸易促进委员会、 菏泽市农业局、 菏泽市供销社、
菏泽市商务局

承办: 中融商汇 (北京)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m2

内容: 化肥、 农药、 种子、 苗木、 畜牧等

电话: 15063337999
邮箱: yangliu181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znzjyh郾 com

临沂市

2018 临沂首届车房生活大展暨临沂广电融媒资源共享大会

时间: 2018鄄01鄄13 ~ 2018鄄01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临沂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

承办: 临沂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房产、 家用轿车等

电话: 86鄄539鄄2952110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临沂) 年货精品展销会

时间: 2018鄄02鄄01 ~ 2018鄄02鄄05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广电会展联盟

承办: 临沂福瑞德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全国名优特产品、 国外及港澳台产品、 酒水副食、 色农产

品、 工艺礼品珠宝、 精品服饰、 国际美食等

电话: 86鄄539鄄5727288, 18853917606
网址: www郾 nianhuo315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 (临沂) 太阳能·净水机春季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5 ~ 2018鄄03鄄0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隆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威海隆达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5000m2

内容: 太阳能热水设备、 家用净水机、 太阳能光伏、 空气能产品、
水暖及采暖设备等

电话: 86鄄631鄄5867586
邮箱: 1443492618@ qq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临沂)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与用品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2 ~ 2018鄄03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临沂市园林局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m2

内容: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 园艺工具与用品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临沂) 农业机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2 ~ 2018鄄03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临沂市农机局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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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m2

内容: 农业机械、 植保机械及相关配件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临沂) 植保机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2 ~ 2018鄄03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临沂市农机局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植保机械及相关配件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临沂) 农资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2 ~ 2018鄄03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m2

内容: 肥料、 种子、 农药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鲁南 (临沂) 汽车博览会暨山东广电放心车展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润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国家规定的乘用车等

电话: 86鄄531鄄82958801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玩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临沂工商联玩具和婴童用品商会、 山东万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承办: 临沂万魅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玩具、 玩具模型、 玩具辅料、 配件等

电话: 18263915111
邮箱: tiptop2016@ 163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胶带机械辅料展销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临沂市招商局、 临沂市商务局

承办: 临沂新欧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bopp 胶带、 胶带机械、 胶带辅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5563888

2018 第二届临沂家装采购节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徐州启鲁信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饰公司、 软装公司、 地板、 家纺布艺等

电话: 13705392203

2018 中国 (临沂) 印刷包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6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鹏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印刷设备、 包装设备等

电话: 18612539961
邮箱: service@ 959郾 cn

2018 第七届中国 (临沂) 小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货满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41000m2

内容: 日用百货, 家居用品, 家用塑料制品、 陶瓷制品、 玻璃制

品, 清洁用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2191988
网址: www郾 huomantang郾 com / news / wangzhangonggao / 158郾 html

2018 第十七届中国 (临沂) 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网址: www郾 caatf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汽车配件展览会 (3 月)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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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配件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网址: www郾 caatf郾 com

2018 第三届临沂艺术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主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珠宝、 工艺陶瓷、 根雕、 红木家具、 书画、 古玩、 玉器、
收藏品等

电话: 18953219819
网址: www郾 qdhaizhixing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第十五届兔业发展大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鑫瑞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兔业笼具、 机械、 饲料、 疫苗、 兔加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7822689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临沂) 春季车展

时间: 2018鄄04鄄06 ~ 2018鄄04鄄0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大川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新车、 二手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86鄄539鄄8966197, 15305395567

2018 第六届兰陵 (苍山) 蔬菜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5鄄12
城市: 临沂

地点: 兰陵农展中心

承办: 临沂市商务局、 临沂市农委、 临沂市科技局、 临沂市供销

社、 临沂市旅发委、 临沂市质监局、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上海蔬菜 (集团) 有限公司、 兰陵县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蔬菜博览会及农产品有机可追溯高端论坛、 高层次人才研

讨论坛、 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及招商引资、 文化交流、 旅游观

光、 商务洽谈等

电话: 86鄄539鄄5369166
网址: www郾 cscbh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软装饰品暨遮阳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海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纺布艺、 智能遮阳、 墙纸墙布、 家居装饰用品、 家饰摆

件、 窗饰辅料、 灯具等家居软装题材

电话: 86鄄539鄄7335909

2018 中国 (临沂) 餐具杯壶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云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餐具、 烤盘酒具、 餐布、 餐垫 、 果篮、 果盘、 餐桌、 餐具

清洗用品、 杯壶、 饮水机、 杯壶生产及涂装设备等

电话: 18264958999

2018 第十五届格益中国 (临沂) 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及零
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商务厅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0000m2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185
邮箱: geyiguojihuizh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yddcz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北方) 灯饰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建材联合会、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工商局、 山东省贸促会、
临沂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家用电器、 厨房卫浴、 灯饰照明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588
网址: www郾 lyjbh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北方) 家用电器厨房卫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建材联合会、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工商局、 山东省贸促会、
临沂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家用电器、 厨房卫浴、 灯饰照明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588
网址: www郾 lyjbh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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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全屋定制精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60000m2

内容: 全屋定制、 整木家装、 家具机械、 木工机械及配件、 智能

家居、 原辅材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网址: www郾 lyjjz365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春季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房产家装、 卫浴陶瓷、 橱柜厨电、 装饰材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2970777

2018 中国 (临沂) 食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

承办: 临沂市食品焙烤糖制品工业协会、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休闲食品及饮品、 焙烤糖制品、 农副制品、 食品配料与调

味品、 食品包装及设备等

电话: 15689567826
网址: www郾 geyisp郾 com

2018 第五届临沂资本交易大会暨金融创新产品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广播电视报业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银行、 小额担保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保险服务展示

电话: 13905396109

2018 第十届山东省畜牧业暨饲料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新现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饲料、 兽药、 养殖设备、 环保设备、 宠物饲料、 宠物美发、
宠物食品、 宠物用具、 水族用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7205858
邮箱: 2307358979@ qq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远通五一车展

时间: 2018鄄04鄄29 ~ 2018鄄05鄄03
城市: 临沂

地点: 远通汽车超市

承办: 山东联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二手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工业电器及润滑油应用技术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市泳皓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建筑电器、 工业电器、 电线电缆、 线材设备, 润滑油、 添

加剂、 基础油、 金属切削液、 相关仪器

电话: 86鄄539鄄2930682
邮箱: 1580380207@ qq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房产建筑装饰材料 (春季) 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市泳皓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房产、 建筑建材、 装饰材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2930682
邮箱: 1580380207@ qq郾 com

2018 平邑县远通车展

时间: 2018鄄05鄄01 ~ 2018鄄05鄄01
城市: 临沂

地点: 平邑县远通汽贸广场

承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第十一届临沂广告耗材设备及 LED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2 ~ 2018鄄05鄄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批发商联合会广告材料商会、 临沂国际广告材料

市场

承办: 临沂鹏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00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及物料、 户内外广告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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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系统、 展览展示器材、 新媒体技术设备、 数字标牌、 触摸查

询产品等

电话: 18612539961
邮箱: service@ 959郾 cn

2018 中国 (临沂) 国际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展览会暨环保
产业大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新风系统、 净化产品、 环保产品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国际制冷、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30000m2

内容: 制冷设备、 空调设备、 通风设备、 冷链设备以及相关安装

材料、 工具和设备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冬宝服装食品购物节 (第一届)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北京冬宝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服装服饰、 床上用品、 日用百货、 土特产品等

电话: 13093829966

2018 第八届中国 (费县) 国际赏石旅游文化节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6鄄05
城市: 临沂

地点: 费县中华奇石城

主办: 中国观赏石协会

承办: 山东银光集团、 临沂金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华奇石城

管理办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各类观赏石、 矿物晶体、 根雕、 玉雕、 书画、 文房四宝、
工艺美术品、 收藏品、 花木盆景、 古玩等

电话: 86鄄539鄄8966448

2018 中国 (北方) 酒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厨具业商会、 临沂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临沂临商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酒店厨房餐饮设备、 机械制造设备、 酒店用品、 客房配套

电器、 钛金及大堂用品、 清洁及洗衣设备

电话: 86鄄539鄄7292707, 13285398178
邮箱: 1175416520@ qq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临沂塑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济南恒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塑料机械、 塑料制品、 塑料模具、 塑料原料、 塑料印刷、
塑料包装等

电话: 86鄄531鄄85880252, 18866915966
邮箱: zq207374@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jnhengzhan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临沂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临沂市委员会

承办: 济南恒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自动化、 工程机械等

电话: 86鄄531鄄85880252, 18866915966
邮箱: zq207374@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jnhengzhan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临沂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茗茶、 紫砂、 茶具、 陶瓷、 根雕、 红木家具、 书画、 古玩、
玉器、 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3939208, 18561350756
邮箱: qdhaizhixing@ 163郾 com

2018 首届临沂佛事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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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佛像、 佛具、 香、 宫庙用品、 僧服、 书画音像、 素食产品、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3939208, 18561350756
邮箱: qdhaizhixing@ 163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汽车保修检测诊断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维修设备、 底盘、 车身、 电子及电器、 车漆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036

2018 第七届格益中国 (临沂) 国际五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智能装备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

临沂商会、 山东省五金机电商会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m2

内容: 五金工具、 园林工具及机械、 焊接与切割设备、 机械设备、
五金劳保、 五金制品、 五金行业刊物、 网站、 协会、 五金机电城、
五金市场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181
网址: www郾 geyiwj郾 com

2018 鲁南 (临沂) 汽车博览会暨山东广电放心车展 (第二
期)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润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国家规定的乘用车等

电话: 86鄄531鄄82958801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门业博览会暨第一届移门及铝型
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8 ~ 2018鄄06鄄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一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业、 门配、 门窗机械、 门窗五金、 移门、 型材等

电话: 86鄄539鄄8170508, 13105396926
邮箱: qilumenchuang@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menchuangzhan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临沂康复用品及健身器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30 ~ 2018鄄07鄄0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隆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康复医疗设备、 康复按摩器材、 商用 / 家用健身器材及运动

设施等

电话: 86鄄631鄄5867586

2018 第二届临沂旅游文化节暨旅游文化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6 ~ 2018鄄07鄄0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广播电视报业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景区、 旅行社、 酒店等

电话: 86鄄539鄄2953501

2018 郯城县车展

时间: 2018鄄07鄄15 ~ 2018鄄07鄄15
城市: 临沂

地点: 郯城县人民广场

承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中国 (临沂) 花生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鱼得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花生机械等

电话: 86鄄532鄄86532967, 13780617675
邮箱: 1191777019@ qq郾 com

2018 中国 (北方) 医药暨医疗器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1 ~ 2018鄄08鄄1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云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中药饮片、 中药材、 药品、 中医药养生保健、 中医特色诊

疗及中医药设备、 生物技术与创新、 成人用品、 药妆及日用产品、
医药制剂包装设备、 医学影像设备等

电话: 18264958999

2018鲁南 (临沂) 汽车博览会暨山东广电放心车展 (第三
期)

时间: 2018鄄08鄄17 ~ 2018鄄08鄄1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润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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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00鄄099鄄7600

2018 中国 (临沂) 糖酒食品交易会暨食品饮料中秋订货会

时间: 2018鄄08鄄17 ~ 2018鄄08鄄1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巨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酒水、 饮料、 副食品等

电话: 86鄄531鄄88983453, 18766163383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临沂) 秋季车展

时间: 2018鄄08鄄18 ~ 2018鄄08鄄1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大川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二手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86鄄539鄄8966197, 15305395567

2018 第二届临沂新汽车生活方式展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汽车金融服务、 汽车分时租赁及

户外旅游用品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第四届中国临沂暖通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6 ~ 2018鄄08鄄2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隆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水暖洁具、 采暖设备等

电话: 86鄄631鄄5867586

2018 中国 (临沂) 文房四宝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笔、 墨、 纸、 砚等

电话: 86鄄539鄄2146555

2018 中国 (临沂) 秋季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房产家装、 卫浴陶瓷、 橱柜厨电、 装饰材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2146555

2018 第五届 “羲之故里冶 文化产品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01 ~ 2018鄄09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市广播电视台、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文创产品、 文化艺术精品、 字画等

电话: 86鄄539鄄2146555

2018 中国 (临沂) 木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2 ~ 2018鄄09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合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人造板、 木业机械等

电话: 86鄄539鄄5326198
邮箱: 799403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mbh郾 net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餐具杯壶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7 ~ 2018鄄09鄄0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云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餐具、 烤盘酒具、 餐布、 餐垫 、 果篮、 果盘、 杯壶、 饮水

机、 杯壶生产及涂装设备等

电话: 18264958999

2018 中国 (山东) 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优质农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食品加工机械等

电话: 86鄄539鄄2146555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临沂) 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2018 中国 (临沂) 汽车配件展览会 (9 月)

时间: 2018鄄09鄄08 ~ 2018鄄09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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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配件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物流装备与交通运输系统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m2

内容: 物流搬运设备及配件、 仓储与车间物流设备包装、 电子商

务物流与供应链、 物流装载技术、 生鲜冷链物流、 物流服务、 新

能源物流车产业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方) 灯饰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灯饰照明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北方) 家用电器厨房卫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金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家用电器、 厨房卫浴等

电话: 86鄄532鄄68698123

2018 第九届临沂国际商贸物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商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物流搬运设备及配件、 仓储与车间物流设备包装、 电子商

务物流与供应链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021
网址: www郾 zglyfair郾 com

2018 中国临沂进口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商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进口商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021

2018 中国 (临沂) 劳保防护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防护用品、 职业服装及材料、 安全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2018 第六十七届秋季全国五金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五金工具、 机电设备、 五金制品、 园林植保机械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网址: www郾 china5jin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格益中国 (临沂) 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及零
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及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036

2018 中国 (临沂) 第十六届兔业发展大会

时间: 2018鄄09鄄29 ~ 2018鄄09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鑫瑞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兔业笼具、 机械、 饲料、 疫苗、 兔加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7822689

2018 冬宝服装食品购物节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9鄄30 ~ 2018鄄10鄄1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北京冬宝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食品饮料、 服装服饰、 日用百货等

电话: 1309382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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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房产建筑装饰材料 (秋季) 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临沂市泳皓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房产、 建筑建材、 装饰材料等

电话: 86鄄539鄄2930682, 18669686688
邮箱: 1580380207@ qq郾 com

2018 郯城县国庆车展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1
城市: 临沂

地点: 郯城远通汽贸城

承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二手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第二十届远通国庆车展

时间: 2018鄄10鄄01 ~ 2018鄄10鄄07
城市: 临沂

地点: 远通汽车超市

承办: 山东联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二手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第八届中国 (临沂) 小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0 ~ 2018鄄10鄄1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货满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日用百货, 家居用品, 家用塑料制品、 陶瓷制品、 玻璃制

品, 清洁用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2191988

2018 首届中国 (临沂) 文体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0 ~ 2018鄄10鄄1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货满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文体用品等

电话: 86鄄539鄄2191988

2018 首届中国临沂玻璃器皿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0 ~ 2018鄄10鄄1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货满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玻璃器皿等

电话: 86鄄539鄄2191988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建筑陶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海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陶瓷墙砖、 地面砖、 背景墙、 厨房卫浴、 美缝剂、 五金配

件等

电话: 86鄄539鄄7335909

2018 第四届中国 (临沂) 新型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及墙材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海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全铝家居、 天花吊顶、 家居饰品、 墙体装饰、 建筑节能与

新型建材、 石材、 釉面砖、 硅藻泥、 液体壁纸、 墙纸墙布、 涂料、
环保墙板等

电话: 86鄄539鄄7335909

2018 第十二届临沂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2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茗茶、 紫砂、 茶具、 陶瓷、 根雕、 红木家具、 书画、 古玩、
玉器、 收藏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3939208
邮箱: qdhaizhixing@ 163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临沂广告耗材设备及 LED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1 ~ 2018鄄10鄄2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鹏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耗材设备及 LED 等

电话: 18612539961
邮箱: service@ 959郾 cn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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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养生器材、 健康理疗产品、 保健食品、 养生文化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2018 第四届中国 (临沂) 门业博览会暨第二届移门及铝型
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7 ~ 2018鄄10鄄2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沂一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业、 门配、 门窗机械、 五金、 移门、 型材等

电话: 86鄄539鄄8170508, 13105396926
邮箱: qilumenchuang@ 163郾 com

2018 中国粮油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2 ~ 2018鄄11鄄0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粮油产品、 粮油加工设备、 仓储流通设备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临沂) 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济南恒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 自动化、 工程机械等

电话: 86鄄531鄄85880252, 18866915966
邮箱: zq207374@ 126郾 com

2018 中国 (临沂) 首届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暨消防产
品与应急救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9 ~ 2018鄄11鄄11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徐州启鲁信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视频监控设备、 报警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等

电话: 13705392203

2018 第二届中国食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1 ~ 2018鄄11鄄1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休闲食品及饮品、 焙烤糖制品、 农副制品、 食品配料与调

味品、 食品包装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185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临沂) 植保机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业机械、 植保机械集相关配件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临沂)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与用品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临沂市园林局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m2

内容: 苗木花卉、 园林机械、 园艺工具与用品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临沂) 农资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m2

内容: 肥料、 种子、 农药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临沂) 农业机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临沂市农机局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m2

内容: 农业机械、 植保机械集相关配件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不锈钢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2 ~ 2018鄄11鄄2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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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管材、 生活工具、 装饰不锈钢定制、 不锈钢工业化工制品、
不锈钢板材、 生产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539鄄2650185

2018 第二届中国 (临沂) 国际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展览会
暨环保产业大会

时间: 2018鄄11鄄28 ~ 2018鄄11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新风系统、 净化产品、 环保产品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临沂) 国际制冷、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8 ~ 2018鄄11鄄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贸促会

承办: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40000m2

内容: 制冷设备、 空调设备、 通风设备、 冷链设备以及相关安装

材料、 工具和设备等

电话: 13954479879
邮箱: 7429081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ybeige郾 com

2018 第四届临沂艺术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30 ~ 2018鄄12鄄03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商城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紫砂、 茶具、 陶瓷、 根雕、 红木家具、 书画、 古玩、 玉器、
收藏品等

电话: 18953219819

2018 第三届临沂新汽车生活方式展

时间: 2018鄄12鄄22 ~ 2018鄄12鄄2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符合国家规定的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6699鄄539

2018 中国旅游装备及旅游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旅游装备、 户外用品、 旅游商品、 旅游景点等

电话: 86鄄539鄄3116789

2018 第五届郯城银杏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郯城新村银杏会展中心

主办: 临沂市商务局、 临沂市林业局、 临沂市旅发委、 郯城县人

民政府

承办: 郯城县宣传部、 郯城县文广新局、 郯城县商务局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银杏系列产品、 设备展示交易

电话: 13954990119

2018 第五届中国 (临沭) 柳编产业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沭县会展中心

承办: 临沭县柳编工艺品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柳编产品展示交易

邮箱: 157682501@ qq郾 com

2018 第二届临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6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市孔子广场

承办: 罗庄区盛庄街道十里堡社区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非物质展示、 交易、 宣传等

电话: 86鄄539鄄8468809

2018 蒙阴县蜜桃产业博览会暨 “蜜桃网络文化节冶

时间: 2018鄄7 月 ~ 2018鄄8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沂蒙商城农产品交易中心

承办: 蒙阴县果业协会、 蒙阴县电商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赛桃会, 桃产业交易会, 农超对接、 蜜桃销售对接洽谈会,
电商产业交易会暨电商文化节等

电话: 86鄄539鄄4802856
邮箱: 7146166@ 163郾 com

2018 山东省教育装备展示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山东省教育技术装备协会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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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531鄄88558622
邮箱: jyzbblh@ 163郾 com

青岛市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青岛) 国际医疗器械暨医院采购大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

委员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诊断治疗设备、 生化、 分析设备、 物理康复设备、 数字化

设备、 病房护理设备、 医院建筑设计、 医用耗材、 救护车、 口腔

设备器材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8653
邮箱: shichangbu@ qdhaim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hmed365郾 com

2018 第三届中国 (青岛) 国际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m2

内容: 养老机构、 养老宜居建筑、 养老信息化智能化平台、 老年

文化旅游服务、 养老服务人才培训、 老年金融服务、 老年养生保

健食品、 可穿戴医疗设备、 康复辅助器具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health郾 hmed365郾 com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8800m2

内容: 保健 (功能) 产品、 营养健康食品、 天然滋补类产品、 中

华中药养生产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www郾 qdyingyang郾 com

中国青岛国际茶文化博览会暨紫砂艺术展

时间: 2018鄄07鄄13 ~ 2018鄄07鄄16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国展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中国国际石材 (北方) 博览会暨第十二届青岛国际石
材展

时间: 2018鄄07鄄16 ~ 2018鄄07鄄1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石材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材分

会、 山东省石材行业协会、 海展集团

承办: 青岛北方石博会有限公司、 青岛海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人造石及新型石材、 石雕石刻艺术石材、 石材机械机、 加

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532鄄80791051
网址: stoneqd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 (青岛)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2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联合会、 山东省食品工业办公室、 山东

省食品工业协会、 山东省食品添加剂专业委员会

承办: 青岛蓝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3700m2

内容: 食品加工机械、 包装机械、 包装材料及制品、 辅助生产、
设备、 食品管理和服务系统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2950
邮箱: qd鄄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m鄄nc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青岛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2 ~ 2018鄄08鄄06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山东省自动化学会、 山东省物联网

协会、 山东省电子学会、 山东省计算机学会、 山东省机器人研

究会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控制技术、 电气传动、 机器人技术、 工业自

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仪器仪表及测试测量技术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01
邮箱: 162585512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d鄄yiqi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青岛国际机床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2 ~ 2018鄄08鄄06
城市: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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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机床、 机床功能部件、 工具及附件、 锻压机械、 模具及配

套件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36
邮箱: jcz@ china鄄jinnuo郾 com
网址: www郾 jch鄄mj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 (青岛) 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2 ~ 2018鄄08鄄06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青岛市食品工业协会、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包装、 加工、 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01
邮箱: zangyh6699@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spjx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届青岛 (中国) 塑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2 ~ 2018鄄08鄄04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商会机

械行业商会、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5000m2

内容: 挤出机及挤出生产线、 注塑机、 辅助设备、 吹塑机、 吹膜、
制袋设备、 化工及原材料, 辅料、 修饰, 装潢, 印刷及印标机械

及设备、 半制成品、 预加工, 回收利用机械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01
邮箱: wfei622@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sujiao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青岛)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2 ~ 2018鄄08鄄04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5000m2

内容: 门业、 整体家居、 门窗、 软装、 厨卫、 木制品、 化学建材、
智能家居等

电话: 15098759387
邮箱: 278281969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zs鄄china郾 com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8鄄09 ~ 2018鄄08鄄12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8800m2

内容: 名贵珠宝、 翡翠、 钻石、 娱乐试听、 休闲健身会所、 私人

会所、 马术、 游艇俱乐部、 高端养生保健、 高档酒类、 雪茄、 烟

具、 皮具、 饰物、 钟表、 时尚设计、 奢侈品包装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青岛国际玉石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博泰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2 ~ 2018鄄09鄄14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青岛市人民政府

承办: 青岛欧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m2

内容: 海洋科技新成果、 新技术、 海洋工程装备、 仪器设备、 海

洋服务、 咨询、 海水综合利用等

电话: 86鄄532鄄67720073
邮箱: 1596322087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ost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09鄄12 ~ 2018鄄09鄄1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承办: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青岛嘉路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用车、 电动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5893137
网址: a郾 autoqingdao郾 com / index郾 html

青岛世纪家博会 (9 月展)

时间: 2018鄄09鄄21 ~ 2018鄄09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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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家师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国际汽车嘉年华 (山东·即墨)

时间: 2018鄄10鄄17 ~ 2018鄄10鄄22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汽

车行业商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即墨市支会、 青岛新南国际博览

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润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用车、 电动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58001
网址: sd鄄autoshow郾 com

2018 第三十四届中国 (青岛) 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0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青岛市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承办: 山东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大医美整形美容、 减肥健康养生

保健、 口腔美容、 沐浴洗浴、 微电商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7077
邮箱: moboliqi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青岛)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0鄄19 ~ 2018鄄10鄄22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8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 (秋季) 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
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0000m2

内容: 名贵珠宝、 翡翠、 钻石、 娱乐试听、 休闲健身会所、 私人

会所、 马术、 游艇俱乐部、 高端养生保健、 高档酒类、 雪茄、 烟

具、 皮具、 饰物、 钟表、 时尚设计、 奢侈品包装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中国保密技术交流大会暨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2
城市: 青岛

主办: 青岛市保密协会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保密产品、 保密技术等

电话: 86鄄532鄄85913196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7 ~ 2018鄄11鄄0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水产品、 食品、 甲壳类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9194628
邮箱: jeff@ agri郾 gov郾 cn
网址: seafare郾 com郾 cn

青岛世纪家博会 (11 月展)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家师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秋季青岛国际民博会

时间: 2018鄄11鄄23 ~ 2018鄄11鄄26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博泰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山东汽车交易会

时间: 2018鄄12鄄06 ~ 2018鄄12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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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中国青岛面辅料纱线采购交易会暨青岛纺织服装出口交易
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中国青岛跨国采购洽谈会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青岛国际海洋技术展与工程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西海岸新区

主办: 励展集团

行业: 机械工业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山

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 青岛环球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智能家居、 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安防、 电子、 LED 照明、
虚拟现实智能硬件、 3D 打印及智能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853669
网址: www郾 sinoces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海博览会暨中国 (青岛) 船艇展

时间: 2018鄄8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 青岛旅游集团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帆船及游艇、 水上运动、 水上休闲器材及装备、 船用材料

及配件、 码头装备及船艇服务等

电话: 86鄄532鄄83861507, 83892395
邮箱: expo@ cited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boatsexpo郾 com

中国青岛面辅料纱线采购交易会暨青岛纺织服装出口交易
会 (春季)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中国青岛跨国采购洽谈会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春季)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第十届青岛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山

东商会、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青岛

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青岛市皮革行业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数码印刷设备、 印刷材料、 针织设备、 纺机设备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网址: www郾 tex532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缝制智能制造 (青岛) 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山

东商会、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青岛

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青岛市皮革行业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设计系统、 家用缝纫机、 测量设备、 刺绣设备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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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fabricexpo@ qdhaim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qdisew郾 com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山

东商会、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休闲装面料、 泳装面料、 女装面料、 辅料、 纱线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邮箱: mlz@ qdhaim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hmintertextil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山东) 国际纺织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山

东商会、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青岛

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青岛市皮革行业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5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缝制设备、 面辅料、 鞋机鞋材、 印花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邮箱: fabricexpo@ qdhaiming郾 com
网址: www郾 fabric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中国 (青岛) 国际皮革、 鞋机、 鞋材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

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山东省商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鞋材鞋料、 皮革、 合成革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网址: www郾 qdlsm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青岛国际金属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机床工具分会、 中国金属学会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2000m2

内容: 金属成型机床、 金属切削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功能部件、
机器人、 模具、 测量、 刀具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30

邮箱: zangyh6699@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mwexpo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青岛)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瓷砖、 洁具五金、 地板木门、 软装饰品、 装饰吊顶、
墙面材料、 油漆涂料、 线缆照明、 装修公司、 净水系统、 家用电

器、 地暖系统、 舒适系统、 实木家具、 板式家具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qd

2018 第三十三届中国 (青岛) 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博
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美容及护肤产品、 水疗及纤体减肥、 中医养生与保健产品、
美甲产品、 美体内衣、 纹绣纹饰及配套产品、 彩妆、 个人洗涤护

理品、 香水及化妆品、 面膜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105郾 html

2018青岛国际珠宝首饰 (春季) 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
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5000m2

内容: 名贵珠宝、 翡翠、 钻石、 娱乐试听、 休闲健身会所、 私人

会所、 马术、 游艇俱乐部、 高端养生保健、 高档酒类、 雪茄、 烟

具、 皮具、 饰物、 钟表、 时尚设计、 奢侈品包装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轮胎暨车轮 (青岛) 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

·951·



山东省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40000m2

内容: 橡胶机械设备、 橡胶原材料、 橡胶助剂、 非轮胎橡胶制品、
专业期刊、 杂志与大众媒体等

电话: 86鄄532鄄55552996
邮箱: jinnuo_ rubber@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rubbere郾 com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青岛汇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5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产品、 园艺产品、
活体宠物、 宠物电商、 宠物杂志、 网站及新媒体、 宠物摄影、 宠

物训练机构、 宠物美容及培训机构、 宠物爱好者社团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1486
网址: www郾 qdhmpet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春季)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承办: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青岛嘉路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商用车、 电动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用品等

电话: 86鄄532鄄85893137
网址: autoqingdao郾 com / index郾 html

2018 第十五届中国青岛国际家具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家具协会、 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 青岛市家具协会、
青岛市木工机械协会

承办: 济南德瑞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m2

内容: 实木家具、 木工机械、 软体家具、 定制家具、 综合家具、
新势力品牌、 实木半成品家具、 家具原料辅料及配件等

电话: 400鄄012鄄6660
网址: www郾 qiff郾 net

2018 青岛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暨青岛国际顶级私人物品、
高端时尚生活、 文化艺术展览会 (第一期)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6000m2

内容: 名贵珠宝、 翡翠、 钻石、 娱乐试听、 休闲健身会所、 私人

会所、 马术、 游艇俱乐部、 高端养生保健、 高档酒类、 雪茄、 烟

具、 皮具、 饰物、 钟表、 时尚设计、 奢侈品包装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园林绿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东方嘉恒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园林园艺、 园林机械、 五金工具、 休闲农业等

电话: 86鄄10鄄87313532
传真: 86鄄10鄄87310977
邮箱: kaylin郾 li@ orientbetter郾 com
网址: www郾 gfi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青岛) 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8800m2

内容: 营养保健品、 有机天然绿色食品、 健康油、 健康饮品、 加

盟招商项目及特许连锁加盟企业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www郾 qdyingyang郾 com

2018 春季青岛国际文博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博泰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2018 夏季青岛国际艺博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博泰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86鄄532鄄67755319
传真: 86鄄532鄄83888760
邮箱: wangliping@ ccpitqd郾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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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

2018 第四届中国 (泰山) 国际矿业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泰安

地点: 泰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

承办: 武汉智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5000m2

内容: 勘探技术装备、 选矿技术装备、 采矿技术装备、 矿山通用

装备、 煤转化技术装备、 矿物加工技术设备、 矿山安全技术装备、
矿山节能环保技术装备、 矿山设备再制造技术等

电话: 86鄄538鄄8296993, 6261778
邮箱: cimete@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mete郾 com

潍坊市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5鄄30
城市: 潍坊

地点: 寿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农业科学院、 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国农业大学

承办: 山东省农业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山东省贸促会、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潍坊市人民政府、 寿光市人

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50000m2

内容: 生产资料、 农产品、 台湾精品农产品、 种子种苗、 肥料、
农药及小型温室机械等

电话: 86鄄536鄄5678217, 5678213
邮箱: shouguang2002@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gcbh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 (潍坊)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联合会、 山东省食品工业办公室、 山东

省食品工业协会、 山东省食品添加剂专业委员会

承办: 青岛蓝博会展有限公司、 潍坊蓝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食品加工机械、 包装机械、 包装材料及制品、 辅助生产、
设备、 食品管理和服务系统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2950
邮箱: qd鄄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m鄄nc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潍坊) 门窗幕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建设机械协会、 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 山东省勘察

设计协会

承办: 潍坊富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门窗及型材、 加工设备、 五金附件、 玻璃及玻璃纤维、 各

类胶及胶条、 幕墙及板材等

电话: 86鄄536鄄8797005
邮箱: wfmcmq@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dmcmq郾 com

2018 潍坊劳保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0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永森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永森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个体防护用品、 职业服装及材料、 安全生产检测仪表、 安

全生产设备、 安全生产科技咨询培训、 劳动防护技术交流讲座、
行业媒体、 清洁用品、 雨具防护用品、 安全防护等

电话: 86鄄539鄄2930682
邮箱: 158038020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onghaohz郾 com

2018 中日韩智能装备制造及信息电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韩国贸易协会、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 山东省贸促会、 潍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40000m2

内容: 智能装备、 3D 打印装备和技术、 数控机床、 动力总成及工

模具、 智慧和个性化汽车、 电信通讯、 网络设备及产品、 计算机

硬件、 软件及系统解决方案、 光电子技术产品、 数码设备及产

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40, 13520742771
邮箱: luolei@ ccpit郾 org

2018 中日韩现代农业及食品安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韩国贸易协会、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 山东省贸促会、 潍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0000m2

内容: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智慧农业、 农业机械及设备、 绿色生

态农资、 高端食品研发、 加工及物流、 加工机械、 食品安全检测、
防护、 健康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40, 13520742771
邮箱: luolei@ ccpit郾 org

·161·



山西省

2018 中日韩养老健康及美丽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韩国贸易协会、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 山东省贸促会、 潍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m2

内容: 健康养老宜居技术及设备、 康复医疗、 医疗美容、 化妆品;
旅游、 物流、 金融、 跨境电子商务投融资、 知识产权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40, 13520742771
邮箱: luolei@ ccpit郾 org

烟台市

2018 山东 (烟台) 国际艺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6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青岛雅雄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雅雄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高端珠宝玉石、 红木家具、 名家书画、 宜兴紫砂、 陶瓷精

品、 根雕艺术、 高端精品茗、 国际工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616911, 85646038
邮箱: sales@ qdyaxiong郾 com
网址: www郾 qdyaxiong郾 com

2018 中国·烟台农资、 农机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网、 中国食品报、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承办: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烟台分公司、 亚泰东方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药、 肥料、 农用机械 / 园林及花卉专用机械 / 设备、 农用

塑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3519688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10郾 html

2018 世界鲁菜大会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2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烟台市人民政府、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餐饮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餐饮连锁加盟、 厨房餐饮设备用

品、 调味品、 中国优质食材等

电话: 86鄄10鄄65685788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11郾 html

2018 鲁东 (烟台) 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8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网、 中国食品报

承办: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烟台分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8000m2

内容: 母婴生活、 洗护用品、 孕婴服饰、 童鞋、 童床、 家纺、 孕

婴食品、 辅食、 营养品等

电话: 86鄄535鄄2103096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08郾 html

2018 鲁东 (烟台) 营养健康暨膳食养生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8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网、 中国食品报

承办: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烟台分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高端滋补品、 膳食补充剂等

电话: 86鄄535鄄2103096
邮箱: 103395109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09郾 html

2018 中国 (烟台) 节能与新能源车及相关配套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9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烟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烟台市贸促会、 山东车行业

协会、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协会、 山东三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亚泰 (国际) 贸易展览集团

烟台分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m2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充电设施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5685788
网址: www郾 yataizhanlan郾 com / htm / jh / lb / 412郾 html

山西省
太原市

2018 春季天天第二十届山西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太原天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天天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太原天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0000m2

内容: 喷绘、 雕刻、 压克力等相关制作设备、 广告耗材、 制作材

料、 标识系统、 LED、 灯箱制品、 广告制品与广告礼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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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371鄄65350058, 65350059
邮箱: hzfw889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xtthz郾 net

2018 山西 (太原) 国际畜牧业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太原

地点: 山西省展览馆

主办: 山西省人民政府

承办: 山西恒建大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m2

内容: 动物保健品、 畜禽饲料、 饲料机械、 畜牧养殖机械和肉类

加工机械等

电话: 18003517382
网址: www郾 hqzlxm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山西) 国际门窗幕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山西省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 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窗、 型材、 幕墙、 五金胶条、 玻璃、 胶粘剂系列等

电话: 86鄄351鄄2590056
邮箱: bj20126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xmcmqz郾 com

2018 中国 (山西) 第十三届节能采暖供热、 锅炉、 空调、
热泵及舒适新风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4 ~ 2018鄄04鄄16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山西省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 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清洁燃煤采暖产品及配套设施、 “煤改气冶 / “煤改电冶 推

广产品及配套设施、 集中供热及供热计量产品及配套设施、 舒适

新风系统产品及配套设备等

电话: 86鄄351鄄2619862, 6179421
邮箱: zhangtao_6666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xntgrz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中西部 (太原)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承办: 中英合资好博塔苏斯展览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设备、 卫生材料及用品、 口腔

设备及用品等

电话: 86鄄351鄄5624103
邮箱: 78112739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中国 (山西) 国际美容美发美体化妆用品博览会 (春
季)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煤炭博物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青岛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山西省美容美发化妆品协会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

材料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98郾 html

2018 中国 (太原) 佛教文化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6 ~ 2018鄄06鄄19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m2

内容: 各类佛像、 佛具、 蜡烛、 灯具、 宫庙用品、 纸制品、 僧服

绣品、 书画音像、 经书、 密宗用品、 密宗宝石及佛教工艺品、 原

料机械设备、 寺庙古建设计及装饰品等

电话: 86鄄351鄄6861445
邮箱: zgtyfb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gfbh郾 cn

2018 第五届中国 (太原)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
瓷、 茶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7鄄27 ~ 2018鄄07鄄30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5

2018 第二届山西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5 ~ 2018鄄09鄄17
城市: 太原

地点: 山西省展览馆

主办: 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山西省新能源汽车办公室 、
山西省机电行业办公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中国

电工技术学会电动车辆专业委员会

承办: 山西省展览馆、 北京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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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纯电动车、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 充 (换) 电等配

套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64400661
邮箱: 14341309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evechina郾 com

2018 中国 (山西) 国际美容美发美体化妆用品博览会 (秋
季)

时间: 2018鄄11鄄10 ~ 2018鄄11鄄12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煤炭博物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联合会、 青岛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山西省美容美发化妆品协会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

材料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98郾 html

陕西省
西安市

2018 第十六届西安年货会

时间: 2018鄄01鄄16 ~ 2018鄄02鄄13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陕西省商务厅、 西安市商务局

承办: 西安曲江旭峰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酒水饮料、 食品、 农副特产、 清真食品、 乳品、 调味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5490106, 13991868240

2018 第三十三届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0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药学会

承办: 西安曲江世信展览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世信兴华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口腔诊断设备、 口腔治疗设备、 数字化口腔、 口腔辅助设

备、 口腔材料、 口腔技工器材与设备、 口腔药品、 清洁剂、 消毒

剂、 口腔实验室设备、 家具及实验所需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9鄄88238265
传真: 86鄄29鄄88238260
邮箱: 844200269@ qq郾 com

2018 第三十四届西部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0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药学会

承办: 西安曲江世信展览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世信兴华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m2

内容: 影像设备、 心脑电监护设备、 口腔科设备、 生化及实验室

设备、 辅助设备、 其他设备等

电话: 86鄄29鄄88238265, 88238195
邮箱: 88238260@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med鄄china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

会、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 西安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

政府

承办: 北京环球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30000m2

内容: 军事通信、 军事训练、 应急救援、 军事车辆、 空管系统、
指挥系统、 无人系统、 网络安全、 后勤装备、 数据处理、 北斗导

航、 加固计算机、 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82933498
邮箱: 332006760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ajgxcl郾 com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陕西省

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西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 欧亚经济论坛执委办、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西安市分会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50000m2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机器人配件、 机器视觉、 工业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电气系统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vanzol郾 com / zhanshang / zhanxun / jxgy / 68297郾 html

2018 西安国际真空镀膜及超导薄膜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西安市

人民政府、 陕西省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四川省重大技术装

备领导小组

承办: 上海氟伦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镀膜材料、 低温超导薄膜、 高温超导薄膜、 功能薄膜、 镀

膜设备、 镀膜材料生产加工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192063
网址: www郾 chinagmie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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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西安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陕西省

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西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 欧亚经济论坛执委办、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西安市分会、 广州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塑料类、 化工原料与助剂、 塑料机械、 橡胶、 弹性体与机

械、 塑料橡胶辅助设备、 塑料包装与薄膜产品、 塑料塑料回收技

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18620712559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国际无人机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企荣 (上海)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诺岩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无人机及配件类、 控制及导航类、 任务载荷类、 能源及动

力类、 发射与回收类、 航空航天电子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2874022
邮箱: 853753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omexpo郾 cn

2018 西安国际工业除湿机及加湿器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西安市

人民政府、 陕西省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四川省重大技术装

备领导小组

承办: 上海氟伦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除湿设备、 各种干燥设备、 加湿系统、 工业超声波加湿

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4192063
邮箱: shfulun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sjsq郾 com

2018 西部制博会鄄激光及焊接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西安市

人民政府、 陕西省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四川省重大技术装

备领导小组

承办: 上海氟伦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及设备、 激光快

速成形技术及设备、 焊接检测设备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1鄄58996217
邮箱: kenton@ age鄄china郾 cn
网址: www郾 lw鄄show郾 com

2018 中国西部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陕西省

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西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 欧亚经济论坛执委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西安市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市分

会、 西安曲江三之联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8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锻压机械、 刀量具、 模具、 机床附件、 3D
打印与快速成型、 工业自动化与控制、 流体机械与动力传动、 民

生机械装备、 其它工业装备等

电话: 86鄄20鄄29817938
邮箱: chenjin66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wieme郾 com

2018 第八届西安国际充电站 (桩) 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承办: 北京环球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充换电设备、 配电设备、 滤波装置、 充电站监控系统、 动

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分布式微电网、 无线充电桩产品和技术

展示、 充电站智能网络项目规划及成果展示等

电话: 86鄄10鄄82933498, 13051509033
邮箱: 273807951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acdz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真空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西安市

人民政府、 陕西省振兴装备制造业领导小组

承办: 北京信业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80000m2

内容: 真空获得设备、 真空应用设备、 真空镀膜设备、 纳米科技

与装备、 纳米材料与纳米器件、 真空阀门及真空零部件、 真空测

量与校准仪器、 仪表及真空检漏仪器、 真空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1458191
邮箱: 49683814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bzkexpo郾 com

2018 中国 (西安) 连锁加盟创业投资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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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北国际创业加盟展组委会

承办: 北京华展天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2000m2

内容: 餐饮连锁业、 服务连锁业、 零售连锁业、 服务供应商、 地

产业等

电话: 86鄄29鄄89240896, 86鄄10鄄57155731
邮箱: 85459399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yjmexpo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 (西安) 西部城乡环卫一体化高峰论坛暨
城乡环卫新设备新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0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城乡环卫一体化专业委员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卫与固废品牌化企业、 环卫投融资企业、 环卫科学技术

服务机构、 环卫设施设备等

电话: 18615581777
网址: www郾 chinahuanwei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陕西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仓储、 仓储设备、 车辆、 交通、 交通运输、 金融、 冷链等

电话: 18192586688
邮箱: xbhz@ wie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xibuwubohui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 (春季) 西安国际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10 ~ 2018鄄04鄄1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美容美发化妆品业协会、 西安曲江德智行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承办: 西安曲江德智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0000m2

内容: 国际品牌、 美容美发、 化妆品、 美业微电商、 美业机构培

训、 生产包装等

电话: 86鄄29鄄62929031, 62929020
网址: www郾 xa鄄mei郾 com

2018 第四十四届中国·西安 (春季) 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4鄄15 ~ 2018鄄04鄄17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印刷喷绘技术设备及耗材、 标识、 标牌系统、 数字标

牌、 展览展示、 POP 及商用设施、 新媒体技术设备、 LED 等

电话: 86鄄29鄄88698969
网址: www郾 sanlihuizhan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西安) 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陕西省绿色建

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节能保温材料、 新型涂料及防水材料、 干混砂浆及设备、
暖通、 制冷节能技术、 建筑钢结构技术产品、 绿色节能建筑技术

及产品、 各类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等

电话: 86鄄29鄄83118389
网址: www郾 cibes郾 com郾 cn / index /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装配式建筑及集成房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陕西省绿色建

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振

威展览股份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各类集成房、 阳光房系统、 屋面材料、 现代建筑节能、 新

型建材、 太阳能建筑应用、 现代建筑装备设施、 相关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3118389
邮箱: 2850965594@ qq郾 com
网址: cibes郾 com郾 cn / cipi / Contact /

2018第十二届中国 (西安) 国际给排水及水处理技术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城镇供水协会、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振威展览

集团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供水系统、 排水系统、 消防给水技术及设备、 流体机械、
水利工程机械、 控制系统及仪器仪表、 膜与水处理、 钻井设备、
泉水收集设备、 水井设备、 水井提升设备等

电话: 86鄄29鄄87818002, 87818005
网址: cn鄄water郾 cn / Exhibition / ? shuichuli郾 html

2018 第四届中国 (西安) 国际净水饮水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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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净水设备、 饮水设备、 净水材料、 滤芯耗材等

电话: 86鄄29鄄83118378, 13720432746
网址: www郾 cn鄄water郾 cn / Contact /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新风换气及空气净化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室内通风系统、 空气净化新风置换、 暖通空调及新能源、
净化治理、 功能材料、 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29鄄87818002
邮箱: 285096553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nhe郾 com郾 cn / Exhibition / ? xinfengkongtiao郾 html

2018 第三届中国 (西安) 宠物水族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格润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陕西格润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及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类用品、 鸟类与爬宠用

品、 宠物电商、 活体宠物、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8220668
网址: www郾 pashow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西安) 国际供热采暖与建筑环境技
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45000m2

内容: 独立供热采暖设备与器材、 热泵、 空调通风与建筑环境设

备、 泵阀管道及供热附配系统、 厨卫电器设备与洁具等家居产

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7818002, 87818005
网址: www郾 cnh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西安) 国际燃气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集中供热、 分户独立供热采暖设备与器材、 热泵、 空调通

风、 建筑给排水及净水设备、 自控、 泵阀管道、 热计量与节能环

保设备等

电话: 86鄄29鄄87818002
邮箱: 285096553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nhe郾 com郾 cn / Exhibition / ? ranqishebei郾 html

2018 第十届中国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粮食局

承办: 陕西省食品协会、 陕西振华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5000m2

内容: 国际食品、 食品包装及加工设备、 酒水、 饮料、 精品粮油

及技术设备、 综合食品、 食品电子商务、 清真食品、 餐饮食材供

应链、 海洋食品、 森林食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5325827
网址: www郾 xafood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5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陕西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0000m2

内容: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技术产品、 服务与投资项目等

电话: 86鄄10鄄82217277, 15910682897
邮箱: pengtingting@ ccoic郾 cn
网址: www郾 xbhz郾 net

2018 中国 (西安) 智能交通暨道路交通技术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承办: 西安智慧城市物联网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智能交通管理技术产品、 交通信息通信系统、 驾驶人培训、
考试系统、 交通安全设备、 道路设施及产品、 交通警察装备和安

全防护装备、 交通警察执法装备、 应急指挥等

电话: 86鄄29鄄62628023
邮箱: 110673870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xjtblh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西安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8 ~ 2018鄄06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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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陕西省贸促会、 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 西安市人民政府、 咸阳市人民政府、 汉中市人民政府、 安康

市人民政府、 商洛市人民政府

承办: 陕西省茶业协会、 西安苍山华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茶叶、 茶品、 茶事、 茶文化产品、 世界各国茶叶的生产、
销售组织机构、 国际性的茶文化交流机构和国际知名的茶叶品牌

创办及代理公司、 各省市茶产业发展的招商引资项目等

电话: 86鄄29鄄87335445, 87312704
邮箱: xacb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bohuizhan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 (西安) 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4 ~ 2018鄄06鄄16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山东省电动车产业化办公室、 陕西

省汽车行业协会、 山东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济南世博展览

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西安润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济南世创展览展示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各种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

三轮车、 摩托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 低速电动车、 燃油助力车、
零部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531鄄55515612
邮箱: shibo6666@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weilaiqiche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佛教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2 ~ 2018鄄06鄄25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佛教协会、 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佛像、 佛具、 法器法物、 蜡烛、 纸制品、 灯具、 沉香、 香

品、 沉香、 僧服、 佛教工艺品、 古典红木、 禅茶、 素食、 佛教旅

游、 佛教书画作品等

电话: 86鄄29鄄68790112 / 3 / 4 / 5
网址: www郾 zgfj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建材商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内容: 门业、 整体家居、 门窗、 软装、 厨卫、 木制品、 化学建材、
智能家居等

电话: 15054110871
邮箱: 106107580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dzs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 陶瓷、 茶
具用品展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5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09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2 ~ 2018鄄10鄄1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西安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

司、 成都海名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餐饮原辅料、 调味品、 火锅食材、 火锅相关设备、 品牌火

锅及餐饮连锁加盟、 饮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邮箱: 29601177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aimingshicai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西安) 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2 ~ 2018鄄10鄄1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烘焙行业协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及制品、 机械及加工设备、 病房配套

设备及技术、 家用烘焙、 咖啡及高端饮品、 冰淇淋、 连锁加盟、
其他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邮箱: 29601177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mhbz郾 com

杨凌示范区

2018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0
城市: 杨凌

地点: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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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科技部等

承办: 陕西省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国际合作交流展览、 国家部委高新科技成果展览、 全国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等

电话: 86鄄29鄄87036994
传真: 86鄄29鄄87036992
网址: www郾 agri鄄fair郾 com

上海市
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时尚消费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12 ~ 2018鄄01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轻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市轻工业协会、 上海轻工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必极耐

斯 (上海)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美容化妆用品、 珠宝钟表礼品、 智能家居用品、 新型家电

用品、 经典文化用品、 健身骑行用品、 时尚新潮服饰、 绿色高档

食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2361078
传真: 86鄄21鄄62361620
邮箱: bgshcn@ businessnice郾 com
网址: www郾 giftshow郾 cn / sifcgf2018 / index郾 htm

2018 上海首届泛亚二次元动漫游戏展

时间: 2018鄄01鄄13 ~ 2018鄄01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沪测信息科技 (上海) 有限

公司、 上海戏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极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戏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赤色卡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泛亚音乐季、 宅舞大赛、 CSET 两岸校园电竞大赛等

电话: 13818727374
邮箱: fanjun郾 meng@ 5253w郾 com

2018 第三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

时间: 2018鄄01鄄16 ~ 2018鄄01鄄1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承办: 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20000m2

内容: 婚纱礼服、 饰品百货与彩妆用品、 相册相框、 摄影器材及

后期制作设备、 摄影背景道具、 婚庆策划和道具、 橱窗设计与家

具、 管理培训与软件等相关产品与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2782828
传真: 86鄄21鄄63866972
邮箱: chinawedding@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wedding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上海国际儿童摄影展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1鄄16 ~ 2018鄄01鄄1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m2

内容: 策划、 道具、 儿童、 儿童摄影、 服饰、 软件、 摄影、 相册、
相框、 研发、 营销等

电话: 86鄄21鄄62792828 , 62472387
传真: 86鄄21鄄65455124
邮箱: babyphoto@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babyphoto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神州行·魔幻二次元 AR VR动漫游戏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19 ~ 2018鄄01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漫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堃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堃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7000m2

内容: AR VR、 动漫游戏、 智能科技等

电话: 18121075998
网址: www郾 arag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少儿生活方式展

时间: 2018鄄01鄄26 ~ 2018鄄01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福利会、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上海展览中心 (集

团) 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国际和平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外经

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m2

内容: 品牌概念馆、 儿童未来图书馆、 亲子公开课堂、 智能家居

馆、 世界地图馆、 跳蚤市场、 主题餐厅以及童年电影院、 室内翻

斗乐、 有机农场、 涂鸦墙休息区等

电话: 86鄄21鄄61550732
邮箱: zhengzheng@ itp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icl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八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01 ~ 2018鄄03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25000m2

内容: 服装、 家用纺织品、 日用消费品、 装饰礼品等

电话: 1381659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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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27751173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astchinafair郾 com

2018 亚洲 3D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1 ~ 2018鄄03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万耀科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1500m2

内容: 3D 打印与增材制造设备、 3D 打印相关硬件与配套装置、
3D 打印相关服务、 3D 打印耗材、 软件系统、 应用与专业展示、 认

证与与法律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72
邮箱: enderwick郾 pei@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tctasia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眼镜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5 ~ 2018鄄03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眼镜协会、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

承办: 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70000m2

内容: 眼镜架、 隐形眼镜、 3D 眼镜、 数字镜片、 验眼设备、 眼镜

及镜片生產机械、 眼部护理用品、 眼科用品等

电话: 852鄄27893220
传真: 852鄄27893260
邮箱: orientex@ netvigator郾 com
网址: www郾 siof郾 cn

2018 上海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展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无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机器视觉核心部件、 机器视觉辅件等

电话: 13522144851, 18600811555
传真: 86鄄10鄄58126807
邮箱: sales鄄admin@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motor鄄asia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子制造及智能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机械制造工业协会

承办: 无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

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70000m2

内容: SMT 技术和设备、 焊接设备及材料、 测试与测量、 电子制

造自动化设备、 ESD 防静电和净化设备、 条码设备及材、 印制电

路板、 电子制造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6464851
传真: 86鄄10鄄58126807
邮箱: info@ uf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鄄one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现代工业智能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无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

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0000m2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 嵌入式、 电子生产设备、 AGV
小车、 机器视觉技术等

电话: 86鄄510鄄88231182
传真: 86鄄10鄄58126807
邮箱: sales鄄admin@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鄄sia郾 com

2018 中国机床展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华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0000m2

内容: 机器人及 3D 打印、 金属加工机床、 金属成型机床、 工量刃

具、 机床附件、 金属板材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98
传真: 86鄄21鄄60280761
邮箱: cme021@ cme021郾 com
网址: www郾 cme021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机械制造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 嵌入式系统、 电子生产设备、 AGV
无人搬运与输送、 机器视觉技术等

电话: 18310673923
传真: 86鄄10鄄58126807
网址: www郾 sh鄄sia郾 com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切削工具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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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机集团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 灵硕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承办: 上海傲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刀具、 刀具制造、 金切机床、 硬质合金及粉末冶

金、 磨具磨削、 实物量具、 形位误差测量器具、 齿轮测量器具、
螺纹测量器具、 通用器件及附件、 其它测量仪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1136766鄄812
传真: 86鄄21鄄61158199
邮箱: aozo@ ccte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ctechina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磨具磨削技术加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机集团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 灵硕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承办: 上海傲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磨削加工设备和技术, 磨具类, 磨料类, 原辅材料类, 生

产设备类, 检测设备、 测量及测试装置类

电话: 86鄄21鄄61136766
传真: 86鄄21鄄60278190
邮箱: aozo@ ccte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ageexpo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 AGV小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承办: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无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AGV 自动化物流设备及系统、 AGV 自动搬运车, AGV 小车

附件等

电话: 13521722681
邮箱: sale80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鄄agv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75000m2

内容: 氨基酸、 包装、 包装设备、 氮肥、 调节剂、 肥料、 灌溉、
海藻、 环保、 环保肥料、 节水、 硫酸盐、 生物、 生物肥、 施肥、
硝酸、 硝酸盐、 叶面肥、 专用肥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4274493

邮箱: lirong@ ccpitchem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fshow郾 org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7 ~ 2018鄄03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2000m2

内容: 农药、 肥料、 农用机械 / 园林及花卉专用机械 / 设备、 农用

塑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4275419
传真: 86鄄10鄄64219324
邮箱: dql@ agrochem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agrochemshow郾 com

2018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承办: 北京盛世协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面积: 120000m2

内容: 白色家电、 零部件、 消费电子、 3 C 数码产品、 高端家电、
厨卫电器、 生活电器、 环境及健康家电、 通讯产品、 商用电器、
可穿戴设备、 智能平台、 家用音响等

电话: 86鄄21鄄34221287
邮箱: 156994946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鄄awe郾 com

2018中国 (上海) 第二十三届国际玩具展暨上海第五十四
届玩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玩具协会

承办: 上海上玩玩具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婴童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50000m2

内容: 童车、 二轮车、 三轮车、 学步车、 儿童电动车、 滑板车、
婴儿推车、 童床、 餐椅等

电话: 86鄄21鄄56325399, 63232990
传真: 86鄄21鄄56325227
邮箱: shswtczs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toy鄄sh郾 com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上海)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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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280712, 400鄄6188鄄555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sh

2018 第三十一届上海国际流行纱线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3鄄13 ~ 2018鄄03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利佳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针织用紗、 针织面料、 圆筒形针织品、 织造用纱、 织造面

料、 装饰面料用纱、 袜、 花边、 标签、 工业纺织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0298176
邮箱: wanda@ spi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pinexplor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 (春夏)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

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麻纺行业协

会、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6000m2

内容: 各类纺织纤维、 纱线及相关出版物及网络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52
传真: 86鄄10鄄57392197
邮箱: yarnexpo@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yarnexpo郾 com郾 cn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春夏)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棉、 麻、 丝 / 仿丝、 毛 / 仿毛、 化纤、 针织、 功能面料、 蕾

丝刺绣、 印花面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60 / 2059 / 2058 / 2057 / 2056 / 2055 / 2053 / 2051 / 2050
传真: 86鄄10鄄57392197
网址: www郾 intertextile郾 com郾 cn / a1_1郾 html

2018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服装协会 、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男装、 女装、 童装、 休闲装、 羽绒服装、 皮革 / 皮草服装、
时尚饰品、 设计师作品、 配套资源、 时尚科技资讯、 加工制造等

电话: 86鄄10鄄65068181鄄103
邮箱: lijing@ chiconlin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conlin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春夏)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优尚博展国际家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床上用品、 装饰布面料、 家居装饰用品、 家纺及家居用品

辅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83
传真: 86鄄10鄄57392199
邮箱: intertextile_ home@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textile鄄hom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针织 (春夏)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服装协会 、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m2

内容: 针织衫、 内衣、 泳装 / 沙滩装、 运动装、 家居服、 T 恤和袜

子等

电话: 86鄄10鄄85229098
传真: 86鄄10鄄85229059
邮箱: phvalue@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phvalue郾 org

2018 第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健身、 康体休闲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世博集团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德纳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5000m2

内容: 商用、 家用健身器材、 泳池设施、 健身器材配件、 健身鞋

服及配饰、 VR 健身及智能穿戴产品、 健身操及武术器材、 健康和

健身咨询、 运动营养品、 运动休闲用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6102038
传真: 86鄄21鄄63578500
邮箱: yilia@ donnor郾 net
网址: www郾 ciwf郾 com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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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休闲水处理工程设计与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

主办: 上海建筑设计学会、 广州微恒微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京正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微恒微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京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休闲水处理工程技术与设计、 泳池设备、 热泵系统与热水

设备、 SPA 水疗设备、 桑拿设备、 海洋馆水族、 鱼池水产养殖、
水景喷泉设备、 温泉洗浴设备与用品等

电话: 86鄄20鄄66624156
传真: 86鄄20鄄66624159
邮箱: E鄄sbsshow@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sbsexpo郾 com

2018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常规半导体器件、 传感器、 无源器件、 磁性材料、 组件和

子系统、 微波技术、 电路载体制造、 混合电路制造设备及后勤保

障设备、 通用操作和生产子系统、 生产相关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16
传真: 86鄄21鄄20205699
邮箱: jenny郾 liu@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electronicachina郾 com郾 cn

SEMICON China 2018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 SEMI
承办: 北京三达经济技术合作开发中心、 SEMI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半导体、 设备制造、 MEMS、 零部件 / 子系统、 LED / SSL、
耗材 / 材料、 晶圆加工、 制程、 封装 / 测试 / 装配、 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0278526
传真: 86鄄21鄄60278511
邮箱: tzhang@ semi郾 org
网址: www郾 semiconchina郾 org

2018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激光器和光导发光元件、 光学、 光学生产技术、 激光加工

系统、 光学测量和质量控制、 光学信息技术与光通信技术、 生物

光子学及医学工程、 成像技术、 照明与能源、 安全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4719580鄄866
传真: 86鄄21鄄20205688
邮箱: emily郾 zhang@ mmu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world鄄of鄄photonics鄄china郾 com郾 cn

2018 设计上海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十媒 (上海) 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十媒 (上海)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当代设计、 精典设计、 限量设计、 厨卫设计和办公设计等

电话: 86鄄21鄄64330997
邮箱: bookings@ designshanghai郾 com
网址: www郾 designshanghai郾 cn

2018 中国上海第八届热泵热水、 采暖、 干燥及特种应用展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热泵市场》 杂志社

承办: 《热泵市场》 杂志社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5000m2

内容: 热泵主机系统、 热水工程配件系统、 特种应用系统及配件、
采暖系统及配件、 相关产业链等

电话: 86鄄21鄄67350073
传真: 86鄄21鄄51561638
邮箱: 89567571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pf鄄ch郾 cn

2018 卓越·第十五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投资展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上海福茂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福茂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海外地产开发商和中介机构、 土地、 农场和酒庄投资、 移

民项目、 EB5 区域中心投资项目、 移民中介机构、 律师事务所、
银行金融机构、 国际投资咨询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31173942
邮箱: joanne@ opi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opifai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化妆品个人及家庭 护理用品原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9 ~ 2018鄄03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国药励展责任有限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责任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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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52000m2

内容: 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及配料、 机械设备供应商、 家庭护理用

品原材料 、 实验室、 包装、 机械及产品服务项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鄄6516
传真: 86鄄10鄄62358292
邮箱: yongxiang郾 liu@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pchi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电子电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0000m2

内容: 印制电路板制造、 设备、 原物料及化学品电子组装设备、
原物料、 电子制造服务及合约制造、 水处理技术及设备、 洁净室

技术及设备、 各类电子元器件及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54900077
邮箱: cpcashow@ ying鄄zhan郾 com
网址: www郾 ying鄄zhan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水处理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m2

内容: 膜技术及装置、 过滤材料、 反渗透技术及装置、 重金属离

子络合与去除技术、 废水处理和循环利用技术及设备、 液体输送

技术及设备、 直饮水、 瓶装水及净水器材等

电话: 86鄄21鄄54900077
邮箱: cpcashow@ ying鄄zhan郾 com
网址: www郾 ying鄄zhan郾 com / expo郾 asp? id = 8

2018 上海国际洁净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洁净室设计、 专用耗材及辅助产品洁净室建造、 洁净室空

气处理系统、 洁净室认定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54900077
邮箱: cpcashow@ ying鄄zhan郾 com
网址: www郾 ying鄄zhan郾 com / expo郾 asp? id = 9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会奖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TTG 亚洲传媒会展部、 国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

展会策划集团

承办: 中新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度假、 度假村、 多媒体、 分销、 公寓、 公园、 供应、 供应

商、 航空、 航空公司、 机场、 纪念品、 轿车、 酒店、 礼品、 疗养、
旅游、 旅游管理、 汽车、 视听、 探险、 铁路等

电话: 86鄄10鄄85227997
传真: 86鄄10鄄65222310
邮箱: itcmchina@ citsmice郾 com郾 cn
网址: chinese郾 itcmchina郾 com

2018 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英富曼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英富曼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港口、 公路、 航运、 货运、 集装箱、 铁路、 物流、 信息

化等

电话: 44鄄20鄄75519649
网址: www郾 intermodal鄄asia郾 com郾 cn

2018 建筑纪元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定制家居、 门窗、 建筑装饰五金、 涂料及化学建材、 照明、
综合建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3566
邮箱: john郾 zhuang@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adex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地毯专业委员会、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财纳福诺 (上海) 有限公司、 VNU 亚洲展

览集团鄄上海万耀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实木地板、 实木复合地板、 强化地板、 软木地板、 竹地板、
地热地板、 微晶木地板、 手工地毯 / 块毯、 机制地毯 / 地垫、 原料 /
辅料、 生产技术、 铺装保养、 弹性地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88
邮箱: info@ domotexasiachinafloor郾 com
网址: www郾 dacf郾 cn

2018 亚洲门窗遮阳展

时间: 2018鄄03鄄20 ~ 2018鄄03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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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外遮阳产品、 智能家居、 驱动及控制系统、 百叶窗 / 百叶

帘、 窗饰面料、 窗饰成品、 窗饰配件及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88
邮箱: rtasia@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rtasia郾 org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 (中国建博会 -
上海)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定制家居、 门窗、 建筑装饰五金、 涂料及化学建材、 照明、
综合建材等

电话: 18078822558, 18620791055
邮箱: 2355880392@ qq郾 com, 27197482@ qq郾 com
网址: shfair鄄cbd郾 no4e郾 com

2018 华印亚洲瓦楞精品展

时间: 2018鄄03鄄21 ~ 2018鄄03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华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80000m2

内容: 瓦楞纸板生产线、 瓦线配套设备、 印刷设备、 后道加工设

备、 印刷配套、 智能设备、 整厂配套设备、 其它纸包装机械、 耗

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1199561, 61199579
邮箱: rubymiao@ icorrugated郾 com
网址: www郾 icorrugated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

工行业分会

承办: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添加剂、 食品配料、 食品加工助剂、 酶制剂、 复配食

品添加剂、 新食品原料 (新资源食品)、 食品及制药加工机械、 食

品包装灌装机械、 食品检测设备和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9795833
传真: 86鄄10鄄59071335
邮箱: cfaa1990@ 126郾 com
网址: fic郾 cfaa郾 cn

2018 上海餐饮特许加盟展 (春季)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中式餐饮、 西式餐饮、 时尚饮品、 特色名吃、 休闲食品、
酒店连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15618977632
邮箱: xj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ylsjm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餐饮美食加盟展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烹饪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承办: 上海蓝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20000m2

内容: 中餐连锁、 西餐连锁、 咖啡饮品、 烘焙甜品、 美味小吃、
休闲食品、 非遗美食等

电话: 86鄄21鄄50838152
邮箱: 921671197@ qq郾 com
网址: xj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眼科和视光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上海市医学会眼科分会

承办: 上海赛诺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眼科显微镜手术器械及设备、 眼科激光扫描检查系统、 眼

科激光治疗系统 ICG 设备及 OCT 产品、 人工晶体、 人工眼球及相

关检验设备、 眼科及眼视光诊疗设备、 眼镜与隐形眼镜等

电话: 86鄄21鄄52668178
邮箱: realexpo@ cooc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ooc郾 org郾 cn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上海海智名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8800m2

内容: 钻石类, 珍珠类, 宝石类, 翡翠类, 玉石类, 珠玉成品艺

术品展示, 珠玉文化展, 以及各种镶嵌制作工艺的演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先进陶瓷展览会暨会议

时间: 2018鄄03鄄25 ~ 2018鄄03鄄27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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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新之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伊丽斯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广东新之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伊丽斯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先进陶瓷原材料、 先进陶瓷设备、 先进陶瓷部件 / 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23025505
传真: 86鄄21鄄23025505
邮箱: iris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n鄄ace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粉末冶金展览会暨会议

时间: 2018鄄03鄄25 ~ 2018鄄03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新之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伊丽斯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广东新之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伊丽斯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50000m2

内容: 铁基粉末、 有色金属粉末、 雾化粉末、 难熔金属粉末、 不

锈钢粉末、 非金属粉末、 润滑油、 其他辅料、 注射成型零件、 烧

结设备、 成型设备、 模具、 制粉设备、 气氛装置等

电话: 86鄄21鄄23025505
传真: 86鄄21鄄23025505
邮箱: iris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n鄄pm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m2

内容: 裤袜、 时装袜、 长筒袜、 提花袜、 男袜、 女袜、 童袜、 婴

儿袜、 毛圈袜、 全电脑高速丝袜机、 全电脑提花毛巾袜机、 双针

筒袜机、 氨纶、 涤纶、 内衣、 帽子、 围巾等

电话: 86鄄21鄄80181011, 13761011916
邮箱: hanyouheng@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pe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流行服饰展 / 2018 上海国际帽子围巾手套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国际经贸发展交流促进会、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歌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0000m2

内容: 帽子类、 围巾类、 手套类、 领带类、 其他饰品类等

电话: 86鄄21鄄61276570, 18721093775
邮箱: bellah郾 song@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shg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绕线机、 线圈、 磁性材料、 绝缘材料及电机
制造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承办: 英国 I2I 展览集团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各类电磁线圈、 磁性材料、 电机、 变压器、 绕线机、 插片

机、 浸漆机、 测试仪器及其它变压器制造设备、 电气绝缘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1978611
邮箱: larry郾 chen@ ascential郾 com
网址: cn郾 coilwinding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6 ~ 2018鄄03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50000m2

内容: 餐饮设备综合、 桌面用品、 食品与饮料、 咖啡与茶、 烘焙

及冰激凌、 葡萄酒与烈酒、 烹饪食材、 高端水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鄄3339 / 2222
邮箱: b2b鄄servic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jiagle郾 com / jiudian_ zhanhui_ shanghai /

2018 上海国际纺织品数字喷墨印花展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班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m2

内容: 数字喷墨印花设备、 纺织织物印花品、 丝网印刷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chinamiejoy@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pppexpo郾 com / index / 20 / CN

2018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云智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云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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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LED / OLED 灯具、 LED / OLED 应用、 LED 制造技术、 LED
显示屏、 智能家居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mie@ chinamie郾 com
网址: www郾 apppexpo郾 com / index / 3 / CN

2018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3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雕刻机、 激光雕刻机、 CNC 雕刻系统、 刀具及配件、 标牌

设备、 吸塑机、 亚克力设备、 切割机、 刻字机 | 弯字机、 抛光机

| 户内外数码喷印设备、 数码影像技术输出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info@ appp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appp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数字标识系统及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告示、 数位电子看板、 大屏幕显示终端、 电容式触摸

屏、 高清传输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mie@ chinamie郾 com
网址: www郾 apppexpo郾 com / index / 7 / CN

2018 上海国际数字展示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集成展示、 数字展示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qiang郾 liu@ hot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apppexpo郾 com / index / 6 / CN

2018 上海国际印刷包装纸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华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230000m2

内容: 瓦楞、 彩盒、 印包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鄄141, 13901774469
邮箱: yinizy@ 163郾 com, gra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print鄄sh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瓦楞彩盒数字包装印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华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凝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50000m2

内容: 纸箱机械设备、 蜂窝纸箱机械设备耗材、 各类工业用纸、
耗材、 相关设施及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54800564, 13901774469
邮箱: gray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pi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气雾包装与化妆品压泵技术论坛暨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香水和化妆品包装展览会与品牌设计大奖

时间: 2018鄄03鄄28 ~ 2018鄄03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英国 EASYFAIRS、 北京亚艾特展览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化妆品压泵的应用技术、 塑料材料和气雾罐金属的应用、
气雾阀门、 压泵、 洩压阀等

电话: 86鄄10鄄84164557
网址: www郾 easyfairs郾 com

2018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

承办: 北京金益友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50000m2

内容: 手动工具、 电动工具、 气动工具、 机械设备、 焊接设备、
机电产品、 磨料磨具、 五金制品、 制造设备、 低压电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3356966
传真: 86鄄10鄄63356950
邮箱: hardwarefair@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ardware鄄fair郾 com

2018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上海秀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秀博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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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护肤品、 化妆品、 美容仪器、 中医美容、 美容保健品、
美体瘦身、 美发、 彩妆香水、 美甲纹绣、 原料、 OEM 及包装等

电话: 86鄄21鄄64329266
传真: 86鄄21鄄33250328
邮箱: adexpo鄄s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meirong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亲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4鄄0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比歌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5000m2

内容: 亲子教育、 亲子服务、 亲子智能硬件 / 装备、 亲子家居、 亲

子游乐设施 / 设备、 儿童食品、 亲子服饰、 儿童医疗健康、 儿童天

赋基因检测、 儿童商业综合体等

电话: 86鄄21鄄60193186
传真: 86鄄21鄄5290028
邮箱: jenny郾 li@ parenting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parentingfair郾 com

2018 中国婚博会 (上海)

时间: 2018鄄03鄄31 ~ 2018鄄04鄄0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房、 婚车、 旅游、 婚庆、 婚纱摄影、 婚纱礼服、 婚戒等

电话: 400鄄0365鄄520
网址: sh郾 jiehun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物联网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智能卡
与支付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RFID、 工业物联网、 自动识别、 无线通讯等

电话: 86鄄21鄄69772119
传真: 86鄄21鄄69773329
邮箱: huideexpo@ 163郾 com
网址: sh郾 card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工业通讯产品及创新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香港贸发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0m2

内容: 硬件设备、 系统软件、 智能制造及技术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37048782, 15298662199
邮箱: maofa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sice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锁具安防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电子锁、 机械锁、 车辆交通用锁、 安防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1124209
传真: 86鄄21鄄69773329
邮箱: 1508373575@ qq郾 com
网址: sh郾 lock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嵌入式系统展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嵌入式系统协会、 亚洲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香港贸

发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计算机及板卡、 嵌入式技术工业存储、 工业电源、 嵌

入式电源、 连接器、 人机界面、 工业显示、 机箱、 键盘及其他等

电话: 86鄄21鄄37048782
传真: 86鄄21鄄27048779
邮箱: maofa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es鄄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智能机器人、 模式识别、 智能控制、 知识工程、 自动规划、
专家系统及其他等

电话: 86鄄21鄄39889011
邮箱: zgqzz888@ 163郾 com
网址: sh郾 ai鄄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辉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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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智能家居系统及智慧社区、 社区电子商务服务、 智能家居

及硬件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1124209
传真: 86鄄21鄄69773329
邮箱: 1508373575@ qq郾 com
网址: sh郾 smarthome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进出口轴承及轴承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深圳自动化学会、 亚洲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香港贸发展

览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6000m2

内容: 标准轴承、 专用轴承、 特殊轴承、 轴承加工设备、 轴承耗

材及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21鄄1770186, 13916624465
传真: 86鄄21鄄37048779
邮箱: 8511900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be鄄expo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智慧旅游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汉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励汉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物联网、 云计算、 互联网 + 、 AR 导览系统、 VR + 旅游、
旅游 APP 等

电话: 86鄄21鄄34949821, 15801705266
邮箱: 123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marttourism鄄expo郾 com

2018 第三届国际生物识别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生物识别协会 EAB、 美国 FIDO 联盟

承办: 励汉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康邦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120000m2

内容: 生物识别最新产品、 解决方案、 生物识别配件、 CSP 封装、
WLCSP、 倒装、 3D 封装、 塑封等封装技术、 生物识别产业链互联

网 + 、 指纹付等最新技术及场景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54401210
传真: 86鄄21鄄54825801
邮箱: li郾 csepv@ g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bre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不锈钢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m2

内容: 大型不锈钢企业形象展示、 不锈钢原料及原料加工设备、
不锈钢生产技术及设备、 不锈钢产品及辅助材料、 不锈钢深加工

技术及设备、 不锈钢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18611178698
传真: 86鄄10鄄60304362
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jbxg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钛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80000m2

内容: 基础材料和产品、 应用于各行业钛产品、 合金材料和技术

及产品、 生产技术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18518617126
传真: 86鄄10鄄60304362
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jty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铜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80000m2

内容: 铜材加工制品、 新型铜材料及制品、 铜加工设备、 铜材生

产用环保技术与设备、 铜材的铸造、 压铸、 生产技术与设备、 铜

阀门、 管道、 管件、 卫浴洁具及其它铜五金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18611178698
传真: 86鄄10鄄60304362
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jtgy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 (上海) 国际有色金属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80000m2

内容: 有色金属原材料、 有色金属制品、 有色金属矿业技术与设

备、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与设备、 有色金属加工技术与设备、 有色

金属环保设备、 再生设备、 节能减排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13051747763
传真: 86鄄10鄄6030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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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jysjs鄄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镁及镁合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m2

内容: 镁原料、 镁质耐火原料、 镁 / 镁合金压铸件产品、 镁合金生

产加工设备、 除尘净化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60304362
传真: 86鄄10鄄60304362
邮箱: bd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gxnyqc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9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上海市国际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20000m2

内容: 金属削切机床、 金属成型机床、 电加工及激光加工等特种

加工机床、 检查与测量设备、 数控系统、 功能配件及配套产品、
工业机器人、 物流配送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63345053, 63345265
传真: 86鄄10鄄63345271
邮箱: cmtbaex@ cmtba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cmtshow郾 com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春
季)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材料、 设计及研发、 零部件、 组件及模块、 软件及数据处

理、 制造设备及 OEM 技术、 包装及打印、 洁净及消毒、 各类相关

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21
邮箱: lei郾 zhong@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icmd郾 com郾 cn

2018 第七十九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药品、 中药材 / 中药饮片、 中医药养生、 生物技术与创新、
医药分销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503, 13911560268
邮箱: yanna郾 wei@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pharmchina郾 com郾 cn

2018 第七十九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春季)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用影像、 体外诊断、 电子、 光学、 急救、 康复护理、 移

动医疗、 医疗服务、 医院建设、 医疗信息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21
邮箱: lei郾 zhong@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cmef郾 com郾 cn

2018 第八十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 /中间体 /包装 /设备交
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给药系统、 软包装、 胶囊、 印务标签、 药用软管、 塑料瓶、
复合材料、 喷雾泵、 铝箔、 瓶盖胶塞、 垫片、 药用玻璃瓶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78
网址: www郾 api鄄china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染料工业及有机颜料、 纺织化学品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承办: 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40000m2

内容: 染料、 中间体、 助剂及纺织化学品、 有机颜料、 染料相关

设备及仪器仪表等

电话: 86鄄21鄄62792828
传真: 86鄄21鄄63865172
邮箱: chinainterdye@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nterdy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数码印花及印染自动化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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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承办: 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40000m2

内容: 染料、 中间体、 助剂及纺织化学品、 有机颜料、 染料相关

设备及仪器仪表等

电话: 86鄄21鄄62792828
传真: 86鄄21鄄63865172
邮箱: chinainterdye@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textileprinting郾 com

2018 第九十六届中国劳动保护用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承办: 中纺流通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头部及呼吸防护用品、 足部防护用品、 手部防护用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8535315
传真: 86鄄10鄄68535015
网址: www郾 ciosh郾 com

2018 第一百届中国针棉织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承办: 中纺流通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家纺家居、 家居夏凉、 针织服饰、 丝绸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8535397
传真: 86鄄10鄄68535408
网址: www郾 ckcf郾 cn

2018 中国丝绸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承办: 中纺流通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丝绸制品、 丝绸工艺等

电话: 86鄄10鄄68535399
传真: 86鄄10鄄68535408
网址: www郾 m1page郾 com / s / cpjo5t

2018 中国夏令家居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承办: 中纺流通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家纺家居、 家居夏凉、 针织服饰、 丝绸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8535399
传真: 86鄄10鄄68535408
网址: www郾 xialingzhan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 中日流通产业发展

委员会、 北京中豆华洋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 中日流通产业发展

委员会、 北京中豆华洋咨询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大豆食品与加工技术、 大豆食品的新产品开发、 代工合作、
技术转让、 技术支持、 连锁加盟等

电话: 86鄄10鄄68538677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高端生活方式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顺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顺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2000m2

内容: 顶级跑车、 顶级豪华别墅、 顶级健身、 顶级珠宝、 顶级家

具、 顶级白酒、 其他尖端高科技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4605459, 18930600275
传真: 86鄄21鄄33275622
邮箱: shsz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uxuryexpo郾 org

2018 上海国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各种管材管道及管道修复技术及产品、 管道及管线病害检

测、 地下综合管廊信息管理系统、 地下管线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及

硬件、 数字地下管网监控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68319575
传真: 86鄄10鄄68359224
网址: www郾 upg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职业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 灵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傲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灵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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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行政职业装、 职业工装、 行业制服、 职业装面料、 职业装

辅料、 职业装商务配饰、 商务休闲装等

电话: 86鄄21鄄61350691鄄801
传真: 86鄄21鄄61158199
邮箱: jacy@ globaloue郾 com
网址: www郾 globaloue郾 com

2018 中国服装定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 灵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傲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服装定制品牌商及生产商、 服装定制平台及解决方案、 高

端定制面料辅料、 时尚服饰定制等

电话: 86鄄21鄄61158191鄄809
传真: 86鄄21鄄61158199
邮箱: citc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tc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5000m2

内容: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 高校、 科

研院所、 企业研发中心、 创客、 独立发明人等

电话: 86鄄21鄄33030026
传真: 86鄄21鄄33035028
邮箱: gaojilang@ csitf郾 com
网址: www郾 csitf郾 cn

2018 上海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

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5000m2

内容: 标签印刷、 打印技术、 复印机、 图文快印、 3D 打印等

电话: 86鄄21鄄65265855
传真: 86鄄21鄄65265568
邮箱: info@ jcgj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labelexposh郾 com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数码印花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博闻中国、 上海隆阳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亿百媒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数码印花喷墨设备及配件、 数码印花前后期处理设备、 数

码印花耗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7210
邮箱: katrina郾 dong@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cstpf郾 com

2018 第二十九届中国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硅酸盐学会

承办: 北京中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玻璃制品及应用、 玻璃制造工艺技术和设备、 玻璃加工技

术和设备、 耐火材料、 原材料和各种主、 辅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7811258
传真: 86鄄10鄄57811260
邮箱: ccscg@ chinaglass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glass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卡通礼品及 IP衍生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深圳前域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2000m2

内容: 影视、 动漫、 游戏、 文学品牌及 3C 数码、 玩具、 文具、 服

饰、 食品、 图书等

电话: 86鄄755鄄83350303
传真: 86鄄755鄄83360303
邮箱: www0086L@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0086L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学前教育装备及智慧教育展览会暨上海国际
学前教育加盟连锁及特许经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鹏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5000m2

内容: 电子视讯、 多媒体产品、 益智玩具、 桌面游戏、 儿童读物、
幼教软件、 早教机构、 户外游乐设施等

电话: 86鄄10鄄50916529, 13269530008
邮箱: ailsa@ siee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iee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电子烟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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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国际烟草商协会、 美国端德集团

承办: 上海金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电子烟、 电子烟烟杆、 雾化器、 烟嘴、 电池、 启动器、 充

电器、 烟油、 烟油瓶、 香料、 其他储存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7662016, 13052583868
传真: 86鄄21鄄37662057
邮箱: 125654935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dzy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微商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承办: 上海天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胜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大健康产品、 健康管理、, 美妆、 母婴用品、 成人保健、 健

康电器、 洗护用品、 进口食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4080287, 13601647855
传真: 86鄄21鄄54630581
邮箱: majun@ tiansheng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mexpo郾 net

2018 上海体育场地建造、 管理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励展光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建筑 / 装潢设计供应商、 跑道 / 球场 / 健身场地地坪解决方案

供应商、 场地照明设施供应商、 场地音响屏显设备供应商、 体育

器材供应商等

电话: 86鄄755鄄23834582
传真: 86鄄755鄄23834501
邮箱: hua郾 hua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portfacilityshow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高尔夫球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北京励展光合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励展光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高尔夫用品、 高尔夫配件、 高尔夫球场建设及养护设备、
高尔夫技术、 高尔夫会所管理、 旅游及度假等

电话: 86鄄755鄄23834582
邮箱: info@ reedguanghe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golfshow郾 com

2018 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 中国塑料加

工工业协会、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承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中国) 有限公司、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3D 技术、 模具及加工设备、 注塑机械、 回收再生科技、 辅

助设备及测试仪器、 挤出机械、 塑料包装机械、 智能装备、 中国

出口机械及原材料、 薄膜技术、 橡胶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51879766
邮箱: visitor@ sh郾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chinaplasonline郾 com

2018 第二届上海国际燕窝及高端滋补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燕窝市场专业委员会、 上海信世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燕窝产品、 高端滋补品、 衍生品、 微商、 深加工设备、 包

装新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57617459
传真: 86鄄21鄄51861068
邮箱: bi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ricexpo郾 com

2018 第三届上海国际素食健康与养生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素食协会、 上海市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素食产品、 有机及天然食品、 健康养生、 营养保健品、 美

容养颜保健品、 天然滋补品、 其他营养健康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0129780
传真: 86鄄21鄄51861068
邮箱: vege200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xszl郾 cn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酵素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酵素产品及原料、 酵素系列保健食品、 酵素日化产品、 酵

素其他产品、 酵素包装、 酵素生产装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7617459
传真: 86鄄21鄄5186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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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bi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lee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油田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行业协会、 中国油田化学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5000m2

内容: 钻井液用化学剂、 钻井水泥外加剂、 采油用剂、 提高采油

率化学剂、 集输用油田助剂、 油田污水用化学剂、 油田化学新领

域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传真: 86鄄21鄄51862460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thxp郾 com

2018 第七届亚洲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协会

承办: 立港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m2

内容: 精细及专用化学品、 化工新材料、 化工设备及装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4321886
传真: 86鄄21鄄51862460
邮箱: 197383628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gz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造纸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5000m2

内容: 变性淀粉、 施胶剂、 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 功能性造纸化

学品、 过程性造纸化学品、 填 (颜) 料、 涂布粘合剂 (胶料) 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传真: 86鄄21鄄51862460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pa鄄expo郾 com

2018 国际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

承办: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信息中心、 上海怡涵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6000m2

内容: 有机硅表面活性剂、 生物表面活性剂、 含氟等特种表面、
活性剂、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个

人及家居护理用品、 日化产品包装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33793223
传真: 86鄄21鄄33793221
邮箱: yihanexpo@ vip郾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esd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展暨微电
子工业展

时间: 2018鄄04鄄24 ~ 2018鄄04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北京励德展

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北京励德展

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SMT 技术和设备、 焊接设备及材料、 测试与测量、 电子制

造自动化设备、 ESD 防静电和净化设备、 条码设备及材料、 印制

电路板、 电子制造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16
传真: 86鄄21鄄22317181
邮箱: tim郾 wa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nepcon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伊比逊会展

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伊比逊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漾世商务咨询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零售业、 服务业、 餐饮业、 服务商等

电话: 86鄄21鄄63122116
传真: 86鄄21鄄63129865
网址: www郾 sh鄄ybxhz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汽车美容连锁加盟、 自助洗车与高压清洗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自助洗车设备、 汽车美容连锁加盟品牌、 龙门洗车设备、
高压清洗机、 高压水射流、 清洗泵、 人造喷雾设备、 园林绿化喷

雾、 汽车清洗设备及清洁剂、 汽车养护设备及工具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79
传真: 86鄄21鄄64371178
邮箱: Hatch郾 Huang@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carwash郾 chinaclean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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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

会、 上海市石材行业协会地坪分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

会、 上海市石材行业协会地坪分会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智慧社区 O2O 、 智慧停车系统及设备、 智能安防、 智能家

居、 自助服务设施、 物业制服环境绿化维护、 社区与商业场所娱

乐设施、 节能解决方案、 清洁及室内环境类产品等

电话: 13918729898
邮箱: 28801968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vboexpo郾 com郾 cn / content / ? 143郾 html

2018 上海海外置业投资及教育游学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泰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出国移民咨询中介、 国际地产开发商及地产中介咨询机构、
海外置业、 住宅、 别墅、 商用房产等

电话: 86鄄21鄄31129198
邮箱: fangkelin@ foxmail郾 com
网址: sh郾 opi鄄summit郾 com

2018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住建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承办: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0m2

内容: 门窗遮阳、 屋面结构、 墙体材料、 木制品、 室内装饰、 陶

瓷卫浴、 楼宇电器、 化学建材、 工程设计、 照明、 音视频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8082063
传真: 86鄄10鄄88082034
邮箱: 74603120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cacc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地坪维护保养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清洁设备、 地坪机械、 地坪材料、 地坪系统、 水泥基骨料

耐磨地坪、 混凝土地坪及表面处理技术、 光处理剂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546
传真: 86鄄21鄄33275648
邮箱: Steven郾 Le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ccfe郾 chinaclean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清洁机械、 清洁工具及零配件、 清洁化学剂, 卫生用品,
室内环境净化设备, 抗菌消毒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传真: 86鄄21鄄64370982
邮箱: Steven郾 le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lean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室内环境, 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室内空气治理、 新风系统、 室内空气净化及配件、 空气净

化功能材料、 空气净化整体解决方案及智能控制系统、 风管清洗

净化、 检测及物联网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75
传真: 86鄄21鄄33275648
邮箱: jack郾 liu@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ieq郾 chinaclean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智慧环卫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卫车辆、 移动厕所、 智能垃圾分类、 固体废弃物处理、
蔬垃圾处理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79
邮箱: Hatch郾 Huang@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hwz郾 chinacleanexpo郾 com / zh鄄cn /

2018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二期)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00000m2

内容: 餐饮设备、 桌面用品、 饮品、 烹饪食材、 咖啡与茶、 烘焙

与冰激凌、 葡萄酒与烈酒、 烘焙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3339 / 2222
邮箱: b2b鄄servic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jiagle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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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0000m2

内容: 建筑装饰、 工程设计、 室内设计、 照明与智能控制系统、
酒店家具、 酒店清洁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邮箱: b2b鄄servic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jiagle郾 com / jiudian_ zhanhui_ shanghai2 /

2018 上海酒店工程家具及商业空间设计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酒店工程整体家具、 商用公共家具、 灯饰、 装饰画、 窗帘

及配件、 墙纸墙布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550
邮箱: Ryan郾 yan@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ommercial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m2

内容: 店铺设计与设备、 照明、 零售技术、 视觉营销、 pop 营销等

电话: 86鄄21鄄61698318
邮箱: Serena郾 Liu@ mds郾 cn
网址: www郾 c鄄star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第二十三届国际船艇及其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船艇分会、 上海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55000m2

内容: 超级游艇, 高速船艇, 动力艇, 帆船, 钓鱼艇, 摩托艇,
其他类型船艇、 配套设备及传动装置、 零配件, 发动机、 驱动器、
推进系统, 码头设备, 游艇相关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11
邮箱: bill郾 zhang@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oatshowchina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商业及工程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酒店工程照明、 商业空间照明、 路灯等装饰照明、 其他灯

饰等智能控制管理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115
邮箱: helen郾 fan@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hdeexpo郾 com / zh鄄cn / expolight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自助服务终端、 自助娱乐 / 点唱机、 自助拍照、 照片自助打

印、 优惠券自助打印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530
邮箱: coco郾 k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vending郾 com郾 cn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休闲旅游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旅游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特色旅游、 旅游休闲设备、 旅游文化商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传真: 86鄄21鄄64371178
邮箱: lis@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oatshowchina郾 com / zh鄄cn / rv

2018 生活方式上海秀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水上运动、 路亚钓鱼、 房车露营、 主题旅游、 康体健身、
亲子休闲、 尚品生活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16
邮箱: lifestyleshow@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lifestyle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智慧教育及在线课堂展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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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学设备、 教学软件、 在线教育及远程培训、 智慧校园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051
邮箱: Michael郾 OuYang@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iedushow郾 com

2018 第三届上海国际民宿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两岸民宿文化推广中心、 上海晏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民宿旅游资源、 民宿设计建造、 民宿文化、 乡村旅游装

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2207035
传真: 86鄄21鄄64023931
邮箱: yanshi@ minsu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minsu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电力电工设备暨智能电网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上海电器行业协

会、 上海市节能协会分布式供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 上海德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索柯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隆高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发电设备与技术、 智能输变电设备、 电网调度 / 控制 / 安检、
电力通信与信息、 智能计量与用电管理等

电话: 86鄄21鄄50185270
传真: 86鄄21鄄51862899
邮箱: epower@ ronc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鄄epower郾 com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分布式能源、 燃气及生物质能发电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电器工业

协会、 上海市节能协会分布式供能专业委员会、 上海德瑞展览策

划有限公司

承办: 隆高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20000m2

内容: 分布式能源相关技术、 燃气冷热电联产技术设备、 电力储

能等

电话: 86鄄21鄄50185270鄄71 / 72
传真: 86鄄21鄄51862899
邮箱: power@ ronc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distributed鄄energy郾 cn

2018 第十九届中国环博会

时间: 2018鄄05鄄03 ~ 2018鄄05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贸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慕尼黑博览集团

承办: 中贸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慕尼黑博览集团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20000m2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 水输送与下水道、 海绵城市技术与产品、
河湖与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 废弃物 / 垃圾管理与回收、 废弃

物能源化利用、 城市道路清洁与维护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3521111
传真: 86鄄21鄄23521088
邮箱: ieexpo@ mm鄄zm郾 com
网址: www郾 ie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幼儿教育暨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04 ~ 2018鄄05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里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里扬顾问 (香港) 有限公司、
上海尼奥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上海祉佰贸易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里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里扬顾问 (香港) 有限公司、
上海尼奥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上海祉佰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2000m2

内容: 幼儿园硬件设施、 幼儿园软件设施、 幼儿园教具类、 幼教

后勤设备及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52164994
邮箱: marketing@ neon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kidsedu郾 cn

2018 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中国国际电动车
及零配件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户外骑行装备展览会 / 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及零部件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06 ~ 2018鄄05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协升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电动车整车、 锂电产品、 电动车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2513000
传真: 86鄄21鄄32513220
邮箱: web@ e鄄chinacycle郾 com
网址: www郾 e鄄chinacycle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8 ~ 2018鄄05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梯协会

承办: 廊坊会议展览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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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35000m2

内容: 电梯、 扶梯、 自动人行道及相关设备、 电梯相关部件、 停

车设备及相关装备等

电话: 86鄄316鄄6078901, 6078902, 400鄄612鄄5855
网址: www郾 elevator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全球云计算大会暨国际网络通信展览会·中
国站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3948
邮箱: alex郾 sun@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cloudconnectevent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焙烤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北京贝克瑞会展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承办: 上海国际烘焙展组委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83000m2

内容: 食品、 糕点、 专用油脂、 奶油、 专用面粉、 预拌粉、 冷冻

面团、 淀粉、 土豆制品、 馅料、 果料、 糕点辅料、 焙烤设备及器

具、 食品馅料炒锅、 饼干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3430880
邮箱: mei郾 han@ bakery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bakery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上海) 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

院、 中国长三角茶业合作 (上海) 组织、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

承办: 上海东贸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瓷茗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名茶、 再加工茶、 茶具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4752979
邮箱: dongmaos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tea鄄sh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餐饮连锁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市旅

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豫心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酒店连锁、 餐饮连锁、 管理服务、 商品零售、 服装服饰、
教育培训、 婴童用品、 商业服务等

电话: 13671781237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franchise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航空维修及工程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50000m2

内容: 航空维修、 航材及辅设、 设备与工具、 航空电子及电气、
信息技术、 培训及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mro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无人机、 气动 / 结构 / 总体 / 设计 / 材料、 控制、 导航、 任务

载荷、 动力、 能源、 通信及数据链技术、 航空航天电子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uavfair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先进复合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 中国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m2

内容: 航空航天材料、 高性能复合材料原材料、 辅助材料及中间

产品、 高性能复合材料工程与应用、 制造工艺、 高性能复合材料

制备技术与工艺装备、 复合材料加工与装配等

电话: 86鄄21鄄56920866
邮箱: skzl@ skzl郾 net
网址: www郾 am鄄fair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聚四氟乙烯制品及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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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氟塑料原材料、 聚四氟乙烯制品、 氟塑料制品、 氟化工等

电话: 86鄄21鄄36213109
传真: 86鄄2133275694
邮箱: 13761231452@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tfefair郾 com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工业陶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 上海硅酸盐

学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工业陶瓷、 电子器件、 各种研磨球、 原料辅料、 生产设备、
窑炉及仪表控制设备、 纳米材料、 粉体技术、 镀膜及涂层等新材

料等

电话: 86鄄21鄄54152384
传真: 86鄄21鄄33275694
邮箱: sic@ sicchina郾 net
网址: www郾 sicchina郾 net

2018 上海国际海绵城市建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国际市政工程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海绵城市设计规划、 城市内涝解决方案、 地面生态道路应

用材料及生产设备、 种植屋面系统、 城市河湖水域及岸线管控和

综合整治、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生态城市建设等

电话: 86鄄10鄄68319575
邮箱: zgszxhbgs@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ccfair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国际市政工程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内容: 施工机械、 市政专用车辆、 停车设备、 建筑垃圾处理设备、
沥青施工及再利用设备、 污泥及黑臭水体处理设备、 道路及室外

照明、 智慧城市、 智慧市政、 市政设施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6920866

网址: www郾 mcchinafair郾 com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机场设施建设及运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涉及机场建设、 航空货运、 机场通信、 飞机维护、 机场安

保、 地勤设施及服务、 空侧设施、 航站楼内部、 航站楼建设与机

场基础设施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irportfair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酒店与餐饮供应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市旅

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5000m2

内容: 食品饮料、 茶与咖啡、 烘焙设备及物料、 冰淇淋设备及物

料、 餐饮食材、 调味品及配料、 厨房与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hcsin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粉末冶金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m2

内容: 粉末冶金原料、 粉末冶金设备、 粉末冶金产品、 检验 / 测试

/ 分析仪器、 相关出版物及网络等

电话: 86鄄21鄄56920866
邮箱: sk5@ skzl郾 net
网址: www郾 pmfair郾 net

2018 第六届中国国际航空服务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

承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航空食品饮料、 中央厨房及配餐、 航空用品及服务、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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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内饰、 通用航空器及无人机、 机场设施及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5013176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viationfair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上海硅酸盐

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m2

内容: 前沿新材料、 特种金属功能材料、 高端金属结构材料、 新

型无机非金属材料、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先进高分子材料、
新能源材料、 电子材料、 材料制造设备及检测技术等

电话: 15026737905
传真: 86鄄21鄄33275694
邮箱: 271296851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amfair郾 net

2018 上海国际聚酰亚胺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市硅酸盐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市硅酸盐工业协会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0000m2

内容: 聚酰亚胺材料、 原辅料、 高分子材料、 新材料、 聚酰亚胺

材料生产技术与制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6920866, 66126398
邮箱: zy7@ zyexpo郾 net
网址: www郾 pmfair郾 com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飞机内饰与翻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客舱设备与管理系统、 飞机座椅、 厨房 / 储物柜系统及厨房

插件、 厕所及废水 / 废物处理设备、 机上娱乐及通信系统、 照明 /
LED 及配件、 软装、 纺织及皮革制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1629729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ircraftinteriors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纳米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上海市纳米

技术协会、 北京纳米科技产业创新联盟、 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时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m2

内容: 纳米新材料、 分析与检测、 微纳制造、 纳米生物与医药、
纳米环保清洁等

电话: 86鄄21鄄56920866
邮箱: sk5@ skzl郾 net
网址: www郾 chinananofair郾 com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高端小品种食用油及橄榄油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粮油学会、 上海市进口食品企业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立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小品种食用油、 进口橄榄油、 保健特种油、 高端食用油服

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topoil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茶饮、 咖啡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咖啡 / 茶、 饮品、 配料、 甜点、 咖啡机、 设备、 包装等

电话: 18601746865
传真: 86鄄21鄄54221039
邮箱: 1860174686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offee鄄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 邮轮及列车食品饮料展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

分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m2

内容: 各类旅游餐饮、 食品饮料、 干果、 半成品食品、 地面食品

及餐食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viationfoodfair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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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上海市进口食品企业协会、 上

海市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进口酒、 传统酒、 时尚酒饮、 酒类服务、 酒类媒体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uperwine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进出口食品及饮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 上海市进口食品

企业协会、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5000m2

内容: 休闲食品、 葡萄酒、 时尚饮品、 食品油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importfoodfair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粮油

学会、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 上海市酒吧行业协会、 上海市进口食

品企业协会、 上海市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85000m2

内容: 酒、 饮品、 食品、 食品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fdfchina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肉类产业暨高端牛羊肉进入
市场推介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肉类协会、 上海市餐饮协会、 上海市绿色食品协

会等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牛羊肉、 冷鲜肉、 火腿、 香肠、 腌腊制品、 速冻食品、
肉类加工机械等

电话: 13671945423
邮箱: guanxin1002@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rbhexpo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国际食品、 肉类及水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旅游餐饮食品饮料、 干果、 半成品食品、 地面食品及

餐食原材料、 企业生产的配餐及配料、 食品盛装和包装器具、 食

品加工设备、 配餐厨房设备、 快速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鄄6190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fmachina郾 cn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乳制品、 冰淇淋及加工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消毒乳、 发酵乳制品、 乳粉、 冰淇淋冷饮制造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dairy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酒业微商展暨创新与营销高峰论坛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酒吧行业协会、 上海市进口食品

企业协会、 上海市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白酒、 洋酒、 黄酒、 啤酒、 葡萄酒、 果露酒、 保健酒、 时

尚饮品、 酒饮食品、 酒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50131760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winefai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 (上海) 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烘焙展组委会、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 糕点 (月饼)、 面包、 蛋糕、 饼干、 餐饮用原辅材

料、 装饰品及食品代加工等

电话: 13651676045
邮箱: 50682985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bic鄄china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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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六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航空学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

承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航空产业园区、 航空医疗、 救援运营商、 医院、 救援直升

机公司、 医疗转运公务机公司、 无人机公司、 医疗设备厂商、 救

援设备厂商、 保险企业、 医疗培训单位等

电话: 86鄄21鄄64396190
传真: 86鄄21鄄50131761
邮箱: info@ golden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eneralaviationshow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增材制造技术展览会 (3D打印展)

时间: 2018鄄05鄄14 ~ 2018鄄05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 、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国微米纳米

技术学会、 上海市硅酸盐工业协会、 上海市纳米技术协会、 上海

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市新材料行业协会 、 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承办: 上海中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0000m2

内容: 3D 打印机、 三维扫描与软件、 3D 打印材料金属粉末材料、
3D 打印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36216687
邮箱: chenbin@ 3dam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3dp鄄fair郾 com

2018 亚洲物流双展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远程信息处理 (智能交通系统)、 物流、 电子商务隐藏通讯

系统、 通讯技术工作站系统、 数字无线电通讯系统、 网络通讯系

统、 移动通讯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00
传真: 86鄄21鄄20205666
邮箱: tlc@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tl鄄c郾 cn

2018 中国航空货运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机场、 航空公司、 货运代理、 空港保税区、 货运中心、 终

端运营商、 空运经纪人、 总销售代理商、 航空货运物流系统、 快

递、 包裹邮递、 转运、 仓储、 货运装卸公司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00
传真: 86鄄21鄄20205666
邮箱: info@ mmi鄄shanghai郾 com
网址: www郾 aircargo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专用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危化品运输车、 工程建设类专用车、 随车起重运输车、 大

件运输车 / 牵引车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00
传真: 86鄄21鄄20205666
邮箱: info@ mmi鄄shanghai郾 com
网址: www郾 tl鄄c郾 cn / trade鄄fair / co鄄exhibitions / truck鄄trailer鄄china /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法国高美爱博展览集团

承办: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62000m2

内容: 食品半成品及配料、 乳制品及蛋、 新鲜肉、 新鲜禽、 水产

品、 新鲜水果和蔬菜、 干果、 观赏型农产品、 糖果、 饼干及烘焙

类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5794294
邮箱: edward@ sialchina郾 cn
网址: www郾 sialchina郾 cn

2018 亚洲生鲜配送展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包装、 保鲜、 果蔬、 果蔬加工、 化工、 净化、 冷藏、 冷藏

冷冻、 冷冻、 冷冻设备、 冷库、 配送、 物流、 运输、 制冷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658
传真: 86鄄21鄄20205666
邮箱: james郾 xu@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fl鄄a郾 cn / zh鄄cn /

2018 亚洲生鲜荟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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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海名国

际会展集团、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m2

内容: 冷链物流、 配送服务、 冷藏冷冻运输设备、 冷库工程及净

化技术、 冷冻冷藏柜陈列柜、 生鲜加工、 保鲜及包装技术、 冷藏

冷冻设备、 冷链仓储及搬运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00
传真: 86鄄21鄄20205666
邮箱: tlc@ mm鄄sh郾 com
网址: ffa郾 fl鄄a郾 cn

2018 亚洲食品加工设备与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5鄄16 ~ 2018鄄05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

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肉类加工机械、 乳制品生产加工设备、 果蔬加工设备、 酿

酒和饮料加工设备、 海产品加工设备、 油脂加工及包装设备、 糖

果加工及包装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49, 15901822575
邮箱: joan郾 zhang@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foodtech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成人保健及生殖健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生殖健康产业协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3000m2

内容: 成人用品、 生殖健康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8361856
邮箱: huangshihuang@ cie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hanghai郾 adc鄄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上海)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7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医疗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4138131
邮箱: zhenghe@ expozh郾 com
网址: www郾 cmtf郾 net

2018 上海大虹桥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5鄄19 ~ 2018鄄05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腾美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90000m2

内容: 护肤及个人护理产品、 香水、 彩妆及配套工具产品、 口腔

护理、 婴幼产品、 女性私密护理产品、 洗涤护产品、 美甲、 美睫、
纹绣及配套产品、 医美产品、 仪器及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2126630, 63805275
邮箱: info_ sh@ chinainternationalbeauty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nternationalbeauty郾 com / sh /

2018 第九届中国 (上海) 国际部件清洁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制造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表面淋 / 喷的相关系统和设备技术、 部件清洗与清洁、 工业

清洗设备、 高压清洗泵、 工业除尘设备、 清洁药剂及工业擦手纸、
压力与表面清洗设备、 风道清洗设备、 消毒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传真: 86鄄21鄄51862460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czexpo郾 com

2018 中国上海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承办: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m2

内容: 流体动力系统及元件、 空气压缩机、 机械传动元件、 电传

动、 动力设备及发电机组等

电话: 86鄄10鄄86464851, 13585083111
传真: 86鄄10鄄86464851
邮箱: info@ uf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h鄄ptce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防锈材料及金属材料包装展览会暨 2018 上
海国际防指纹油材料及金属涂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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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主办: 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 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中国建筑材

料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氟伦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1000m2

内容: 防锈材料及金属材料包装、 防指纹油材料及金属涂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4192063
邮箱: shfulun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xcljsbz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 (上海) 国际进出口轴承及轴承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m2

内容: 轴承及其轴承零部件、 生产及加工设备、 相关设备与附件、
直线运动系统、 床辅助装备等

电话: 13522144851
传真: 86鄄10鄄58126807
邮箱: sales鄄admin@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zcfair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无损检测及理化检验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
2018 中国国际特种设备安全与发展论坛暨国际特种设备展
览会 (上海站)

时间: 2018鄄05鄄21 ~ 2018鄄05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中国设

备管理协会

承办: 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协会、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超声检测、 射线检测、 磁粉检测、 涡流检测、 渗透检测、
泄露检测、 其他检测等

电话: 86鄄10鄄84464851
邮箱: 1860081155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win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美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2 ~ 2018鄄05鄄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分会、 英富曼集团、 上海百

文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百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6000m2

内容: 水、 护肤、 彩妆、 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 包装、 原料、 机

械等

电话: 86鄄21鄄23263723

邮箱: sales@ chinabeauty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bebaiwen郾 com / index郾 aspx

2018 上海国际应急减灾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3 ~ 2018鄄05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公安局、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

会等

承办: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抢险救援设备、 救灾交通工具、 医疗救援设备、 灾害预测、
检测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2277340
传真: 86鄄21鄄62769011
邮箱: shanghaiylt@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rescue鄄expo郾 com

2018 全球母婴服务及教育精品展暨第三届上海月子健康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母婴服务行业组织联盟、 上海家政服务行业协会月子

会所行业分会、 上海钧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钧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8000m2

内容: 生活护理及其特供产品、 产后康复机构及产品、 月子餐及

其供应商、 0鄄3 岁早教机构及早教益智玩具教具、 小儿推拿机构及

其特供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4766803, 18616269228
传真: 86鄄21鄄64056827
邮箱: amy@ nmcc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nmcc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承办: 纽伦堡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

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2000m2

内容: 有机食品、 有机饮料、 有机生产资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0361214
邮箱: ethan郾 shi@ nm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biofach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世界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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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旅游会展推广中心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旅游会展推广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2000m2

内容: 旅游资源、 旅游组织、 旅游装备、 旅游金融服务、 旅游媒

体、 其他旅游相关领域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3532
邮箱: athena郾 bian@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worldtravelfair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伺服系统技术与应用展览会暨发展论坛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微电机专业委会 、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机床分会、 中国

机电产品流通协会电机分会

承办: 国流机电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m2

内容: 伺服、 伺服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80319950
邮箱: 102002230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ervo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工业粉尘防爆与安全防护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际粉体检测与控制联合会、 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 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粉体技术分会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粉尘防爆防护系统、 气体防爆防护系统、 阻火设施设备、
除尘与净化系统、 气体检测系统、 通风降温设备、 粉尘 (气体)
健康防护等

电话: 86鄄21鄄66013219
传真: 86鄄21鄄60429839
邮箱: gtzlyyexpo@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owde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功能薄膜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正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6800m2

内容: 背光 / 显示用膜、 显示屏用膜、 功能薄膜 (产业用) 等

电话: 86鄄21鄄33519421鄄206
传真: 86鄄21鄄33518239
邮箱: sales@ apfe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apfechina郾 com / index2郾 asp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胶粘带、 保护膜及光学膜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正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6800m2

内容: 胶粘带、 保护膜、 光学膜、 功能薄膜、 聚脂薄膜、 加工设

备及仪器、 原料及化工等

电话: 86鄄21鄄33518238
传真: 86鄄21鄄33518239
邮箱: apfeai@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pfechina郾 com / index1郾 asp

2018 上海国际聚酯薄膜及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富亚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正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6800m2

内容: 聚酯薄膜材料、 成品、 聚酯薄膜生产技术设备、 聚酯薄膜

后续加工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3518645
传真: 86鄄21鄄33518239
邮箱: jifa郾 chen@ apfe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apfechina郾 com / index3郾 asp

2018 中国国际涂料、 油墨及粘合剂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涂料与涂装行业协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60000m2

内容: 原材料、 生产 / 包装设备及装置、 质检及研发用测量及测

试、 粉末涂料、 UV / EB 固化技术及产品、 安全、 健康、 环境及其

它服务、 各种涂料、 油墨及粘合剂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4338308
传真: 86鄄21鄄51685454
邮箱: ziao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oat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过滤与分离技术设备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机械制造工业协会、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承办: 上海派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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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各种过滤与分离装置、 设备, 合纤、 玻璃、 金属纤维、 涤

纶、 丙纶、 锦纶、 维纶、 特种等系列滤布 郾 金属烧结及各种滤

材等

电话: 86鄄21鄄80319951
传真: 86鄄21鄄31575518
邮箱: 102002230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lj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气体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学会、 上海升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升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气体应用技术、 工业气体设备、 系统和技术、 工业气体的

辅助设备及材料、 工业气体运输及包装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54388602
传真: 86鄄21鄄51861458
邮箱: 18817208969@ 139郾 com
网址: www郾 igchina郾 net

2018 上海国际线束加工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分会、 国家电机及机械零部件产品

检验中心

承办: 东世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线束检测仪、 喷码设备、 专用设备、 各类电磁圈线、 电机、
变压器、 绝缘材料、 磁性材料、 其他加工材料、 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54155272
传真: 86鄄21鄄61294697
邮箱: 29566283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cw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海工装备与港口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海洋局、 上海市海洋局

承办: 特欧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端德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海洋工程装备、 海洋工程配套技术装备和服务设施、 海洋

工程模块设计和建造、 港口机械、 其他海洋工程技术装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0324110
传真: 86鄄21鄄60324110
邮箱: 648025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gzb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空压机及压缩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机械零部件产品质检中心、 国家能源局、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上海邺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各式空压机、 专用空压机、 各式空气压缩机、 各类压缩空

气系统及设备、 各种工业气体储存及运输装备、 压缩气体应用装

备配件设备及相关技术、 产品、 软件、 翻译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传真: 86鄄21鄄51862460
邮箱: 330876410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kyj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粉体材料及加工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际粉体检测与控制联合会、 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 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粉体技术分会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粉体原材料、 粉体加工机械、 颗粒分析与表征、 测量和控

制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6013219
传真: 86鄄21鄄60429839
邮箱: gtzlyyexpo@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owder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铁路建设行业协会、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m2

内容: 铁路机车车辆、 铁路通信信号及信息技术、 铁路客货运服

务、 铁路基础设施等

电话: 86鄄21鄄54130988
传真: 86鄄21鄄51685454
邮箱: ziaozl@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morte鄄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健身、 场馆设施、 运动休闲、 球类、 网羽运动、 武术搏

击等

电话: 86鄄10鄄87182490, 87183074
邮箱: info@ sportsh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portshow郾 com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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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美国屋面工程协会、 德国屋面工程

协会

承办: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m2

内容: 沥青基防水卷材、 高分子防水卷材 、 密封材料 、 防水涂料

、 刚性防水及堵漏材料、 喷涂聚脲及原材料、 配套施工机具、 基

础设施及市政工程用防水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88415066
传真: 86鄄10鄄88415068
邮箱: haojin@ cnwb郾 net
网址: www郾 chinaroofexpo郾 cn

2018 第十二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 (上海) 大会暨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伏勒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伏勒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0m2

内容: 光伏生产设备、 光伏电池、 光伏相关零部件、 光伏原材料、
光伏应用产品、 光伏工程及系统、 系统工程施工设备与安全防护、
太阳能热利用、 太阳能光伏、 光热发电、 储能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33561099
传真: 86鄄21鄄64642653
邮箱: info@ snec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snec郾 org郾 cn

2018 国际储能技术与移动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8 ~ 2018鄄05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伏勒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盛上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承办: 上海伏勒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盛上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80000m2

内容: 能源互联网及信息通信、 储能技术、 设备及材料、 分布式

发电、 微电网、 储能电站及 EPC 工程等

电话: 86鄄21鄄33561099, 53893020
传真: 86鄄21鄄64642653
邮箱: info@ snec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iees郾 org郾 cn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园林景观产业贸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承办: 上海园携会展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2000m2

内容: 景观规划设计、 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园林景观材料及配套设施、 屋顶绿化及建筑绿化技术、 建筑木结

构 、 竹结构建筑、 户外景观照明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1902178
邮箱: polansky郾 lv@ sh鄄green郾 cn
网址: www郾 slagta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园林机械、 园艺工具及苗木绿化资
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承办: 上海园携会展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园林机械设备、 园艺工具、 苗木绿化资材、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1902178
邮箱: polansky郾 lv@ sh鄄green郾 cn
网址: www郾 gardenexpo郾 cn

2018 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屋顶 (立体) 绿化及建筑
绿化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承办: 上海园携会展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屋顶绿化、 墙面绿化的设计与施工企业、 屋顶绿化的屋面

系统工程及墙体绿化相关材料、 架空分离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1902178
邮箱: polansky郾 lv@ sh鄄green郾 cn
网址: www郾 slagta鄄greenroof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防雷技术与产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气象学会

承办: 旻生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雷电监测和预警技术与设备、 防雷 / 防浪涌技术与产品、 闪

电定位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18917352889
邮箱: 18917352889@ 189郾 cn
网址: www郾 mh鄄expo郾 com / fl / index郾 asp

2018 第十届中国气象科技展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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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气象学会

承办: 旻生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气象科技、 气象信息化建设、 水文技术装备等

电话: 18917352889
邮箱: 18917352889@ 189郾 cn
网址: www郾 mh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届中国水文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国际水文科学学会、 中国气象学会水文气象学委员会

承办: 旻生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水文技术装备、 水文信息化、 水文分析仪器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1鄄54375929, 18701903309
邮箱: sen郾 cai@ minsheng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grf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新风行业联盟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空气净化设备、 新风系统、 通风设备、 滤材配件、 检测物

联及其他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456
邮箱: elvis@ chcbiz郾 com
网址: www郾 ecotechair郾 com郾 cn

2018 第三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承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8800m2

内容: 管道、 管件、 灌溉、 灌溉系统、 建筑、 金属管、 金属管道、
景观、 排水、 排水设备、 塑料、 塑料管、 消防、 消防设备、 消声、
泳池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382
邮箱: eric@ chcbiz郾 com
网址: www郾 buildexchina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水展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

公司

承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CHC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20000m2

内容: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固液分离、 过滤沉淀设备、 消毒杀菌

设备、 仪器仪表、 泵、 阀、 管道、 闸阀、 截止阀、 节流阀等、 管

材、 管道、 钢管材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355
邮箱: info@ aquatech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aquatechchina郾 com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70000m2

内容: 泵、 阀门、 控制阀 / 执行机构、 成套二次供水设备及配套、
气动元器件、 管道 / 连接件 / 塑胶、 密封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321
邮箱: sales@ flowtechsh郾 com
网址: www郾 flowtechsh郾 com

2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2000m2

内容: 废气处理、 固废 / 污泥、 除尘 & 脱硫脱硝、 环境监测等

电话: 86鄄21鄄33231314
邮箱: sales@ ecotechwaste郾 com郾 com
网址: www郾 ecotechwast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户外用品及时尚运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户外服装、 服饰配件、 野营出行装备、 专项户外运动装备、
自驾车用品、 折叠自行车用品、 折叠滑雪用具、 折叠钓鱼用具、
旅行携带用品、 极限运动、 健身运动、 雪类运动等

电话: 400鄄672鄄9558
邮箱: 72800912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outdoor鄄Fair郾 com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智能运动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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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上海朗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智能运动产品 / 器械、 智能运动技术 / 硬件、 智能运动高新

材料、 智能运动场馆 / 建设等

电话: 86鄄21鄄22874018, 13641981115
邮箱: 1364198111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nydcy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游乐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1 ~ 2018鄄06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数字娱乐、 电玩产品、 电玩配件、 儿童游乐设备、 公园及

游乐场设施、 游戏相关媒体、 刊物、 游戏机彩票、 游戏软件开发、
游戏人才培训机构等

电话: 400鄄675鄄9558
网址: www郾 asia鄄tpa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5 ~ 2018鄄06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金切精密及特种加工机床、 工具、 模具及成型技术、 材料

及模具制件、 冲压设备及塑料机械、 互联网 + 、 CAD / CAM / CAE
集成及信息化管理技术、 自动化集成技术及装置等

电话: 86鄄21鄄62472781
邮箱: dmc2018@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diemould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厨房、 卫浴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5 ~ 2018鄄06鄄0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分会、 英富曼集团、 上海百

文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环球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0000m2

内容: 厨房浴室成套家具、 各类龙头、 洁具、 淋浴房、 整体浴室、
采暖换热设备、 锅炉、 通风设备和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32224777
邮箱: info@ wes鄄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wes鄄expo郾 com郾 cn / wes鄄expo / Home / Index

2018 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高端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物流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上海展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博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个品种的葡萄酒、 洋酒、 传统与时尚酒等

电话: 86鄄21鄄60428394
邮箱: 13482165724@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igh鄄endwine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礼品、 赠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雅辉展览集团、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日用小商品

协会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30000m2

内容: 工艺礼品、 杯壶、 厨具、 文具及文化用品、 包装及纸制品、
家庭用品、 智能科技类礼品、 家居用品、 箱包、 皮具、 五金工具、
生活电器、 厨房电器、 健康食品、 节令食品、 家纺等

电话: 86鄄21鄄34224903, 13681869879, 15867915252
邮箱: gifts@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giftyh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小家电及厨卫电器全球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6鄄07 ~ 2018鄄06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雅辉展览集团、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厨房电器、 浴室电器、 家庭清洁电器、 居室空气调节电器、
个人护理电器、 礼品小家电、 休闲电器、 水处理电器等

电话: 86鄄21鄄31571339
邮箱: gifts@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pe鄄c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6鄄08 ~ 2018鄄06鄄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上海海智名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8800m2

内容: 钻石类, 珍珠类, 宝石类, 翡翠类, 玉石类, 珠玉成品艺

术品展示, 珠玉文化展, 以及各种镶嵌制作工艺的演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qingdao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充电桩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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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上海扩展展览集团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智能充电解决方案、 配套设施解决方案、 充电设施建设运

营解决方案、 连接器、 线缆、 线束、 光伏系统、 储能系统、 控制

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51987155
邮箱: siyong郾 gan@ kuozhan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dz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智慧停车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及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化停车场管理

系统、 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停车场车位引导与城市停车诱导、
智能反向寻车系统、 道路停车管理、 停车场安全设施等

电话: 86鄄755鄄83179486
邮箱: 1850303651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parking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1 ~ 2018鄄06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亚洲汽车制造协会

承办: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激光技术及零部件焊接、 汽车零部件机加工程、 工业机器

人、 车身焊装工程、 总装工程及冲压工程、 涂装工程、 质量控制

工程、 汽车模具及 3D 打印等

电话: 86鄄21鄄51987155鄄7028
邮箱: yunfei郾 zhang@ kuozhan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mtechina郾 com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电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热专业委员会、 汉慕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益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汉慕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益欣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国际工业燃烧与锅炉技术设备、 国际保温、 隔热、 耐火材

料、 国际热水及暖通技术与设备、 国际温控、 温测技术与设备、
换热、 散热、 冷却技术与设备、 国际家用电采暖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7350332
邮箱: gjzlqj@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jd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中国 (上海) 国际液压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制造工业协会

承办: 环润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液压机械、 液压元件、 液压辅件、 液压系统、 液压技术、
液力、 密封等

电话: 86鄄21鄄64199232
邮箱: 333577472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bhg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电子玻璃及制造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学分会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汉慕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电子玻璃产品、 电子玻璃生产加工装备、 电子玻璃生产窑

炉、 原料辅料 、 控制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54130988
邮箱: ziaozl@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ege鄄china郾 com

2018 亚洲线路板及电子组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线路板产品应用、 线路板、 线路板 / 智能自动化设备、 环保

洁净技术及设备、 线路板原物料 / 化学品、 电子组装工艺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60463109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pc鄄china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 3D曲面玻璃及制造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学分会

承办: 上海紫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汉慕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m2

内容: CNC、 热弯、 抛光、 磨边、 丝印贴合、 清洗、 镀膜和检测设

备、 玻璃基板、 油墨、 贴合、 镀膜、 抛光等生产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54130988
邮箱: ziaozl@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3d鄄cgme郾 com

2018 亚洲消费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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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CTA)、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50000m2

内容: 3D 打印、 音频产品、 增强现实产品、 内容和在线平台、 无

人机、 绿色科技、 健康产品、 家庭娱乐、 物联网、 生活科技、 移

动设备、 机器人产品、 智能家居、 健身及运动等

电话: 86鄄755鄄25849781
邮箱: CESAsiaExhibit@ CTA郾 tech
网址: www郾 cesasia郾 cn / zh / home /

2018 中国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 中国科

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承办: 东世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0000m2

内容: 传感器、 传感器系统和传感器测试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6467988, 13681658788
邮箱: 29566283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ransducer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工业智能装备及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中国机械企业管理协会、 亚洲智能制

造业协会、 国流机电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旻帆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 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 嵌入式系统、
电子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6013952, 13761132324
邮箱: 53251755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as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轴承工业 (上海)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轴承流通分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

协会电机分会

承办: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0m2

内容: 标准轴承、 专用轴承、 特殊轴承 轴承零件与轴承用油料化

工产品、 数控车床与锻压机械磨削及超精研机、 检验、 测量和试

验设备、 刀具、 工夹具及相关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2277340
邮箱: 30968794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bearing郾 net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港口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港口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五洲卓越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港口机械设备、 物料搬运和仓储设备、 物流运输设备、 港

口安全监控设备、 物流信息化设备、 养路机械设备、 施工车辆、
交通管理和安全系统等

电话: 86鄄10鄄84968781
邮箱: 13261699659@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gkzbzl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矿山、 起重运输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起重运输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重型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起重运输机械工业协会、 国家桥门式起重机械、 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北京五洲卓越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五洲卓越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冶金机械、 矿山机械、 起重机械、 轻小型起重设备、 输送

机械、 散料装卸机械、 工业车辆、 润滑液压设备、 冶金、 矿山、
起重运输机械配套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4967955
邮箱: tancheng886@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m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磁性材料及生产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电机工程学会、 上海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电工技术协

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国家电机及机械零部件检测中心

承办: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永磁材料、 软磁材料、 生产磁材的专用制备、 生产磁材用

的各种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2767353
邮箱: 1363669504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me鄄china郾 org / cxcl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电机博览会暨发展论坛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微电机专业委

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机床分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电

机分会、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承办: 国流机电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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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5000m2

内容: 电机、 电机控制系统及装置、 磁性材料、 制造设备、 测试

仪器及设备、 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2767353, 13636695048
邮箱: shanghaigt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motor鄄china郾 org

2018 上海国际非晶与纳米晶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电机工程学会、 上海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电工技术协

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国家电机及机械零部件检测中心

承办: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非晶及纳米晶材料、 磁 / 铁芯、 磁 / 铁芯材料、 材料工艺等

电话: 86鄄21鄄62767353
邮箱: 1363669504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me鄄china郾 org / fj /

2018 上海国际伺服、 运动控制及应用展览会暨发展论坛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微电机专业委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机床分会、 中国

机电产品流通协会电机分会

承办: 国流机电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国皓会展 (上海) 有限

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m2

内容: 伺服、 伺服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56643571
邮箱: 30968794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ervo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国际养老、 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m2

内容: 养老服务、 生活护理、 辅助器具等

电话: 86鄄21鄄62956677
网址: www郾 china鄄aid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上

海)、 国家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地、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承办: 上海荟展国际文化装备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广播电视台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17000m2

内容: 广电 ip 化、 融媒体技术、 广电智能化、 虚拟演播室、 直播

技术、 编程式广告技术、 高帧数电影技术、 超高清制作、 空中拍

摄、 激光投影技术、 vr 摄像机、 人工智能科技等

电话: 13761125935
邮箱: kevin郾 cao@ tcdic郾 com
网址: www郾 nabshowshanghai郾 com

2018 上海紧固件专业展暨第九届上海汽车紧固件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上搜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上搜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紧固件生产设备、 紧固件材料、 紧固件用模具和耗品、 检

测仪器、 包装设备、 其它相关生产技术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1806789?
网址: shanghai郾 fastener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技术分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

协会电影发行与院线分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城市影院分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城市农村电影分会、 北京汇联天地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汇联天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7000m2

内容: 电影技术设备、 影视拍摄设备、 影视编辑、 后期制作及多

媒体制作设备、 制片、 传统放映设备、 数字放映设备、 灯光照明

及音响器材、 座椅及相关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8431842
邮箱: ty@ cift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nemas鄄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健康原料、 天然原料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3000m2

内容: 食品添加剂、 食品配料、 健康原料与天然原料、 香精香料

和调味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83
邮箱: wendy郾 wei@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fia鄄china郾 com

2018 制药环保与洁净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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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65000m2

内容: 膜分离技术、 臭氧检测、 压滤设备、 焚烧设备、 除尘设备、
除臭工程、 废气吸附装置、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污泥处理设备、
洁净室构架、 净化工程、 洁净空调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57
邮箱: tiffany郾 yan@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p鄄mec郾 cn / clean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博闻公司、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m2

内容: 保健食品、 中药滋补品、 美容养颜、 保健用品、 第三方服

务等

电话: 86鄄10鄄58036332
邮箱: mayunxuan@ cccmhpi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hnc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世界医药合同定制服务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欧洲博闻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合同研发、 合同定制等

电话: 86鄄10鄄58036296
邮箱: wuyushuang@ cccmhpi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phi鄄china郾 cn / icse

2018 第十八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承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70000m2

内容: 原料药、 中间体、 辅料与剂型、 天然提取物、 生物产品、
试剂、 技术服务、 合同外包、 定制服务及咨询、 外包、 服务、 咨

询、 药物制剂、 动物保健等

电话: 86鄄10鄄58036296
邮箱: wuyushuang@ cccmhpi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phi鄄china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世界制药机械、 包装设备与材料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65000m2

内容: 反应设备、 干燥设备、 结晶设备、 离心机、 萃取设备、 换

热器、 储存设备、 过滤设备、 蒸发设备、 蒸馏设备、 筛分机械、
灭菌设备、 压滤设备、 均质机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55
网址: www郾 p鄄mec郾 cn

2018 生物制药与技术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维生素、 激素、 磺胺、 解热镇痛、 麻醉用药、 四环素、 氨

基酸及其衍生物、 氯霉素、 消化系统用药、 其他抗感染、 青霉素、
氨基糖苷、 林可霉素、 心血管系统用药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54
网址: www郾 cphi鄄china郾 cn / bioph

2018 世界天然提取物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7000m2

内容: 植物提取物、 动物提取物、 食品、 饮料原料、 功能性食品

原料、 保健品原料、 膳食补充剂、 中药原料、 美容化妆品原料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56
邮箱: wuyushuang@ cccmhpi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phi鄄china郾 cn / nex

2018 世界医药包装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给药系统、 软包装、 胶囊、 印务标签、 药用软管、 塑料瓶、
复合材料、 喷雾泵、 铝箔、 瓶盖胶塞、 垫片、 药用玻璃瓶等

电话: 86鄄10鄄58036338
网址: www郾 p鄄mec郾 cn / innopack

2018 世界生化、 分析仪器与实验室装备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6鄄20 ~ 2018鄄06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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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欧洲博闻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生化仪器、 分析仪器、 实验室成套 / 配套设备、 检测仪器

(行业专用)、 实验室耗材、 净化纯水设备、 光学仪器、 测量 (计

量) 仪器等

电话: 86鄄10鄄58036295
邮箱: zhouguangle@ cccmhpi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p鄄mec郾 cn / labworld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皮革鞋材鞋机及缝制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60000m2

内容: 皮革、 合成革、 鞋材、 鞋料、 制鞋、 制革机械设备、 缝制

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3730859
邮箱: info@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leathersh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箱包皮具手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60000m2

内容: 箱包皮具品牌、 成品加工技术、 原辅料、 配件及机械设备、
箱包手袋原材料、 箱包手袋配件、 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等

电话: 86鄄21鄄33730859, 33730795
邮箱: info@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shbox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鞋类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25000m2

内容: 男鞋、 女鞋、 童鞋、 运动鞋、 雪地鞋、 凉鞋、 休闲鞋、 拖

鞋、 体育用品、 时装鞋、 室内鞋、 劳保鞋、 舞蹈鞋、 保暖鞋、 靴

子、 沙滩鞋、 布鞋、 工艺鞋、 增高鞋等

电话: 86鄄21鄄33730859, 31223078
邮箱: info@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ilse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西瓦国际木业展

时间: 2018鄄06鄄25 ~ 2018鄄06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

主办: 新加坡帕布洛公司

承办: 上海帕布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板材类、 加工类、 木制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2389737
邮箱: shanghai@ sylvawood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ylvawood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 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6 ~ 2018鄄06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浦东国际展览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85000m2

内容: 功率半导体元件及模块、 集成电路、 无源元件、 电磁及磁

性材料、 热管理、 传感器等

电话: 86鄄20鄄38251558
邮箱: pcimasia@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gymf郾 com郾 cn / pcim / cn /

2018 上海第二十六届创业项目投资暨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餐饮食品、 教育培训、 加盟服务、 品牌加盟、 美容健身、
医疗保健、 科技成果、 企业招商、 企业发展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01
网址: www郾 shqszh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触摸屏模组、 摄像模组、 触摸屏元件、 蓝宝石、 触摸屏制

造设备、 触摸屏应用产品、 触摸屏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生物识别、 金属手机外壳、 外壳代工厂等

电话: 86鄄21鄄22317012
邮箱: kelly郾 chen@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quanchu郾 com郾 cn / sh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 2018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集伺盟会展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402·



上海市

内容: 终端产品、 无人机、 运动科技、 健康与健身、 移动游戏、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

电话: 86鄄21鄄31219855
网址: www郾 mwcshanghai郾 com

2018 上海第六届儿童生活体验品牌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孕婴童食品及保健品、 母婴用品、 玩具、 教具及纪念品、
孕装、 内衣及配饰、 童装、 婴装、 童鞋及配饰、 童车、 汽座、 童

床、 家俱、 家居家纺、 儿童服务、 教育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20
邮箱: 15821572587@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yytzhan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高性能薄膜制造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光学薄膜、 保护膜、 功能性薄膜、 胶粘带、 各种薄膜、 新

能源薄膜、 原料及化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9940113
邮箱: haibin郾 li@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sh郾 film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第二十二届国际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暨 GFXEX鄄
PO外汇衍生品峰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金融、 金融理财、 金融投资、 服务财富、 创业致富、 家庭

投资理财规划、 人生理财计划、 保险服务规划、 个人投资理财咨

询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08
邮箱: azhangping@ sina郾 cn
网址: www郾 jinrongzhan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上海餐饮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际美食餐饮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 速冻面点、 蔬菜菌菜、
其他食材、 配餐调料、 相关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21
网址: www郾 qscyz郾 com

2018 上海第十二届海外置业移民留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移民项目、 海外地产发展商、 投资理财、 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01
邮箱: shqszl@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ngpuzhan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包装容器与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宏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宏胜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纸包装容器、 铝箔包装容器、 塑料包装容器、 金属包装容

器、 玻璃包装容器、 包装材料、 相关包装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61211142
邮箱: ipcm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ipce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文化用品商品交易会暨中国国际制笔文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7 ~ 2018鄄06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高百赢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邦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学生用品、 教育用品、 现代办公及教学仪器设备、 学校用

品, 办公用品、 电脑及 IT 数码产品、 办公耗材等

电话: 86鄄21鄄51695068
传真: 86鄄21鄄51685938
邮箱: fbzl123@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stfair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4 ~ 2018鄄07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上海中机联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8000m2

内容: 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电气系

统、 微系统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1911303
邮箱: robot郾 yang@ ciros郾 com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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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ciros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4 ~ 2018鄄07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恒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m2

内容: 装配系统集成、 传输及搬放技术、 装配技术、 驱动 - 控制

- 测试技术、 智能产线物流、 软件和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4681300, 64681550
邮箱: info@ for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nghaiahte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4 ~ 2018鄄07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恒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恒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0m2

内容: 机加工程、 部件清洁、 质量控制与检测、 激光、 焊装、 涂

装等

电话: 86鄄21鄄64681300
邮箱: amts@ for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nghaiamts郾 com

2018 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上海)

时间: 2018鄄07鄄05 ~ 2018鄄07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户外运动、 水上运动、 功能性辅料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15
邮箱: ansen郾 li@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ispo郾 com郾 cn / shanghai

2018 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m2

内容: 照相机和摄像机、 拍照手机、 扫描仪、 相机配件、 数字存

储媒体、 胶卷、 摄影工作室设备、 照明技术和照明产品、 图像处

理软件、 数字成像和出版等

电话: 86鄄21鄄62896819
传真: 86鄄21鄄63866972
邮箱: interphoto@ siec鄄ccpit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phot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上海) 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聚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协会、 中

华医学交流学会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学影像、 移动医疗、 诊断治疗设备、 手术器械、 消毒用

品等

电话: 13661553828
邮箱: 151220978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med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残疾人、 老年人康复护理保健用品
用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聚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中华医学交流学会、 中国医

疗卫生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聚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特殊医疗器械、 特殊助行器械、 康复护理保健器具、 特殊

卫浴用品、 特殊寝室用品、 特殊文化用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1987165
邮箱: shzhanya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鄄cjr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医疗美容及整形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医促会

承办: 上海展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整形美容机构、 医疗整形手术器械及设备、 手术耗材、
敷料、 清毒产品、 医疗整形材料、 功能性康复仪等

电话: 13761301778
邮箱: cmeh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ymzexpo郾 com

2018 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轻量化材料、 轻量化加工工艺、 整车及零部件企业等

电话: 86鄄10鄄59339357
传真: 86鄄10鄄59339333
邮箱: Chris郾 zang@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lightweightasia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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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二十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欧洲博闻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添加剂、 食品配料、 健康原料与天然原料、 香精香料

和调味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90
邮箱: vivian郾 jiang@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fia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淀粉及淀粉衍生物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上海博华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上海景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淀粉、 变性淀粉、 淀粉糖、 发酵相关、 淀粉及淀粉衍

生物加工及配套设备、 淀粉原料、 淀粉制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300
邮箱: yongqiang郾 chen@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sie郾 cn

2018 上海食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展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0m2

内容: 分选设备、 清洗切割设备、 干燥粉碎设备、 振动筛分设备、
混合设备分离提取设备、 蒸煮浓缩设备、 发酵酿造设备、 均质设

备、 杀菌设备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60
邮箱: michael郾 guo@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fdt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5000m2

内容: 铝原材料、 初级金属产品、 铝应用类产品、 铝表面处理、
铝轻金属贸易及回收、 铝工厂设备、 机器配件、 铝分离、 处理和

提炼装备、 铝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59339314
邮箱: yuanyuan郾 li@ reed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luminiumchina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1 ~ 2018鄄07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汉国际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华汉国际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60000m2

内容: 加工科技、 包装科技、 终端印刷科技、 物流包装科技、 包

装材料与制品、 电商快递物流等

电话: 86鄄21鄄62095209
邮箱: propak@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propak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上海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绿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50000m2

内容: 智能楼宇自控、 智能家居及小区管理、 综合布线系统、 智

能家居安防系统、 智能家居娱乐系统、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智能

家居用品、 智能化综合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59890397
邮箱: 28801968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ih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整屋定制及全铝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 世博集团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贯辉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整屋定制、 整屋家装、 整屋吊顶、 智能家居、 全屋铝制家

具等

电话: 86鄄21鄄31022801
传真: 86鄄21鄄31022801
网址: www郾 dzexpo郾 cn

2018 中国国际绿色厨房卫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展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厨房设计、 整体厨房、 厨房配套产品、 厨房通风设备和系

统、 厨房供水和污水处理技术及装备、 智能马桶与相关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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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智能卫生间、 智能卫浴设备与洁具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18
邮箱: lijie_ 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gkb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多彩环保艺术涂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美缝剂、 瓷缝剂、 填缝剂及材料、 胶粘剂、 高性能薄膜,
薄膜测试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15901926719
邮箱: 2880196803@ qq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承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750m2

内容: 压铸机、 压铸周边设备、 压铸件、 压铸模具、 熔炼设备、
压铸机配件、 压铸原材料、 辅料耗材、 压铸软件、 后加工和表面

处理、 检测 / 环保 / 安全设备、 机械加工设备、 行业服务等

电话: 86鄄24鄄25850149, 25852311
邮箱: cxm@ foundrynations郾 com
网址: www郾 diecastexpo郾 cn

2018 第二十届上海别墅配套设施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绿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别墅壁炉、 别墅楼梯、 全屋净水系统、 家庭健身设备、 别

墅智能、 别墅遮阳、 别墅影音、 别墅阳光房、 别墅庭院门、 别墅

私家泳池、 别墅私家电梯、 别墅水处理等

电话: 86鄄21鄄59890397
邮箱: 28801968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villaseq郾 org

2018 第八届上海建筑给排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

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绿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建筑供水系统、 建筑热水系统、 建筑饮水系统、 同层排水

系统及各种卫生器具产品、 建筑消防给水系统、 新型管道类、 泵

类、 阀门类、 储水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59890397
邮箱: 28801968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bwexpo郾 com

2018第六届 (上海)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生产设备及技术展
览会 / 2018 第五届 (上海) 国际钢筋加工与预制构配件机
械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企展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钢筋深加工设备、 钢筋连接技术设备、 混凝土预制构配件

机械和成套生产设备、 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生产技术和设备、 新型

墙体材料设备、 新型建筑板材成套技术和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18
邮箱: lijie_ 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gbe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集成建筑、 轻钢房屋及建筑钢结构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预制集成建筑 / 轻钢房屋、 建筑钢结构、 轻钢别墅 / 钢结构

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预制房屋、 模块化建筑、 活动房屋与
空间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中国钢结构行

业协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模块化房屋及集成住宅、 建筑钢结构、 房屋材料、 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上海) 国际门窗幕墙及建筑遮阳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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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

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企展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m2

内容: 新型节能门窗、 新型节能幕墙、 各类门窗幕墙、 建筑内遮

阳: 软百叶帘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材

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各种瓦材、 喷涂聚脲防水材料、 沥青基防水卷材、 单层屋

面系统和高分子卷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墙体保温系统及材料、 内墙保温装饰材料、 外墙保温装饰

板、 新型建筑装饰防火材料、 原材料及部品件、 屋顶及立体绿化

材料、 建筑节能相关产品系统、 消能减震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sbuild郾 net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涂料及化学建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企展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新型节能环保涂料、 环保内墙壁材、 涂料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2018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 (上海)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全装修板块、 全装修板块、 房屋系统、 环保陶瓷卫浴、 装

饰建材及设计等

电话: 86鄄21鄄64930923
邮箱: 28736821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jc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绿色房屋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 建筑委员会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m2

内容: 住宅木结构材料、 各类环保木制住宅、 竹结构建筑、 木材

保护剂、 木塑景观型材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邮箱: 1363633557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iblsh郾 com

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木制环保建筑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

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木结构建筑、 木工机械、 木塑、 木结构配套设施等

电话: 86鄄21鄄63288899
传真: 86鄄21鄄63749188
邮箱: 1363633557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oodhouses郾 cn

2018 上海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联盟、 启扬展览服务 (上海) 有

限公司 、 UTM 联合贸易媒体

承办: 启扬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新能源乘用车、 新能源商用车、 动力驱动系统、 电池电机

配套产品、 充电设施、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汽车复合材料及车身

轻量化部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4316118
邮箱: qiyangexpo2008@ 163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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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evchina郾 org

2018 上海国际新能源车用电池电机电控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联盟、 启扬展览服务 (上海) 有

限公司 、 UTM 联合贸易媒体

承办: 启扬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动力驱动系统、 动力电池系统、 新能源汽车电池、 电机等

电话: 86鄄21鄄31035382
传真: 86鄄21鄄34316118
邮箱: info@ qiyang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mcchina郾 net

2018 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承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750m2

内容: 各类有色金属铸件、 铸造设备、 有色金属铸造模具、 模具

材料及其处理等

电话: 86鄄21鄄55155026
邮箱: lydia郾 huang@ foundrynations郾 com
网址: www郾 cnf鄄ex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电子烟展

时间: 2018鄄07鄄20 ~ 2018鄄07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电子烟在线

承办: 深圳市沛才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子烟、 电子烟烟杆、 雾化器、 烟嘴、 电池、 启动器、 充

电器、 烟油、 烟油瓶、 香料、 其他储存设备等

电话: 86鄄755鄄26420100, 18129922625
网址: www郾 chinavape郾 org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孕婴童展、 童装展

时间: 2018鄄07鄄25 ~ 2018鄄07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亿百媒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亿百媒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66548m2

内容: 母婴用品、 车床、 汽座及家具、 孕婴童食品、 保健品及零

食、 玩具、 教育及纪念品、 童装、 婴装、 童鞋及配饰、 孕装、 内

衣及配饰、 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7288
网址: www郾 cbmexpo郾 com

2018 上海时尚童装展

时间: 2018鄄07鄄25 ~ 2018鄄07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童装设计大赛、 趋势论坛、 儿童时装秀、 商贸交流会和童

装博物馆等

电话: 86鄄571鄄26895023
邮箱: Ella郾 zheng@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coolkidsfashion郾 com

2018 全球授权展·中国站

时间: 2018鄄07鄄25 ~ 2018鄄07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亿百媒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品牌授权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3985
邮箱: Amy郾 xiao@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licensingexpochina郾 com

2018 第一百一十二届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暨中国现代
家庭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6 ~ 2018鄄07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华百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60000m2

内容: 陶瓷制品、 玻璃制品、 家用塑料制品、 杯壶、 竹木制品、
清洁用品、 浴室用品、 家用小电器、 一次性用品、 家纺、 箱包、
不锈钢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9339438
邮箱: qinglin郾 wang@ reedhuabai郾 com
网址: www郾 reedhuabai郾 com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26 ~ 2018鄄07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承办: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5000m2

内容: 餐厨用品、 家居休闲、 家饰摆件、 家纺布艺、 小电器等

电话: 86鄄755鄄33989220
邮箱: aihua郾 yang@ reedhu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luxehome郾 com

2018第十四届 Gift Show in 上海 /第七届上海国际礼品家
居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1 ~ 2018鄄08鄄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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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

主办: 必极耐斯 (上海) 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必极耐斯 (上海)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美容健康、 生活方式、 时尚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2361078
传真: 86鄄21鄄62361620
邮箱: bgshcn@ businessnice郾 com
网址: www郾 giftshow郾 cn / sigs14exhibit / index郾 htm

2018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3 ~ 2018鄄08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北京汉威信恒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70000m2

内容: 动漫、 电竞、 互联网影视与音乐等

电话: 86鄄10鄄51659355
网址: www郾 chinajoy郾 net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三期)

时间: 2018鄄08鄄03 ~ 2018鄄08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上海海众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2340m2

内容: 钻石类, 珍珠类, 宝石类, 翡翠类, 玉石类, 珠玉成品艺

术品展示, 珠玉文化展, 以及各种镶嵌制作工艺的演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shanghai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中国康复及家庭医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1 ~ 2018鄄08鄄1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康复工程、 康复治疗、 辅助器具、 康复病房护理、 康复药

品、 运动康复、 家庭护理、 家庭医疗、 居家康复护理、 养老环境

无障碍等

电话: 86鄄10鄄84556614
邮箱: lingfei郾 kong@ reedsinopharm郾 com
网址: www郾 rehabshow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上海国际车用非金属材料与技术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主办: 英佛会展传媒集团、 中国汽车智造创新联盟、 全国车身部

件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承办: 英佛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车用高分子材料、 车用橡胶材料、 车用复合材料、 车用纤

维及化纤材料、 各类车用非金属材料、 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0564789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1
网址: www郾 ciapechina郾 com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轻量化技术成果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主办: 英佛会展传媒集团、 中国汽车智造创新联盟、 国际汽车材

料委员会、 中国汽车配件行业协会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轻量化部件、 车用高轻度钢、 车用有色金属合金、 车

用其他轻量化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0931808, 13162861116
传真: 86鄄21鄄51062285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almexpo郾 com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粘结材料与密封技术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主办: 英佛会展传媒集团、 中国汽车智造创新联盟、 全国车身部

件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车用粘接材料、 内饰用粘接材料、 蹄片胶、 仪表真空吸塑

用粘接材料、 滤清器滤芯粘接材料、 车用密封产品、 密封胶、 密

封件、 密封条等

电话: 86鄄21鄄60898578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expo郾 com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座椅与创新技术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主办: 英佛会展传媒集团、 中国汽车智造创新联盟、 全国车身部

件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承办: 英佛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座椅、 配套与加工、 应用材料与新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0931808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echina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内饰与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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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主办: 英佛会展传媒集团、 中国汽车智造创新联盟、 全国车身部

件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承办: 英佛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内饰产品、 外饰产品、 应用材料、 内外饰原料及化工产品、
内外饰加工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0898578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e郾 com

2018 第二届中国无人店大会暨上海国际无人值守零售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 中百协无人店行业分会、 中百协自助

售货行业分会、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深圳市连锁经营协会、
深圳市智慧零售协会

承办: 合贸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无人值守零售终端、 无人值守零售技术及产品、 商品及供

应链服务、 专业配套服务、 空间设计、 场景营造、 培训、 媒体、
招聘等

电话: 86鄄21鄄67865336
邮箱: hemao@ hema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urexpo郾 cn

2018 上海票据、 条码打印技术及 POS专用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合贸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合贸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m2

内容: 票据打印机、 条码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 喷墨打印机、 票

据纸、 收银纸、 硒鼓、 色带、 碳带、 墨盒、 各种打印复印的新材

料、 新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7725831
邮箱: xuwei@ hema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99expo郾 cn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 (上海) 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华有机与自然食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有机食品及有机转换食品、 有机饮品、 有机调味、 有机中

药材、 有机用品、 绿色食品及绿色农业、 有机绿色食品配套技术

与设备及生产资料、 国际进口有机食品及天然食品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gnfexpo郾 com / sh /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上海展)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 世博威国际会展

集团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包装饮用水、 富氢饮用水产业、 功能饮用水设备、 高

端饮水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sbwexpo郾 com / sh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华有机与自然食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食用油、 营养型食用油、 特种健康食用油、 各种高端

调味油、 食用油配套产业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oilexpo郾 com郾 cn / sh /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上海展)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营养健康产品、 保健 (功能) 产品、 功能 (保健) 饮品、
美容瘦身产品、 无糖食品、 食疗药膳产品、 保健品包装、 健康服

务业等

电话: 86鄄10鄄85754970
邮箱: jianbohui88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jkfw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医疗装备行业协会、 中国医促会亚健康专委会、 中国

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组委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诊断治疗设备、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辅助设

备、 口腔医疗器械设备、 医院远程医疗系统、 医院医疗信息系统、
医院办公自动化系统、 医用敷料、 眼科医疗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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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yaok郾 cn / sh

2018 电子商务包装 &供应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华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美狮传媒集团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产品包装设备、 标签标识、 功能性和智能包装、 生鲜包装

材料和技术、 包装自动化和机器人、 包装服务、 物流包装容器和

材料、 物流包装技术、 物流仓储设备及系统、 回收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52891301
邮箱: ecpaklog@ msuccessgroup郾 com
网址: www郾 ecpaklog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轮胎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0 ~ 2018鄄08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拓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拓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8000m2

内容: 车胎、 外胎、 内胎、 轮圈、 轮毂、 轮胎周边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5898181
邮箱: citexpo@ reliabl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itexpo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亚洲宠物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2 ~ 2018鄄08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水族产品、 鱼缸清洁用

具、 观赏水族活体、 园艺产品、 活体宠物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88
邮箱: pfa@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petfairasia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国际观赏鱼及水族器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2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水族产品、 两爬产品、 园艺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88
邮箱: yannick郾 verry@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quarama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届中国 (上海) 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上海市石油学会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8000m2

内容: 石油化工成套装置和设备、 密封设备及配件、 石油炼制技

术与设备、 石化工艺与技术、 流体机械技术与设备、 工业清洗及

防腐技术材料与设备、 工业防爆产品、 化工过程环保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61
传真: 86鄄10鄄58236567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sh郾 cippe郾 com郾 cn

2018 第十届中国 (上海) 国际大型储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上海市石油学会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8000m2

内容: 储罐设计以及建造、 混合溶液 / 压力容器、 生物燃料、 测量

/ 泄漏检测、 蒸气回收 / 排气、 防腐、 防磨损技术及设备、 钢结构

系统、 雷电防护、 工程与采购、 压力传递监测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61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sh郾 cippe郾 com郾 cn / cn / ConcurrentExhibition / CITSE /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上海市石油学会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8000m2

内容: 海洋油气钻采平台、 浮式生产装置、 海洋工程辅助船、 甲

板机械设备、 海洋救援、 防腐、 防磨损技术及设备、 钢结构系统、
防爆电气 (器)、 压力传递监测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61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sh郾 cippe郾 com郾 cn / cn / ConcurrentExhibition / CIOOE /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应急管理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中

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

行业分会、 《石油与装备》 杂志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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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38000m2

内容: 安防及预警、 应急指挥系统、 安全防护及职业健康、 应急

救援、 高空作业设备、 防爆产品、 智能园区管理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61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sh郾 cippe郾 com郾 cn / cn / ConcurrentExhibition / CIPTE /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智能油田建设暨工业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3 ~ 2018鄄08鄄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上海市石油学会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8000m2

内容: 智能油田成果展示、 云计算、 模糊识别系统、 工业自动化

信息技术软件、 智能机器人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 工业机器人、
智能化设备、 工业机器人整机及其他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10鄄58236561
邮箱: cip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sh郾 cippe郾 com郾 cn / cn / ConcurrentExhibition / CIIRE /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汽车升级及配套产品展览会暨中国
(上海) 改装车展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汽车用品联合会、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全国工商

联汽摩配用品业商会生产制造分会、 上海国际汽车城 (集团) 有

限公司、 世博集团上海国际汽车城东浩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 澳特沙隆 (上海)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汽车城开

发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豪车改装展示、 汽车性能提升、 整车改装等

电话: 400鄄021鄄6669
邮箱: cas@ cn鄄autosalon郾 com
网址: www郾 cn鄄autosalon郾 com

2018 上海餐饮连锁加盟及数字化管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酒店行业委员会、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2000m2

内容: 中式餐饮、 西式餐饮、 时尚饮品、 特色名吃、 休闲食品、
酒店连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18601746865
邮箱: 221800127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hanghaizhanhui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水
产养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水产业商会、 上海水产行业协会、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各类水产品、 海产品、 调理产品、 加工、 包装、 保鲜技术

与设备、 捕捞工具和技术、 养殖技术与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1276585
邮箱: weishijun@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worldseafoodshanghai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皮革展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中国皮革协会

承办: 博闻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92000m2

内容: 原皮、 合成材料、 化学品、 染料、 鞋材、 鞣制、 皮革涂饰

机械、 梭织及天然物料、 皮革工艺机器、 工具、 用品、 硬件、 配

件、 配饰等

电话: 86鄄852鄄28276211
邮箱: info@ aplf郾 com
网址: www郾 aclechina郾 com

2018 第九届 (上海) 食品包装与加工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轻工机械协会

承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包装机械、 包装材料及制品、 食品加工机械、 烘焙设

备、 油脂加工包装设备等

电话: 15900717156
邮箱: 35178863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inji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

海市冷冻食品协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调味品及食品配料专业委

员会

承办: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类食材、 水产海鲜、 禽类食品、 蔬菜菌菜等

电话: 86鄄21鄄61276587
邮箱: hetan@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hicai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上海国际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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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类食品、 水产食品、 禽类食品、 果蔬制品、 速冻面点、
原料辅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1276587
邮箱: hetan@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ffb2b郾 com

2018 第七届上海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食品协会调味品及食品配料专业委员会、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艾歌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调味品、 西餐调味品、 食品配料、 食品添加剂、 相关加工

与包装机械、 包装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1276587
邮箱: hetan@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fi鄄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中央厨房用品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9 ~ 2018鄄08鄄3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新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整体厨房、 橱柜、 厨房电器、 厨房改造工程、 设计方案等

电话: 15921897946
邮箱: 94828329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inji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3 ~ 2018鄄09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智慧停车管理系统、 停车服务软件、 停车管理公司及方案、
停车场环境设计、 新能源汽车相关停车设备及配件、 停车安防设

施及产品、 室外停车设施、 泊车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21鄄61608583
网址: www郾 smartparkingchina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3 ~ 2018鄄09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

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采暖散热器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燃气分会燃气供热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辐射供

暖供冷委员会、 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学会暖

通空调分会、 上海浦东国际展览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

限公司、 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m2

内容: 暖通类产品技术、 锅炉、 壁挂炉及配套、 散热器及配套、
地暖及配套、 通风、 空调、 太阳能、 生物质能供热、 热计量及配

套、 热泵、 泵、 阀、 管件、 毛细管网、 辐射吊顶供暖等

电话: 86鄄21鄄61608577
邮箱: info@ ishc鄄cihe郾 com
网址: www郾 ishc鄄cihe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 2018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3 ~ 2018鄄09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中国智能家居产

业联盟

承办: 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m2

内容: 智能家居, 影音娱乐及小区管理系统、 建筑智能化系统及

产品、 物联网智能化综合应用等

电话: 86鄄21鄄39561597, 39561630, 39561623
邮箱: iotchian@ iotchian郾 com
网址: www郾 ib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建筑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3 ~ 2018鄄09鄄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 (南方)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塑

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学会给水排水研

究分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上海展业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泳池、 园林、 水景、 薄壁不锈钢、 建筑消防、 太阳能建筑

一体化等

电话: 86鄄21鄄54500658
邮箱: bwt@ zhanye鄄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bwt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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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品牌推广联盟

承办: 上海艾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艾灵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m2

内容: 晶硅、 薄膜等光伏创新技术产品及相关制造设备、 逆变器、
储能、 玻璃、 背板、 支架、 跟踪系统等光伏相关创新产品、 光伏

系统及光伏电站设计建设管理的创新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5929965
邮箱: info@ ai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siasolar郾 net

2018 第三十二届上海国际流行纱线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利佳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针织用纱、 针织面料、 圆筒形针织品、 织造用纱、 织造面

料、 装饰面料用纱、 花边、 工业纺织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0298176
邮箱: wanda@ spi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pinexplor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

分会 、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40000m2

内容: 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专用设备及配件、 原料及化学品、
非织造布及制品、 产 业用纺织品卷材及制品、 功能面料及防护服

装、 研发、 咨询及相关媒体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30
邮箱: xieyuan@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cinte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生物与微生物技术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生物技术协会、 上海贸旭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贸旭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生物产品微生物医药制品、 生物保健、 生物化工产品、 农

业生物制品、 实验室设备、 试剂及耗材、 医疗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31776491, 18701832509
邮箱: maoxu128@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biopf郾 com

2018 第六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生物发酵实验室装备, 发酵工业原料及其上下游产品, 氨

基酸及有机酸类产品, 淀粉及淀粉糖类产品, 酶制剂类产品, 酵

母及其衍生物类产品, 功能发酵制品类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7617459
邮箱: bi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iozl郾 net

2018 上海国际食盐产品及深加工设备、 包装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食品协会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盐矿开采与制盐》 传媒事业

部、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盐产品、 包装技术及设备、 制盐技术及设备、 调味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0129781
邮箱: vege200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ssalt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原材料及其生产设备、 复合材料生产技术和设备、 最终制

品及应用、 复合材料质量控制与检测、 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节能、
碳纤维、 高分子聚乙烯纤维、 木塑复合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8138939, 68138952
邮箱: yangz@ ccg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compositesexpo郾 com / cn /

2018 摩登上海时尚家居展

时间: 2018鄄09鄄11 ~ 2018鄄09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国际品牌、 现代家具、 软体家具、 古典 / 新古典家具、 餐桌

椅、 户外家具、 儿童家具、 整体家具、 办公家具等

电话: 86鄄21鄄33392222
邮箱: maisonsh@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ms郾 jjgle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1 ~ 2018鄄09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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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m2

内容: 国际品牌、 现代家具、 软体家具、 古典 / 新古典家具、 餐桌

椅、 户外家具、 儿童家具、 整体家具、 办公家具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鄄3339 / 2222
邮箱: furnitur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furniture鄄china郾 cn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时尚家居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3 ~ 2018鄄09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2000m2

内容: 玻璃水晶、 陶瓷、 银制或镀银器皿、 塑料制品、 刀具及附

件、 烹饪及烘焙炊具、 厨房工具及配件、 酒吧及饮酒用具、 餐桌

用品及装饰品、 厨房家电、 手工艺品、 文具、 花艺等

电话: 86鄄21鄄34555167
网址: www郾 expos鄄china郾 com

2018 卓越·第十六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投资展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上海福茂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福茂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海外地产开发商和中介机构、 农场和酒庄投资、 移民项目、
EB5 区域中心投资项目、 移民中介机构、 律师事务所、 银行金融

机构、 国际投资咨询机构、 政府协会、 商会等

电话: 86鄄21鄄31173942
邮箱: joanne@ opi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opifair郾 com郾 cn

2018 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云计算与大数据、 物联网、 移动互联

网、 工业 4郾 0& 工业互联网、 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89
邮箱: ivylu@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ict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机器人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系统集成应用、 核心部件、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等

电话: 86鄄21鄄63811316
邮箱: zcm@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r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8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数控机床、 节能环保技术设备、 新能源与电力电工、 工业

自动化、 机器人、 新材料产业、 航空航天技术、 信息与通信技

术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88
网址: www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工业自动化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自动化、 电气系统、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微

系统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65
邮箱: xqp@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ia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70000m2

内容: 激光加工、 钣金、 冲压成形、 金属切削设备、 先进功能部

件及检验、 测量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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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markgao@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mwc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8000m2

内容: 节能技术与解决方案、 空气治理及烟气净化技术与设备、
工业清洁技术与设备、 绿色制造体系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87
邮箱: ericzhang@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epte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新能源与电力电工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m2

内容: 电力电工、 电源、 新能源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203
邮箱: sylvie@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e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5000m2

内容: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客车、 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 充电基

础设施及相关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22068397
邮箱: shanny@ shanghaiexpogroup郾 com
网址: nea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航空航天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

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飞机运营商、 飞机制造商、 机场、 零件供应商、 航空技术

应用、 金融航空租赁等

电话: 86鄄21鄄63749188
邮箱: ciif鄄caats@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caats郾 com郾 cn

2018 科技创新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

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行业: 其他

内容: 企业、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科技创新成果等

电话: 86鄄21鄄51780461
邮箱: xudong郾 gong@ frog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idsign郾 com

2018 新材料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

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2000m2

内容: 信息技术产业用材料、 稀土磁性材料、 钛合金材料、 钢轨

焊接材料、 硅碳复合负极材料、 智能电网用高容量稀土储氢材

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3811770
邮箱: yqchen@ sh鄄industryexpo郾 com
网址: nmis郾 ciif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电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电源学会

承办: 天津市中源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电源整机、 电源配套产品、 电子变压器及配套产品等

电话: 86鄄22鄄27680796
邮箱: hujun@ cpss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psexpo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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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轴承及其专用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

承办: 中轴协 (北京)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55000m2

内容: 轴承产品、 装备等

电话: 86鄄10鄄63317090
邮箱: zhanlan@ bearingfair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bearingfair郾 cn

2018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包装制品与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

国包装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50000m2

内容: 包装制品、 包装材料、 其它包装材料 / 辅料、 各类包装材料

加工机械、 制盒机械、 制袋机械、 注塑 (吸塑、 吹塑) 机械、 制

罐机械、 加工生产线、 工业自动化等

电话: 86鄄21鄄64880733
邮箱: cippme@ proexpo郾 cn
网址: www郾 cippme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集装袋、 编织袋与阀口袋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

国包装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50000m2

内容: 集装袋内袋及其周边辅料、 阀口袋、 编织袋、 及其周边辅

料、 复合袋、 纸袋、 牛皮纸袋、 铝箔袋、 彩印袋、 集装箱液袋、
集装袋、 阀口袋、 编织袋生产加工设备及相关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64880603
邮箱: shyk88@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fibce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 LED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LED 显示屏、 LED 照明、 LED 广告光源、 LED 封装 / 芯片及

设备、 OLED、 数字标牌等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38106261

邮箱: led鄄trust@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ledchina鄄sh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展示器材、 喷绘机及耗材、 光纤激光切割机、 广告灯箱标

识标牌、 LED 显示屏、 LED 照明等

电话: 86鄄20鄄38106261
邮箱: led鄄trust@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signchina鄄sh郾 com /

2018 上海国际数字标牌展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大屏幕显示终端、 LCD 拼接、 LCD 显示器、 LED 显示、 3D
裸眼显示、 激光投影、 广告机、 户外机、 虚拟试衣、 触摸一体机、
多点触控、 多媒体信息发布展示系统等

电话: 86鄄20鄄38106261
邮箱: ds鄄trust@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digitalsignage鄄sh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

服务公司、 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m2

内容: 胶粘剂产品、 密封剂产品、 胶粘带与标签产品、 原料及化

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4288748
邮箱: hefeng@ ccpitchem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adhesive2000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联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橡胶机械设备、 橡胶化学品、 橡胶原材料、 非轮胎橡胶制

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3779792
邮箱: rubbertech@ chrubber郾 com
网址: www郾 rubbertech鄄expo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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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

业分会、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基础化工原料、 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化工安全与防护、 化

工技术与装备、 化学品包装及储运、 包装设备、 电子化学品及新

材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4414653
邮箱: guomh@ cncic郾 cn
网址: www郾 icif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胶粘带与标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

服务公司、 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m2

内容: 胶粘剂产品、 密封剂产品、 胶粘带与标签产品、 原料及化

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4288748
邮箱: hefeng@ ccpitchem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adhesive2000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造纸化学品产品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造纸化学品工业协会国家造纸化

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造纸化学品、 造纸环保及三废处理技术设备、 造纸原辅材

料等

电话: 86鄄10鄄64412168
邮箱: cuixy@ cncic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paperchem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精细化工及定制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浙江网盛生意宝

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精细及专用化学品、 化工设备及装备、 定制化学品、 化工

新材料、 化工科技等

电话: 86鄄10鄄64208425
邮箱: mengxuening@ ccpitchem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spechem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工业水处理技术及装备展览会暨 2018 (第十
四届) 中国国际水处理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9 ~ 2018鄄09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承办: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展览事业部、 全国化工节能 (减排)
中心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1500m2

内容: 水处理技术设备、 净水设备、 膜与海水淡化、 自动化与信

息化、 水处理化学品、 服务与其他等

电话: 86鄄10鄄64412168
邮箱: cuixy@ cncic郾 cn
网址: www郾 clean鄄water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 3D打印与汽车智造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事物局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3D 打印机、 三维扫描与软件、 3D 打印材料及技术、 3D 打

印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0564789
邮箱: 31586403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3dexpo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车用仪表及传感器技术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汽车仪表、 汽车传感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0898578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sf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亚洲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器人整机、 自动化与智能测控部件、 软件系统及服务、
电子仪器仪表及检测装置、 平面显示、 触控技术及元器件等

电话: 86鄄21鄄33730859
邮箱: info@ shyhzl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lne郾 net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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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摩托车、 电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摩托车商会、 通用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能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式摩托车成车、 零部件、 摩托车文化产品、 各式电动车

成车、 电动车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21鄄67818675
邮箱: 190360295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hyh鄄ciape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通用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括新能源汽车展、 平行进口车展、 汽车零部件展、 电子及

信息化展、 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展、 检测维修设备展、 清洁能源及

设备展、 汽车用品展、 汽车改装展等

电话: 86鄄10鄄68991049
网址: www郾 iapechin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车、 动力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充电设施等

电话: 86鄄21鄄33730859
邮箱: 40830880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yahui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涂料、 涂装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事物局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涂装材料、 涂装线、 涂装工艺、 涂装管理、 汽车涂装

三废处理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0503317
邮箱: china_ expo@ foxmail郾 com
网址: www郾 iape鄄china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车用滤清器技术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事物局

承办: 毕克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机油滤清器、 燃油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 柴油滤清器、 空

调滤清器、 油水分离器、 汽车滤清器密封件、 折纸机、 丝网印刷

机、 夹铁机、 螺旋式中心管卷圆机、 注胶机等

电话: 86鄄21鄄60503317
邮箱: 29970300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ep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上海红木艺术家居展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东方美学研究院、 上海博峻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红木家具及红木饰品、 古典家具、 艺术品、 家居饰品: 木

雕、 根雕、 竹雕、 铜器、 古董、 漆器、 民间工艺品、 收藏品、 红

木家具配件、 原辅料、 木工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50552222
邮箱: shboj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shhmjjz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上海香博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工美术学会工艺设计分会、 中国上海香博会组委会

承办: 上海博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沉香雕件, 沉香摆件, 沉香原材, 沉香手串, 沉香挂件,
香道用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0552222
邮箱: shboj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gshxbh郾 com / index郾 html

2018 中国上海珠宝古玩艺术品展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博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珠宝玉石、 裴翠白玉、 玛瑙琥珀、 碧玺水晶、 南红蜜蜡、
陶瓷木雕、 字画古玩艺术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0552222
邮箱: shboju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hubaoart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1 ~ 2018鄄09鄄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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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

商会、 广州外贸华南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办公用品、 学校用品、 美术画材、 手工 DIY、 书写用品、 纸

及印刷品等

电话: 400鄄613鄄8585
邮箱: eric郾 ke@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paperworldchina郾 hk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 shanghai / zh鄄cn / visitors /
welcome郾 html

2018 汽车测试及质量监控博览会 (中国)

时间: 2018鄄09鄄25 ~ 2018鄄09鄄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UKI 传媒与活动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测试模拟、 NVH 分析、 乘客 / 行人安全、 发动机排气测试、
车道模拟和实验室测试、 车辆动力学测试、 材料测试、 气动和风

洞试验、 振动和冲击试验、 声学测试、 环境试验等

电话: 86鄄10鄄85898181
邮箱: wilko_ fong@ reliable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testing鄄expo郾 com / china / zh

2018 第三届中国国际教育装备 (上海)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市教育学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上海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信息化、 智慧教育系统、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基础

教育、 幼教用品及设施、 艺教器材及体育装备、 智能图书馆系统、
在线及远程教育、 创客教育等

电话: 86鄄21鄄36506998
邮箱: 288585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ee郾 org郾 cn

2018 第十四届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承办: 亿百媒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研发和设计服务、 计算机和软件、 材料、 粘结剂及粘结产

品、 部件、 电子元件、 组件和附件、 电机和运动控制、 泵和阀门、
过滤器和静脉注射产品、 体外诊断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7217
邮箱: Linc郾 Cai@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medtecchina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管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

业分会、 冶金工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承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5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原材料、 管材及配件、 管材制造设备、 改造与复原设备、
加工工具及辅助设备、 管道和石油专用管材、 测控技术、 检测技

术、 专业领域、 管材贸易服务、 型材及机械等

电话: 86鄄10鄄85111723
邮箱: yy@ mcchina郾 org郾 cn
网址: www郾 tubechina郾 net

2018 第八届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电缆研究所、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线材生产与精制机械, 包括线缆处理设备成缆机及绞线机

紧固件和弹簧制造及精加工机械加工设备辅助加工材料材料和特

种电线电缆测控技术检测工程相关领域

电话: 86鄄21鄄51263117
邮箱: may@ secri郾 com
网址: www郾 wirechina郾 net

2018 上海紧固件与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9鄄26 ~ 2018鄄09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金蜘蛛传媒 (广东金蜘蛛电脑网络有限公司)、 杜塞尔多夫

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电缆研究所

承办: 杜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04500m2

内容: 标准紧固件和非标件、 行业应用紧固件 、 紧固件制造技术、
紧固件相关配套等

电话: 86鄄21鄄61698300
邮箱: vash郾 lin@ mds郾 cn
网址: www郾 fastenertradeshow郾 biz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7 ~ 2018鄄09鄄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励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励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油脂机械、 粮食机械、 液态灌装、 辅助生产设备、 包装设

备及材料、 粮油产品类、 检化检仪器等

电话: 86鄄21鄄59888026
邮箱: sales@ liwenexpo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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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cfe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0 ~ 2018鄄10鄄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乐器协会、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

览 (香港) 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5000m2

内容: 钢琴和键盘乐器、 电声乐器、 打击乐器、 铜管乐器、 木管

乐器、 弦乐器、 民族乐器、 口琴、 手风琴、 乐器配件和加工机械、
乐谱和书籍、 音乐相关电脑硬件和软件等

电话: 86鄄21鄄62956677鄄6149, 62096149
邮箱: rongxiaoxian@ shanghai鄄in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musicchina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 (秋冬)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5 ~ 2018鄄10鄄1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

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麻纺行业协

会、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6000m2

内容: 各类纺织纤维、 纱线及相关出版物及网络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52
邮箱: yarnexpo@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yarn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婴童展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各类婴童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6038881鄄220
邮箱: nancy_ liu@ tjpa鄄china郾 org
网址: china鄄kids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玩具展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全品类玩具等

电话: 86鄄10鄄66038881鄄212

邮箱: coco_ wen@ tjpa鄄china郾 org
网址: www郾 china鄄toy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6 ~ 2018鄄10鄄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动漫、 文博、 文创等文化产业公司等

电话: 86鄄10鄄66038881鄄209
邮箱: ying_ gu@ tjpa鄄china郾 org
网址: www郾 chinalicensing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粉体加工, 散料输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7 ~ 2018鄄10鄄1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颗粒学会、 纽伦堡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粉体制备技术及基本工艺, 散料输送设备及相关配件, 测

量控制自动化技术, 颗粒技术, 颗粒分析与表征, 安全环保技术,
相关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60361225, 60361221
邮箱: helen郾 lin@ nm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ipb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国际电磁兼容暨微波展览会 (上海)

时间: 2018鄄10鄄24 ~ 2018鄄10鄄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优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优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磁兼容测试仪器、 各类滤波器、 EMI 屏蔽材料、 导电涂

料、 电磁屏蔽室、 电子安规分析仪 电源供应器、 电磁兼容实验室、
质量标准认证机构等

电话: 86鄄21鄄32516618
邮箱: expo@ vtexpo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emcexpo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全印展

时间: 2018鄄10鄄24 ~ 2018鄄10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 杜塞尔多

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北京科印传媒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杜

塞尔多夫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数字印前、 综合印刷、 印后加工、 包装设备、 油墨 / 创新材

料等

电话: 86鄄10鄄8827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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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鄄10鄄88275733
邮箱: wangcongyuan@ keyin郾 cn
网址: www郾 allinprint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亚洲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中国纺织机械协

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欧洲纺织机械制造商委员会

承办: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80000m2

内容: 各类纺织机械、 器材及零部件等

电话: 86鄄10鄄85229372, 85229663, 85229153, 85229043,
85229662
邮箱: itmaasiacitme2@ bjitme郾 com
网址: www郾 citme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高空作业及建筑安全防护产品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模板脚手架协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现

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远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高空作业高空作业平台、 高空作业车辆及其配件、 登高梯

及各种梯具、 高空作业设备、 市政与园林高空作业、 高空防坠落、
高空作业固定设备、 建筑安全防护网等

电话: 86鄄21鄄54411033
邮箱: 29500241@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jzmb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通风、 新风净化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联合国人居署、 上海市住房与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建筑学会、 全国暖通空调学会、 中国新风行

业联盟、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隆兴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境控制、 净化治理、 功能材料、 检测仪器等

电话: 86鄄21鄄66267222
邮箱: sebe@ donnor郾 com
网址: www郾 ivpc郾 cn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质量控制与测试工业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9 ~ 2018鄄11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

承办: 上海材料研究所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无损检测技术及设备、 物理测试与材料试验机、 分析仪器

与实验室设备、 计量与测试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65555687
邮箱: qc@ mat鄄test郾 com
网址: www郾 qc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博星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博星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50000m2

内容: 灭菌消毒和感染控制类产品、 牙科技工室家具及设备、 牙

科诊室家具及设备、 义齿加工所、 仪器和工具、 牙科技工室所有

材料、 牙科诊室所用材料、 预防及其他等

电话: 86鄄21鄄61573955
邮箱: jingjing郾 xu@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dentech郾 com郾 cn

2018 第九十二届中国 (上海) 电子展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承办: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级电子元器件、 光电器件、 高性能集成电路、 电源模

块、 电池、 嵌入式系统、 新型传感器技术、 电子材料、 电子基础

装备、 电子工具、 电子测量仪器及工控自动测试系统、 消费类电

子产品等

电话: 86鄄10鄄51662329鄄16 / 99 / 56
邮箱: choisc@ ceac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shelec郾 cn

2018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5000m2

内容: 生命科学、 生物技术与诊断、 分析与质量控制、 实验室装

备与技术、 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 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43
邮箱: lily郾 li@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analyticachina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焙烤设备及原辅料秋季展览会 / 2018 中国家庭烘
焙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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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北京贝克瑞会展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贝克瑞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烘焙原料、 烘焙产品包装解决方案、 焙烤生产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2191826
邮箱: jie郾 bao@ bakery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bakerychina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 北京汇捷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汇捷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0000m2

内容: 机械设备、 原材料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10鄄53690182
邮箱: polly郾 huang@ hjt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brush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5 ~ 2018鄄11鄄10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消费电子及家电、 服装服饰及日用百货、 汽车、 智能及高

端装备、 食品及农产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服务贸易等

电话: 86鄄21鄄67008870
传真: 86鄄21鄄67008811
邮箱: info@ sinoexpo郾 cc
网址: www郾 shanghaiexpo郾 org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生产所需的材料、 工艺及 (半) 成品配套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鄄222
邮箱: Darren郾 Kong@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industrialsupply郾 com郾 cn

2018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压缩机整机、 压缩机零部件、 压缩空气后处理设备、 润滑

油及行业相关辅助设备、 真空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鄄264
邮箱: lily郾 xu@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omvac鄄asia郾 com

2018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

协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械和电气传动、 流体传动与控制、 机械零部件、 轴承、
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鄄558
邮箱: martin郾 xu@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ptc鄄asi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重型机械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

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冶金机械、 矿山机械、 物料搬运 (起重运输) 机械、 大型

铸锻件等

电话: 86鄄10鄄68296155
邮箱: Liangr@ chmia郾 org
网址: www郾 heavymachineryasia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商用及公务船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施若科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施若科会展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公务船与浮式装置的设计、 建造、 维修与保养、 巡逻、 警

备与海岸警卫艇、 船舶设备、 海洋土木工程与建造、 疏浚与沿海

开发、 海洋承包、 船舶与港口服务、 海洋可再生能源等

电话: 86鄄21鄄65950052
邮箱: dchen@ seaworkasia郾 com
网址: 61郾 129郾 89郾 185: 7061 / cbzl / cbzl / index郾 html

2018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6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汉诺威米兰

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承办: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物料搬运、 自动化技术、 运输系统、 物流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鄄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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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Jelly郾 wang@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emat鄄asia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 / 2018 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隧道与地下工程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7 ~ 2018鄄11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铁路与轨道交通客运、 货运车辆、 车辆配套系统及零部件、
内饰系统、 车辆检修 / 维保等

电话: 86鄄21鄄62951059
邮箱: huxiaoping@ shanghai鄄in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railmetro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3 ~ 2018鄄11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艾特怡 (亚洲) 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3000m2

内容: 乘用车空调、 客车空调、 巴士空调、 卡车空调、 工程车空

调、 轨道交通空调等

电话: 86鄄21鄄64512629
邮箱: helen郾 wu@ ite鄄china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autocool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制冷、 空调与热泵节能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3 ~ 2018鄄11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长沙强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长沙强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热泵设备及相关技术、 中央空调系列机组及辅助设备、 冷

藏系列设备及辅助设备、 制冷机械及辅助设备等

电话: 86鄄731鄄85462385
邮箱: hvacrex@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vacrex郾 com

2018 第十一届 iFresh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3 ~ 2018鄄11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宜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亚果会 (上海)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果品及果品深加工、 水果保鲜及采后处理设备、 生鲜配送

及冷链仓储、 生鲜零售业及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2150690
邮箱: ifresh@ ifreshfair郾 cn

网址: www郾 ifreshfair郾 cn

第二十二届 2018 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3 ~ 2018鄄11鄄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汉国际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华汉国际会议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85000m2

内容: 肉类、 咖啡、 果蔬等

电话: 86鄄21鄄62095209
邮箱: fhc@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cn郾 fhc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上海) 国际压铸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东地区铸造协会、 上海市汽车行业协会汽车铸造分会、
上海华野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华野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压铸产品、 压铸设备及周边辅助等

电话: 86鄄21鄄69190370, 13524321255
邮箱: 13524321255@ 139郾 com
网址: www郾 diecasting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环润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泵及真空设备、 天然气液化设备、 减变速机、 电器、 仪器

仪表及自动化控制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64199232, 15921245083
邮箱: 333577472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ttjxexpo郾 com

2018 上海国际客车展

时间: 2018鄄11鄄19 ~ 2018鄄11鄄2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学会、 上海市公共交通行

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客车分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零部件、 充换电设备与技术、 配套设备及关联产

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6418817
邮箱: bus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usexpo郾 cn

2018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第四期)

时间: 2018鄄11鄄24 ~ 2018鄄11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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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上海海智名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8800m2

内容: 钻石类, 珍珠类, 宝石类, 翡翠类, 玉石类, 珠玉成品艺

术品展示, 珠玉文化展, 以及各种镶嵌制作工艺的演示等

电话: 86鄄532鄄85010351, 18353269277
邮箱: dingquan@ haiminggroup郾 com
网址: shanghai郾 hmjewelryfair郾 cn

2018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 建材机械、 矿山机械、 工程车辆
及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7 ~ 2018鄄11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中工

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承办: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0m2

内容: 工程机械和车辆、 设备及配件、 流体技术、 建材机械、 原

材料开采和加工、 矿山机械、 建筑设备和工具、 模板和脚手架、
室外整机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00
邮箱: info@ mm鄄sh郾 com
网址: www郾 b鄄china郾 cn

2018 上海国际供热及热动力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8 ~ 2018鄄11鄄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 、 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

承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雅展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锅炉及相关产品与技术, 生物质能产品与技术, 锅炉替代

产品及解决方案、 节能减排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51879766
邮箱: boiler@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heatecchina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上海理财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30 ~ 2018鄄12鄄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理财周刊》、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银行、 保险、 证券、 基金、 财富管理、 互联网金融等

电话: 86鄄21鄄61956023
邮箱: ding郾 li@ vnuexhibitions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moneyfair郾 org

2018 上海潮流文化周

时间: 2018鄄12鄄07 ~ 2018鄄12鄄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博闻创意会展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街头文化、 潮流 3C、 亚文化等

电话: 86鄄755鄄88312772
邮箱: ashley郾 tao@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chaofete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消防保安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2鄄12 ~ 2018鄄12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消防协会

承办: 上海协作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防火、 灭火消防产品及设备、 各种消防、 警用、 防暴特种

车辆安全防范、 检查产品, 警用保护装置、 监视、 监控产品、 治

安管理、 警用、 联防产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2998288
传真: 86鄄21鄄62997088
邮箱: 9633155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fire119郾 cn / ExhibitView鄄251郾 Html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上海) 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暨 2018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发展大会

时间: 2018鄄12鄄12 ~ 2018鄄12鄄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肉类行业协会、 上海市现代食用农产品交流促进

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肉食及成品、 高端牛羊肉、 家禽和禽蛋类产品、 水产品、
人造及天然肠衣等

电话: 15821069766
网址: www郾 meat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服装协会 、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m2

内容: 男装、 女装、 童装、 休闲装、 羽绒服装、 皮革、 皮草服装、
时尚饰品、 设计师作品、 配套资源、 时尚科技资讯、 加工制造等

电话: 86鄄10鄄65068181鄄103
邮箱: lijing@ chiconline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hiconlin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针织 (秋冬)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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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服装协会 、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m2

内容: 针织衫、 内衣、 泳装 / 沙滩装、 运动装、 家居服、 T 恤和袜

子等

电话: 86鄄10鄄85229098
邮箱: phvalue@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phvalue郾 org

2018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2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部件及组件、 用品及改装、 修理及维护、 IT 及管理、 加油

站及汽车清洗、 科研机构、 商协会、 贸促机构、 媒体等

电话: 86鄄10鄄68594931
邮箱: info@ china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mechanika鄄shanghai郾 hk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2018 亚洲运动用品技术展

时间: 2018鄄7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慕尼黑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运动服鞋装备加工机械、 鞋底、 鞋帮技术、 户外用品加工

机械、 智能穿戴技术、 特殊化学品及染剂、 新材料、 新技术等

电话: 86鄄21鄄20205570, 20205500
网址: www郾 sportstechasia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秋冬)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8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优尚博展国际家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床上用品、 装饰布面料、 家居装饰用品、 家纺及家居用品

辅料等

电话: 86鄄10鄄57392083
邮箱: intertextile_ home@ ccpittex郾 com
网址: www郾 intertextile鄄home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十二届中国 (上海) 国际家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民用现代家具、 民用古典家具、 饰品家纺、 户外家居、 办

公商用及酒店家具、 家具生产设备及配件辅料、 家居设计等

电话: 86鄄20鄄89128021
邮箱: ciffxd@ fairwindow郾 com郾 cn
网址: www郾 ciff鄄sh郾 com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木工机械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3000m2

内容: 定制与批量家具生产设备及工具、 智能化机械及配件、 表

面处理技术、 人造板生产技术、 木材初加工技术、 锯木厂技术、
木结构技术、 林业技术、 绿色生产与安全控制技术等

电话: 86鄄852鄄25163518
邮箱: wood@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woodworkfair郾 com

四川省
成都市

2018 四川首届天府购电商购车节

时间: 2018鄄01鄄20 ~ 2018鄄01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国际商贸城

主办: 成都国际商贸城、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m2

内容: 乘用车、 整车、 新能源汽车等

电话: 400鄄9028鄄122
网址: cd郾 chestar郾 net / PC2017 / index22郾 html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 (四川) 新春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18鄄01鄄28 ~ 2018鄄02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供货商商会、 四川省市场营销协会

承办: 四川省博览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国际商品、 智能商品、 名酒糖果、 肉制品、 休闲食品、 特

色农产品、 品牌服装等

电话: 86鄄28鄄87616272, 13308197384
邮箱: 2881362758@ qq郾 com
网址: xcnhj郾 asiaexpogroup郾 com

2018 第二十五届成都家博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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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m2

内容: 现代家具、 古典家具、 定制家居、 户外家具、 办公家具、
家居饰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7677090
网址: www郾 cdtyjzh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西部 (成都)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医院协会、 四川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四川省康复

医学会、 四川省医院设备专家委员会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m2

内容: 医学放射、 超声诊断治疗、 检验生化及试剂、 血液处理及

输血用品 、 康复及理疗设备、 ICU 及普通病房设备及护理、 医疗

健康数字化设备等

电话: 86鄄28鄄85482506
网址: www郾 healthcareexpo郾 cn / MEE /

2018 春季中国 (成都) 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健康管理及智能养老、 养老医疗、 康复、 护理、 养老地产

与绿色养老建筑、 养生保健、 养老服务等

电话: 86鄄28鄄85482506, 66007360
邮箱: 52841047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dlbh郾 cn

2018 西部 (成都) 检验医学及输血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医院协会等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尿液分析系统、 细菌分析系统、 生化分析系统、 生物分离

系统、 免疫分析系统、 试剂及实验室试验器具耗材、 血气分析系

统、 实验室病理设备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8鄄85482506, 13198505432
邮箱: cdmee20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ealthcareexpo郾 cn / JY郾 html

2018 西部 (成都) 康复设备及残疾人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医院协会、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四川省康复

医学会的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康复工程、 辅助器具、 康复医院建设、 居家康复护理等

电话: 86鄄28鄄85482506
邮箱: cdmee2013@ qq郾 com
网址: pt郾 healthcareexpo郾 cn / kf郾 html

2018 西部医院信息化建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医院协会等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信息系统软件及设备、 移动医疗及互联网医疗、 医疗

信息化 IT 新技术、 集成平台等

电话: 28鄄85482506
网址: www郾 healthcareexpo郾 cn / index郾 html

2018 西部医院建设与管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医院协会等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院建设咨询、 规划、 绿色医院建设、 智慧医院建设、 生

命支持系统与医疗专业工程等

电话: 28鄄85482506
网址: www郾 healthcareexpo郾 cn / HSE /

2018 第九十八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成都)

时间: 2018鄄03鄄22 ~ 2018鄄03鄄24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

承办: 中糖新世纪国际会展 (北京) 有限公司、 重庆市商务委

员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 酒类、 食品饮料、 食品、 进口食品、
调味品、 食品机械、 包装等

电话: 86鄄10鄄88371032, 88363768
邮箱: info@ qgtjh郾 com
网址: www郾 qgtjh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 (成都展)

时间: 2018鄄04鄄06 ~ 2018鄄04鄄07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重庆西部教育促进会

承办: 重庆港华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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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成果、 智慧和创新教育及在线信息化教育产业、 教育

品牌加盟、 公立学校职业教育民办教育、 留学移民及中介和配套

服务机构、 教育装备及相关配套产业等

电话: 86鄄23鄄62789252
网址: www郾 xbjyblh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水泥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建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内容: 矿山设备与工程机械、 粉磨及辅助设备、 煅烧和冷却、 预

均化堆场与均化、 输送运输、 给料与计量、 废气处理、 散装及袋

装等

电话: 86鄄10鄄88084171
邮箱: 30815706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ementtech郾 org

2018 成都国际文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面积: 90000m2

内容: 办公设备及解决方案、 办公耗材与配件、 文具用品和文件

整理、 文具用品生产加工设备、 零部件、 包装、 各类工艺美术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6630, 17381825072
邮箱: cddonnor@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qyscgo郾 com

2018 成都国际摄影器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电气照明学会、 四川省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输入设备、 产品零部件及附件、 影像配给及耗材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3888
邮箱: 11818947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edcgo郾 cn

2018 成都舞台灯光、 音响及乐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电气照明学会、 四川省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专业音响设备、 专业灯光设备、 视频设备、 舞台机械设备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3888
邮箱: 11818947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edcgo郾 cn

2018 第十一届成都国际照明及 LED 展览会暨 2018 成都国
际标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电气照明学会、 四川省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35000m2

内容: LED 屏及电源、 高清显示、 LED 光源及应用、 LED 封装及

配套材料、 LED 背光源、 LED 基材及制造检测设备、 OLED (有机

发光二极管)、 LD (激光二极管) 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3888
邮箱: 118189471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ledcgo郾 cn

2018 成都国际标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30000m2

内容: 标识设计、 标识制作施工企业、 标识行业上中下游配套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3888
邮箱: 131755206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qadcg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成都国际广告节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

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易播网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90000m2

内容: 数字喷墨印刷技术设备及材料、 打印机及耗材、 数字标牌、
标识、 标牌设备及标识标牌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6630
邮箱: cddonnor@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adcgo郾 cn

2018 第十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石油天然气及石化技术装备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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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石油协会天然气专委会、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西南分

公司

承办: 成都环达中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油气勘探、 开发与生产装备、 石油化工成套设备、 工艺、
技术、 物探、 录井、 测井、 钻井技术与设备、 自动化技术装备、
仪器仪表等

电话: 86鄄28鄄85537404
邮箱: cdcd@ vip郾 sohu郾 com
网址: www郾 wippf郾 net

2018 成都国际办公设备及打印耗材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90000m2

内容: 办公设备及打印耗材、 办公耗材与配件、 文具用品、 文化

创意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6613
邮箱: cddonnor@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郾 cqyscgo郾 com

2018 第八届成都国际印刷包装及数码印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印刷协会 、 温州市印刷行业协会、 成都市包装技术

协会、 德纳展览集团

承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四川加力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现

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新格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35000m2

内容: 印刷设备、 印刷材料、 包装设备、 包装材料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6630
邮箱: cddonnor@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yscgo郾 cn

2018 中国 (成都) 制浆造纸技术装备、 纸业、 生活用纸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造纸学会

承办: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 、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制浆造纸技术装备、 纸业、 生活用纸和一次性卫生用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9886630, 17381825072
邮箱: cddonnor@ vip郾 163郾 com

2018 亚洲幼教展览会 (成都)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幼海天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早幼教加盟、 课程教材、 设施玩具、 场地营造、 在线应用、
特教资源、 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10鄄52725703, 13584856186
邮箱: apeac@ youjiaonianhui郾 com
网址: www郾 youjiaonianhui郾 com

2018 第六届中国成都表面处理、 电镀、 涂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四川新中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m2

内容: 电镀、 塑料电镀、 真空电镀、 电泳涂装 (阳极 / 阴极)、 阳

极氧化、 金属化、 等离子表面处理技术、 设备和原材料等

电话: 86鄄28鄄87586475
邮箱: 295436602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dbmgc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成都国际水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环保产业协会、 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 四川省城镇

供水排水协会、 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 四川省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协会、 四川新中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5000m2

内容: 给排水、 污水、 末端净水、 膜、 各类风机、 离心机、 压力

容器、 流量计、 测量仪器、 管材、 管件、 管网检测技术与设备、
水表检测、 计量、 计费管理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8鄄85505376
邮箱: 210076626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water鄄cd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成都国际泵阀管道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环保产业协会、 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 四川省城镇

供水排水协会、 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 四川省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协会、 四川新中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泵、 阀门、 控制阀 / 执行机构、 成套二次供水设备及配套、
气动元器件、 管道 / 连接件 / 塑胶、 密封件等

电话: 86鄄28鄄85572692
传真: 86鄄28鄄85505909
邮箱: 1504525656@ qq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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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scfme郾 cn

2018 中国成都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川省发改委节能减排处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8000m2

内容: 工业节能、 建筑节能、 综合节能服务领域、 绿色生活节能

领域、 智慧城市领域、 新能源领域等

电话: 86鄄28鄄85572692, 18883491808
邮箱: 118789656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depe郾 com

2018 中国成都净水及空气净化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环保产业协会、 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等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净水设备、 饮水设备、 净水材料、 滤芯耗材等

电话: 86鄄28鄄85505376
传真: 86鄄28鄄85505909
邮箱: 210076626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dwape郾 com

2018 第三十九届 (春季) 成都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英富曼会展集团

承办: 成都维纳美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70000m2

内容: 美容、 美发、 美容院设备等

电话: 86鄄28鄄67936363
邮箱: 2533447328@ qq郾 com

2018 第七届成都国际宠物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宠物协会

承办: 成都市西顿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等

电话: 86鄄28鄄86080319
网址: www郾 cdcpae郾 com

2018 第四届中国 (成都) 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成都市电动车行业协会、 振威展览

股份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整车、 零部件、 充换电设备与技术、 配套设备及关联产

品等

电话: 86鄄28鄄83358300
网址: ddc郾 cdddc郾 net郾 cn

2018 中国 (成都) 充电桩 (站) 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7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锂电池应用专业

委员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智慧充换电设备、 逆变器、 变压器、 车载电源、 车载充电

机、 电容器、 储能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充电柜、 光伏系统、 充

电站监控系统、 充电站智能网络项目规划及成果等

电话: 86鄄28鄄83358300
网址: cdz郾 cdddc郾 net郾 cn

2018中国 (西部) 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暨口腔医学
学术会议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亚洲牙科中心、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 四川省口腔医

学会、 陕西省口腔医学会、 重庆市口腔医学会、 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承办: 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牙科治疗设备、 口腔正畸产品、 牙科材料与工具、 灭菌消

毒和感染控制、 牙科手术器械、 牙科影像设备、 技工设备与器材、
口腔预防保健与产品、 口腔种植体产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6323918, 15902882580
邮箱: nancy@ hope鄄tarsus郾 com, leo郾 liu@ hope鄄tarsus郾 com
网址: www郾 wcise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四川国际电力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 四川省电机工程

学会、 四川省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互联网 + 智慧电力、 智能电网设备与技术、 输配电、 变电设

备、 水电、 风电、 光伏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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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分布式能源设备与技术等

电话: 86鄄28鄄67586641
网址: www郾 scdlz郾 cn

2018 中国四川国际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成都盛世千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智能制造及设备、 大数据软件及服务、
电子商务、 互联网创新应用、 云计算等

电话: 86鄄28鄄85250140, 13980575057
网址: www郾 cdqqzl郾 com / wulian / about / index / ty / 1 / id / 40

2018 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防灾减灾暨消防产品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公安厅

承办: 四川省公安厅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防灾减灾、 消防产品、 安全生产设备、 个体防护用品和防

护设备、 互联网 + 防灾减灾应急产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9899950, 18780274495
邮箱: 225397682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dqqzl郾 com / index郾 php

2018 中国成都国际智慧城市建设暨社会公共安全防范科技
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0 ~ 2018鄄05鄄1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四川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

员会、 四川省公安厅

承办: 成都盛世千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公共安全产品防范产品、 智能化、 智慧城市、 网络空间安

全防护产品、 互联网 + 、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等

电话: 86鄄28鄄85253110, 85256967
网址: www郾 21cdaf郾 com

2018 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部件及组件驱动部分、 底盘部分、 车身部分、 标准件、 汽

车内饰、 可替代能源、 充电用附件、 再制造零部件电子及系统电

机电器、 车辆照明、 供电系统等

电话: 86鄄21鄄55555666

邮箱: 97661586@ qq郾 com
网址: capas鄄chengdu郾 hk郾 messefrankfurt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暨 2018 中国火锅冒
菜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火锅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火锅底料、 调味品、 牛羊肉、 特色食材、 饮品等

电话: 18519357088
网址: www郾 huoguozhan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西部门窗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9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中国室

内装饰协会、 中国国际门业展览会

承办: 北京中装伟佳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成都世锦伟佳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室内门、 进户门、 窗、 定制家居等

电话: 86鄄28鄄85305118
网址: www郾 wdw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9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成都市人民政府

承办: 四川省家具进出口商会、 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现代家具、 古典家具、 定制家居、 户外家具、 办公家具、
家居饰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2709153
邮箱: 395280960@ qq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成都建筑及装饰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3 ~ 2018鄄06鄄15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室内装饰协会、 成都市建筑业协会、 成都市金属结

构行业协会等

承办: 英富曼天一展览 (成都)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m2

内容: 定制家具机械、 定制家居、 系统门窗、 智能舒适家居等

电话: 86鄄28鄄67936008
传真: 86鄄28鄄67936009
邮箱: Linyao郾 Zhang@ informa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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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cdjbh郾 cn

2018 第十届中国 (成都) 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承办: 励展华博展览 (深圳) 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20000m2

内容: 工艺礼品、 陶瓷、 水晶及玻璃制品、 珠宝及时尚饰品、 包

装及纸制品、 箱包皮具、 运动及休闲旅游用品、 家庭日用品、 家

居装饰品、 家纺用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33989211, 33989230
邮箱: info@ reedhu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giftsfairsz郾 com

2018 第十三届中国 (成都) 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2000m2

内容: 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及制品、 机械及加工设备、 病房配套

设备及技术、 家用烘焙、 咖啡及高端饮品、 冰淇淋、 连锁加盟、
其他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邮箱: 29601177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mhbz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成都) 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成都海名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m2

内容: 餐饮原辅料、 调味品、 火锅食材、 火锅相关设备、 品牌火

锅及餐饮连锁加盟、 饮品、 餐饮设备等

电话: 86鄄371鄄86680231
邮箱: 2960117709@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aimingshicai郾 com

2018 中国奶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8 ~ 2018鄄06鄄30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奶业协会

承办: 中国奶业协会会展部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奶业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产品、 技术、 设备、 设施、 贸易、
教育、 培训等

电话: 86鄄10鄄62673064
邮箱: dacexpo@ vip郾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dac郾 org郾 cn

2018 中国 (成都) 景点乐园及游乐设施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旅游景区管理协会、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省旅游景区管理协会、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0000m2

内容: 游乐设施及公园建设、 电玩游艺、 儿童游乐设备、 电玩配

件等

电话: 86鄄28鄄86080319?
网址: www郾 cdgap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救援及应急装备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6 ~ 2018鄄07鄄0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承办: 上海千岁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应急救援车辆、 应急通讯和管理指挥系统、 消防装备和器

材、 医疗急救防疫、 抢险救援设备救灾储备物资和应急用品、 保

障设备、 灾害预测和灾后重建等

电话: 86鄄21鄄20910315
邮箱: 288082062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ree鄄expo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成都)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06 ~ 2018鄄07鄄0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m2

内容: 医疗产品等

电话: 86鄄20鄄84138131
邮箱: zhenghe@ expozh郾 com
网址: www郾 cmtf郾 net

2018 中国 (成都) 电子展

时间: 2018鄄07鄄12 ~ 2018鄄07鄄14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承办: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3000m2

内容: 工业级电子元器件、 光电器件、 高性能集成电路、 电源模

块、 电池、 嵌入式系统、 新型传感器技术、 电子材料、 电子基础

装备、 电子工具、 电子测量仪器及工控自动测试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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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鄄10鄄51662329鄄56
邮箱: haoxy@ ceac郾 com郾 cn
网址: chengdu郾 icef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成都) 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9 ~ 2018鄄07鄄2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承办: 上海雅川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工业机器人、 激光焊接、 钣金加工、 智能制造、 机床、 模

具等

电话: 86鄄28鄄64231797, 64212429
邮箱: qin@ iyachuan郾 com
网址: www郾 cmit鄄expo郾 org

2018 第二十二届华展四川广告设备器材暨 LED展

时间: 2018鄄08鄄10 ~ 2018鄄08鄄1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设备器材、 LED 照明等

电话: 13880947393
传真: 86鄄28鄄86131990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 product_ show / ? 31鄄98鄄29郾 html

2018 第五届成都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0 ~ 2018鄄08鄄1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四川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餐饮综合设备、 桌面用品、 火锅食材、 连锁加盟、 食品与

饮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4371178
邮箱: b2b鄄service@ ubmsino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hotelex郾 cn / zhanhui_ chengdu /

2018 第八届成都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暨童车玩具展

时间: 2018鄄08鄄17 ~ 2018鄄08鄄19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华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华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35000m2

内容: 婴幼儿用品、 婴童护理用品、 婴幼儿食品、 保健品、 婴童

服饰等

电话: 86鄄28鄄84757858, 84862515
邮箱: 4536390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uaao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一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7 ~ 2018鄄09鄄16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承办: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类整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售后相关产品、 汽车技术展

示、 汽车专业媒体、 俱乐部、 协会和服务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
网址: www郾 cd鄄motorshow郾 com

2018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等

承办: 四川省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生活消费品、 节能环保、 农副产品、 轻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28鄄86605960
邮箱: webmaster@ wcif郾 cn
网址: xbh郾 wcif郾 cn

2018 第十九届中国 (成都) 国际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 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工业控制与自动化、 工业智能、 仪器仪表、 企业信息化、
动力传动及液压气动、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28鄄85144168
邮箱: shentoudy@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aii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中国成都橡塑及包装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包装装潢印刷工业协会、 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四川省模具工业协会等

承办: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5000m2

内容: 橡塑装备、 橡塑辅助设备、 橡塑包装及印刷、 橡塑原料等

电话: 86鄄28鄄65573957
网址: www郾 cwsjz郾 com

2018 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成都展会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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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四川省模具工业协会、 成都机

械制造业商会、 成都钣金行业协会等

承办: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5000m2

内容: 机床、 模具、 工业自动化、 塑料机械、 包装等

电话: 86鄄28鄄65573957
网址: cd郾 cwmt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无损检测及理化检验设备展览会暨论坛 /
2018 中国国际特种设备安全与发展论坛暨国际特种设备展
览会 (成都站)

时间: 2018鄄10鄄11 ~ 2018鄄10鄄13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中国设

备管理协会

承办: 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协会、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内容: 超声检测、 射线检测、 磁粉检测、 涡流检测、 渗透检测、
泄露检测、 其他检测等

电话: 86鄄10鄄84464851
邮箱: 1860081155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bwin鄄expo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产业 (成都) 博
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华有机与自然食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有机食品及有机转换食品、 有机饮品、 有机调味、 有机中

药材、 有机用品、 绿色食品及绿色农业、 有机绿色食品配套技术

与设备及生产资料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鄄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gnfexpo郾 com / cd /

2018 世博威·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成都展)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 世博威国际会展

集团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包装饮用水、 富氢饮用水产业、 功能饮用水设备、 高

端饮水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sbwexpo郾 com / cd

2018 中国 (成都)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华有机与自然食品协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 (上海) 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高端食用油、 营养型食用油、 特种健康食用油、 各种高端

调味油、 食用油配套产业设备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oilexpo郾 com郾 cn / cd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成都展)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营养健康产品、 保健 (功能) 产品、 功能 (保健) 饮品、
美容瘦身产品、 无糖食品、 食疗药膳产品、 保健品包装、 健康服

务业等

电话: 86鄄10鄄85754970
邮箱: jianbohui888@ 163郾 com
网址: jianbohui郾 com

2018 中国 (成都) 国际智慧医疗及可穿戴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医疗装备行业协会、 中国医促会亚健康专委会、 中国

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组委会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诊断治疗设备、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辅助设

备、 口腔医疗器械设备、 医院远程医疗系统、 医用敷料、 眼科医

疗设备、 手术室等

电话: 86鄄10鄄85785035 / 36 / 37 / 38
网址: www郾 yaok郾 cn / cd

绵阳市

2018 第七届绵阳之春国际车展暨第四届绵德广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8 ~ 2018鄄04鄄22
城市: 绵阳

地点: 绵阳科技城会展中心

主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等

电话: 400鄄8888鄄848

·632·



台湾省

网址: www郾 sungoal郾 org

台湾省
台北市

2018 台北国际体育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3鄄08 ~ 2018鄄03鄄10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承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健身器材、 户外产品、 球类用品、 按摩设备、 健身房经

营等

邮箱: taispo@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taispo郾 com郾 tw / zh_ tw / index郾 html

2018 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公会

承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人类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2680m2

内容: 烘焙设备、 烘焙整厂设备、 烘焙食品展示、 烘焙原材料、
烘焙器具及加工机械、 包装机械、 包装袋、 礼盒及包装材料、 冷

冻冷藏设备、 烘焙相关产品、 咖啡及饮料等

电话: 886鄄2鄄26596000
邮箱: bakeryshow@ chanchao郾 com郾 tw
网址: www郾 tibs郾 org郾 tw

2018 台湾国际木工机械展

时间: 2018鄄04鄄02 ~ 2018鄄04鄄0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台湾木工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木工机械及木工材料、 智慧制造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woodtaiwan@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woodtaiwan郾 com

2018 台北国际汽车零配件展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4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8542m2

内容: 车灯、 轮圈、 引擎零件、 车体零件、 转向系统、 传动系统、
煞车系统、 汽车改装配备、 维修设备与服务、 保养设备与服务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网址: www郾 taipeiampa郾 com郾 tw

2018 台湾国际电动车展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承办: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车辆工业同业公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电动车、 电池材料、 电池与电池模组、 电池控制系统、 马

达与驱控系统、 充电站相关设备、 检测相关设备、 其他零部件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evtaiwan@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evtaiwan郾 com郾 tw

2018 台湾国际机车产业展

时间: 2018鄄04鄄12 ~ 2018鄄04鄄1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成车 (外销机车、 进口重型机车、 速克达、 沙滩车)、 引擎

及零配件、 车架、 机车零配件、 骑士部品、 成车检测设备、 引擎

检测设备、 修护设备、 零配件制造设备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motorcycle@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motorcycletaiwan郾 com郾 tw

2018 台北国际礼品暨文具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文具及办公用品、 礼品、 印刷包装、 品牌授权、 创新设

计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giftionery@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giftionery郾 net

2018 台湾伴手礼名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蔬菜健康食品、 咖啡、 酒类、 地方特产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网址: www郾 taiwansouvenir郾 net

2018 台湾家用及家饰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行业: 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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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文具及办公用品、 礼品、 印刷包装、 品牌授权、 创新设

计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giftionery@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giftionery郾 net

2018 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

时间: 2018鄄04鄄25 ~ 2018鄄04鄄28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承办: 台湾贸易中心、 台湾区照明灯具输出业同业公会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照明整合运用、 照明灯光设计、 居家照明、 商业照明、 智

慧照明、 户外照明、 厨具傢俱照明、 植物工厂与照明、 车用照明、
特殊照明、 医院照明、 医疗及医学美容照明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鄄5200
邮箱: TILS@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tils郾 com郾 tw

2018 台北国际智能机械暨智能制造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贸易中心、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2680m2

内容: 智慧机械暨零组件、 3D 列印与积层制造、 工业用机器人与

机械手臂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mt@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imtduo郾 com郾 tw

2018 台北国际计算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5 ~ 2018鄄06鄄09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3833m2

内容: 商业解决方案、 存储产品、 零组件产品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innovex@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computextaipei郾 com郾 tw

2018 台湾国际医疗展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仪器、 急救设备、 辅具、 敷料及耗材、 诊断仪器及设

备、 外科手术仪器、 穿戴式装置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鄄2852
邮箱: medicare@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medicaretaiwan郾 com

2018 台湾生物科技大展

时间: 2018鄄07鄄19 ~ 2018鄄07鄄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2680m2

内容: 医药、 医疗器材、 生物技术、 设备与仪器、 美容保养、 食

品保健等

电话: 886鄄2鄄26596000
邮箱: rich@ chanchao郾 com郾 tw
网址: www郾 biotaiwanexhibition郾 com

2018 海峡两岸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5 ~ 2018鄄08鄄19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承办: 台湾贸易中心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4120m2

内容: 机械设备、 塑料橡胶模具及零部件、 塑料及橡胶原材料和

添加剂、 橡胶及塑料制品等

电话: 86鄄10鄄68594952, 68594807
邮箱: yan郾 liqun@ ccpitmsc郾 org
网址: www郾 taipeiplas郾 com郾 tw

2018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31 ~ 2018鄄11鄄03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自行车整车、 自行车零件、 自行车配件及电动车等

邮箱: cycle@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taipeicycle郾 com郾 tw

高雄市

2018 台湾国际游艇展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高雄

地点: 高雄展览馆

主办: 高雄市

承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6874m2

内容: 游艇、 周边零配件、 水上休憩、 海事服务、 动力设备及零

配件、 船舶检验、 设计、 水上运动、 休闲观光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鄄2620
邮箱: boatshow@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boatshow郾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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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2018 展昭台中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18 ~ 2018鄄05鄄21
城市: 台中

地点: 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台湾宠物产业发展协会、 社团法人台湾爱兔协会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m2

内容: 宠物干式及半干式食品、 宠物零食点心、 宠物流行服饰配

件、 宠物专业美容护理、 宠物居家卫生用品、 宠物外出相关配件、
宠物医疗保健用品、 宠物行为训练辅助、 相关服务等

电话: 886鄄2鄄26596000
邮箱: aquapets@ chanchao郾 com郾 tw
网址: www郾 aquapets鄄show郾 com郾 tw

2018 台中国际茶、 咖啡暨烘焙展

时间: 2018鄄07鄄06 ~ 2018鄄07鄄09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主办: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m2

内容: 原生茶叶、 加味茶及茶制品、 茶具、 咖啡等

电话: 886鄄2鄄27255200
邮箱: TeaCos@ taitra郾 org郾 tw
网址: www郾 tcfb郾 com郾 tw

天津市
2018 第六届 (天津) 中国人保财险冬季惠众购车节

时间: 2018鄄01鄄20 ~ 2018鄄01鄄2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承办: 广东砖头创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 改装车、 特色节能环保车等

电话: 400鄄9028鄄133

碧海 (中国) 2018 春季钓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4 ~ 2018鄄03鄄07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碧海钓具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碧海钓具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钓饵、 休闲用品、 鱼钩、 配件、 钓竿等

电话: 86鄄10鄄62071529
邮箱: china@ bjbhdj郾 cn
网址: www郾 bhdjz郾 com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天津)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陶瓷、 橱柜衣柜、 地板门窗、 家具家居、 软体软装、
家电厨电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tj郾 expo郾 jiabasha郾 com

2018 中国婚博会 (天津)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tj郾 jiehun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

分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90000m2

内容: 数控机床、 切削机床、 加工中心、 计算机软件制造技术、
表面处理技术、 电厂技术、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大型金属铸件

和压延、 工业自动化、 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及装备等

电话: 86鄄22鄄66287706, 13622059639
邮箱: 2850965773@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em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中国国际表面处理协会

承办: 天津裕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m2

内容: 数控机床、 柔性制造系统、 工业机器人、 数据采集及识别

系统、 自动化控制系统、 智能仓储物流系统、 IT 软件及互联网、
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及装备等

电话: 86鄄22鄄28233538, 58581918
邮箱: yuhua_ expo@ sina郾 com
网址: came郾 ciex鄄expo郾 com

2018 第七届中国 (天津) 国际工业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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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8000m2

内容: 工业机器人整机、 服务机器人、 其他机器人、 机器人机器

视觉、 机器人开发平台与软件技术等

电话: 86鄄22鄄66224097
邮箱: chinacir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cir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40000m2

内容: 注塑、 机吹塑机、 印刷及印标机械及设备、 塑料软包装设

备、 挤出机及挤出生产线、 压机, 塑料回收及再生设备、 橡胶设

备及技术、 塑料橡胶制品等

电话: 86鄄22鄄59006233
邮箱: ciap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鄄expo郾 cn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天津) 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

分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90000m2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加工中心钣金及激光切割设备、 金属成形

设备 智能装备及 3D 打印设备特种加工机床 检测仪器、 工量具与

试验设备、 锻压、 压铸机械 表面加工、 表面处理等

电话: 86鄄22鄄66224066
邮箱: dengxiaohui2005@ 163郾 com
网址: jc郾 iem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天津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

分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数控机床、 切削机床、 电厂技术、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激光切割、 钣金加工、 工业机器人、 机床附件 / 刀具 / 超硬材料、
机加工程, 材料与设计、 伺服驱动装置、 数控系统等

电话: 86鄄22鄄66287706
邮箱: ciex@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x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天津国际工业装配及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

分会、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工业自动化、 电气系统、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仪

表材料元器件及附件等

电话: 86鄄22鄄66224099
邮箱: chinacir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ciai郾 ciex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塑料包装印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60000m2

内容: 包装设备、 包装产品、 原辅材料、 条形码、 全自动装箱机、
封箱机 、 贴标机 、 集装机械、 贴体包装机、 缠绕式包装机、 自动

化智能包装机械、 包装检测设备等

电话: 86鄄22鄄59006233
邮箱: 294322366@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expo鄄pe郾 cn

2018 第十一届天津春季广告展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北京中创华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创华信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8500m2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及材料、 户外发光体及城市景观照明、
展览展示及商用促销器材、 打印机及耗材等

电话: 400鄄677鄄3709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天津)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天津市家居商会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榻榻米、 楼梯、 实木家具、 软体家具、 欧美家具、 儿童家

具、 灯饰照明、 卫浴瓷砖、 地板木门、 家装公司、 橱柜衣柜、 门

窗、 家用电器、 墙面材料、 净水吊顶、 综合建材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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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邮箱: kefuzhongxin@ 51jiabo郾 com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tj

2018 第十六届天津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天津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

会、 天津市矿业协会

承办: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30000m2

内容: 珠宝首饰、 珍珠首饰、 水晶首饰、 玉石首饰、 艺术首饰、
宝石及原料、 黄金制品等

电话: 86鄄22鄄23772578
邮箱: csym_ 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tjcymsz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天津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业联合会、 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 北京企

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企阳会

展有限公司、 企阳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企阳会展有限公司、 企阳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高端翡翠及镶嵌翡翠、 高端和田玉及镶嵌、 精品琥珀蜜蜡、
高端彩色宝石及钻石、 天然有机珠宝等

电话: 86鄄10鄄84786031
邮箱: 23992754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qygjzl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天津国际礼品工艺品、 艺术收藏品及红木家
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5 ~ 2018鄄04鄄0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星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星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20000m2

内容: 礼品及赠品、 工艺品、 家居精品、 编织及藤铁工艺品等

电话: 400鄄062鄄3088
邮箱: xingji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tjlpz郾 com

2018 天津国际天津国际客运交通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承办: 上海商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传益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客运及专用车辆、 新胎源设备及技术、 智能信息设备及技

术等

电话: 86鄄21鄄52212015
网址: www郾 pbme郾 cn

2018 第九届中国 (天津) 国际消防设备技术交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全国城市安防协会合作互助联盟、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

中心

承办: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5000m2

内容: 火灾报警设备、 自动灭火设备、 消防装备、 消防车辆、 消

防器材、 灭火器、 消火栓系统、 破拆工具、 消防水带、 消防警示

标志等

电话: 86鄄22鄄66377668
邮箱: hxzl@ hengxi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fireexpo郾 com

2018第三届中国 (天津) 国际物联网技术与智慧城市应用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智慧城市联盟、 中国物联网先进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

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m2

内容: 信息与网络安全、 视频监控、 防盗报警、 出入口控制、 门

禁、 对讲、 一卡通、 智能停车、 智能楼宇、 电子巡查等

电话: 86鄄22鄄66377668
邮箱: hxzl@ hengxin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otexpo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45000m2

内容: 检测监控技术与装备、 煤矿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 应急救

援技术与装备、 放射性污染应急处置设备等

电话: 86鄄22鄄66377668
邮箱: 13920776464@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cieie郾 com

2018第九届中国 (天津) 国际智慧城市暨社会公共安全产
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1 ~ 2018鄄06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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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全国城市安防协会合作互助联盟、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

中心、 中国安防品牌发展研究会、 中国安防服务业联盟、 天津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安防产业联盟商会、 天津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m2

内容: 信息与网络安全、 云计算、 云存储、 大数据、 安全存储、
视频监控 (前端、 控制、 显示、 传输等)、 防盗报警、 防爆安全检

查、 防雷产品、 电线、 电缆、 防灾、 减灾设备等

电话: 86鄄22鄄66377668, 13920776464
邮箱: 39852156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pse郾 com郾 cn

2018 天津·世界侨商名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6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侨商会

承办: 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30000m2

内容: 主要展品为美容美体类、 文化创意类、 生活电子类以及连

锁经营类产品、 服饰及配饰、 珠宝钟表、 美容保健用品、 食品饮

料、 生活家居用品、 家庭电器产品等

电话: 86鄄22鄄27509472, 13821223352
邮箱: CZ_ exhibition@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tj鄄qbh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天津国际金属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12 ~ 2018鄄08鄄15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 钣金机械、 金属成形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
模具成型机床、 数控系统、 数显装置和机床电器; 机床零部件及辅

助设备; 检验和测量、 检测设备等

电话: 86鄄22鄄66224066
传真: 86鄄22鄄66224099
邮箱: chinaimpe@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imp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 (天津) 国际冷链物流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现代物流协会、 天津市交通与物流协会、 北京物流

协会、 河北省现代物流协会

承办: 北京博斯威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m2

内容: 冷链、 配送、 物流、 运输、 运输服务、 服务商、 包装、 自

动识别、 识别、 信息系统、 食品、 物流配送、 食品安全、 安全、
医药、 冷藏、 冷冻设备、 冷冻、 冷藏冷冻等

电话: 86鄄22鄄60170592
邮箱: 5177659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cle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国际物流展览会 (天津)

时间: 2018鄄11鄄16 ~ 2018鄄11鄄1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现代物流协会、 北京物流协会、 河北省现代物流协

会、 北京博斯威尔展览有限公司等

承办: 北京博斯威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物流地产、 物流园区、 冷链物流园区、 大型公路港、 运输

货代与物流服务等

电话: 86鄄22鄄60170592
邮箱: 51776590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imle郾 com郾 cn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2018 第二届西藏藏毯产业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11 ~ 2018鄄01鄄21
城市: 拉萨

地点: 拉萨藏游坛城

主办: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藏毯、 服饰等编织类产品等

电话: 86鄄891鄄6324568
邮箱: xzztblh@ 126郾 com

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8 第二十五届香港结婚展

时间: 2018鄄01鄄06 ~ 2018鄄01鄄07
城市: 香港

地点: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主办: 伟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伟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礼录像、 婚纱晚装、 新郎礼服、 酒店酒宴、
酒楼喜宴、 珠宝首饰、 美容产品、 结婚内衣、 新娘化妆、 结婚花

车、 婚礼布置、 结婚理财、 结婚服务等

电话: 852鄄23678385
邮箱: info@ expo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wedding郾 expo郾 com郾 hk

2018 第十八届香港国际文具展

时间: 2018鄄01鄄08 ~ 2018鄄01鄄11
城市: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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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创意手工、 学童用品、 书写设备及纸品、 礼品文具、 卓越

办公等

电话: 86鄄852鄄22404800
邮箱: vian郾 ky郾 cheung@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stationeryfair郾 com

2018 第九届香港婴儿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1鄄08 ~ 2018鄄01鄄1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妇婴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寢具及家具、 衣服、 鞋及配饰、 婴儿食品和保健产品、 婴

儿礼品及纪念品、 婴儿养护及沐浴产品、 婴儿玩具、 游戏及教学

用品、 婴儿及孕妇用品、 电器产品、 手推车等

电话: 852鄄22404613, 4625, 4629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babyfair郾 hktdc郾 com / chi / index郾 htm

2018 第四十四届香港玩具展

时间: 2018鄄01鄄08 ~ 2018鄄01鄄1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礼品玩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玩具、 魔术用具、 动作及野战游戏机、 模型及人偶、 益智

玩具及游戏、 电子及遥控玩具、 综合玩具产品等

电话: 86鄄852鄄22404439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toyfair鄄tc / 香港贸发局香港玩具展 郾 html

2018 第十六届香港国际授权展

时间: 2018鄄01鄄08 ~ 2018鄄01鄄10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动漫与教育娱乐、 艺术与设计、 名人与娱乐、 学府、 企业

品牌、 时尚服饰、 运动品牌等

电话: 86鄄852鄄1830668
邮箱: licensingshow@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hklicensingshow

2018 香港时装节秋冬系列

时间: 2018鄄01鄄15 ~ 2018鄄01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纺织服饰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时尚运动服装、 休闲服饰、 男装、 时装饰品、 布料及纱

线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hkfashionweekfw郾 hktdc郾 com / dm / 2018 / 1st_ edm / index_ os_ sc郾
html摇

2018 乐活博览

时间: 2018鄄02鄄01 ~ 2018鄄02鄄0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盈柏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天然及有机食品及补充剂、 绿色家居及生活、 可持续发展

经济、 美容及健康护理等

电话: 852鄄35203617
邮箱: lohas@ baobab鄄tree鄄event郾 com
网址: www郾 lohasexpohk郾 com

2018 亚洲素食展

时间: 2018鄄02鄄01 ~ 2018鄄02鄄0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盈柏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饮料、 饼干及零食、 面包及烘焙食品、 豆制食品、 纯素食

品、 水果及蔬菜、 谷类食品等

电话: 852鄄35203617
邮箱: veg@ baobab鄄tree鄄event郾 com
网址: vegfoodasia郾 com

2018 第二十八届教育及职业博览

时间: 2018鄄02鄄01 ~ 2018鄄02鄄0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 职业、 创意教育、 国际交流、 专业协会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8008205188, 86鄄21鄄63226688
邮箱: hktdc@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educationexpo鄄sc / 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

业博览 郾 html

2018BB春季购物节暨儿童成长教育展

时间: 2018鄄02鄄02 ~ 2018鄄02鄄0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荷花集团、 荷花爱心慈善基金、 荷花亲子网等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多元化益智玩具、 婴幼儿日常用品、 产前护理、 婴儿护

理等

电话: 852鄄28114522

·342·



香港特别行政区

邮箱: info@ eugenegroup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eugenegroup郾 com郾 hk / expo / 201802 /

2018 第九十届香港结婚节暨情人节婚纱展

时间: 2018鄄02鄄02 ~ 2018鄄02鄄0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亚洲展览 (集团) 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海外婚礼、 摄影及蜜月旅游、 婚宴酒店及喜酒、 婚纱礼服

设计等

电话: 852鄄25919823
网址: wedding鄄show郾 com郾 hk

2018 香港国际宠物节

时间: 2018鄄02鄄09 ~ 2018鄄02鄄1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等

邮箱: marketing@ petshow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petshow郾 com郾 hk

2018 香港国际毛皮时装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2鄄21 ~ 2018鄄02鄄2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毛皮业协会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皮草服饰、 配饰等

电话: 852鄄23674646
邮箱: fur@ hkff郾 org
网址: www郾 hkff郾 org

2018 香港国际钻石、 宝石及珍珠展

时间: 2018鄄02鄄27 ~ 2018鄄03鄄03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珠宝奢侈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钻石、 珍珠、 珠宝首饰、 原石及矿产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8008205188, 86鄄21鄄63226688
邮箱: hktdc@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dgp鄄sc /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钻石、 宝石

及珍珠展 郾 html

2018 第三十五届香港国际珠宝会

时间: 2018鄄03鄄01 ~ 2018鄄03鄄05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73959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珠宝首饰、 银首饰、 古董首饰、 工具及仪器、 珠宝刊物及

服务、 品牌表及时钟、 制成首饰、 珠宝配件、 翡翠首饰、 宝石陈

列及包装用品、 贸易商会、 成表及时钟等

电话: 852鄄22404043, 22404584, 2240鄄4354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jewellery鄄sc / s / 156鄄general_ information /

2018 国际羊绒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承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羊绒原料、 羊绒纱线、 羊绒成衣、 羊绒配饰等

电话: 852鄄28276211
邮箱: sales@ aplf郾 com
网址: www郾 cashmereworldfair郾 com

2018 亚太区皮革展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承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生皮、 制成革、 物料、 手袋、 鞋履、 皮具用品等

电话: 852鄄28276211
邮箱: sales@ aplf郾 com
网址: www郾 leatherfair郾 aplf郾 com / zh鄄cn

2018 香港时尚汇集

时间: 2018鄄03鄄14 ~ 2018鄄03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承办: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手袋、 鞋履、 服装、 旅行用品、 时尚配饰、 零件及配件等

电话: 852鄄28276211
邮箱: sales@ aplf郾 com
网址: www郾 fashionaccess郾 aplf郾 com / fashionaccess / tabid / 849 / l

2018 香港国际影视展

时间: 2018鄄03鄄19 ~ 2018鄄03鄄22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电影、 电视、 动画、 数码娱乐、 数码效果、 影带及光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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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发行及租赁公司、 电视及卫星广播、 电台及网上广播等

电话: 86鄄852鄄22404116、 15916983814
邮箱: yvonne郾 py郾 kan@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hkfilmart

2018 第十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时间: 2018鄄04鄄06 ~ 2018鄄04鄄0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6226m2

内容: 广告灯具照明、 商业照明、 家居照明、 LED 及环保照明、
灯饰配件及零件、 户外照明、 智能灯饰及照明方案、 测检及验证

服务、 贸易服务及刊物等

电话: 852鄄22404071 / 4483 / 4134 / 4811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lightingfairse鄄sc

2018 第十五届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数码基建、 电子贸易、 企业解决方案、 本土创意科技、 零

售科技、 智能产品及配件、 商贸服务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ictexpo郾 hktdc郾 com / chi /

2018 第十五届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电子设备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3D 打印、 视听产品、 婴儿电子用品、 知识产权营商、 连网

家居、 数码影像产品、 环保节能、 电子配件、 电子游戏产品、 电

子制造服务、 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 电子娱乐等

电话: 852鄄22404015 / 4055 / 4963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sc / hkelectronicsfairse

2018 第三十三届香港家庭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生活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酒吧用具、 浴室用具、 品牌家品、 清洁用具、 环保产品、
家具、 园艺及户外用品、 五金用具、 个人护理产品、 家居装饰及

手工艺平、 家居科技、 宠物用品、 小型家庭电器、 餐具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邮箱: hktdc@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housewarefair鄄tc

2018 香港礼品及赠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30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63327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宣传礼品及赠品、 创意产品、 美容用品及配件、 圣诞灯饰、
公司礼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560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hkgiftspremiumfair / tc

2018 第十三届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30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8880m2

内容: 印刷服务、 包装服务、 奢侈品包装及印刷、 印刷耗材及包

装耗材、 印刷、 包装 设备及系统、 综合印前及贸易服务、 运输包

装及供应链管理方案

电话: 86鄄755鄄82023593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printpackfair鄄sc

2018 第九届香港国际医疗器材及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5鄄07 ~ 2018鄄05鄄0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意外及急救设备、 建筑科技及医院家具、 中医设备、 通讯、
系统及资讯科技、 牙科设备及用品、 诊断、 化验室设备、 医疗设

备及物料、 医疗纺织品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邮箱: hktdc@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2018 亚洲创新科技鄄建筑、 电气、 保安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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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电气电子工程、 节能材料、 楼宇科技、 防火、 保安及安全

系统等

电话: 852鄄28276211
邮箱: exhibit@ build4asia郾 com
网址: build4asia郾 com / zh /

2018 第十八届亚洲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及节能科技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电气电子工程、 节能材料、 楼宇科技、 防火、 保安及安全

系统等

电话: 852鄄28276211
传真: 852鄄37497310
邮箱: exhibit鄄hkes@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asianelenex郾 com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六月展)

时间: 2018鄄06鄄21 ~ 2018鄄06鄄2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承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70000m2

内容: 古董及古典首饰、 名贵珠宝首饰、 珊瑚、 宝石馆、 首饰托、
钻石、 珍珠、 时尚首饰、 纯银首饰、 翡翠、 不锈钢首饰、 珠宝精

品馆及宝石精品馆等

电话: 852鄄25161677, 25856179
邮箱: salesjgf鄄hk@ ubm郾 com
网址: www郾 jewellerynetasia郾 com

2018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露营、 远足、 攀登产品、 单车用品、 电竞产品、 艺术与工

艺、 绘画及油彩等

电话: 852鄄22404623
邮箱: gloria郾 sy郾 wong@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sportsleisureexpo鄄sc / 香港贸发局香港运

动消闲博览 郾 html

2018 第二十九届香港书展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4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承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各类书籍及刊物、 儿童及青少年图书、 宗教书籍、 电子书

及电子学习资源、 电子书阅读器、 视听教材、 教育软件、 音像多

媒体产品、 各类文具及印刷品等

电话: 852鄄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bookfair郾 hktdc郾 com / tc / index郾 aspx

2018 香港家电·家品博览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厨房用电器产品、 家庭电器产品、 酒吧用具、 寝室用品、
美容及健身产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801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omedelights鄄sc / 香港贸发局家电. 家品.
博览 郾 html

2018 香港国际茶展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地名茶、 加工茶、 茶饮料、 茶食品及各种茶相关加工产

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239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teafair鄄sc / 香港国际茶展 郾 html

2018 香港美食博览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面包、 糕点、 奶类制品、 新鲜食品及蔬果、 健康及有机食

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325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foodexpo鄄sc / 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 郾 html

2018 香港美与健生活博览

时间: 2018鄄08鄄16 ~ 2018鄄08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彩妆、 护肤产品、 健身产品、 水疗按摩用品、 家用电子美

容产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237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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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fair / hkbeautyexpo鄄sc / HKTDC鄄Beauty鄄鄄鄄Wellness鄄Ex鄄
po. html摇

2018 香港钟表展

时间: 2018鄄09鄄04 ~ 2018鄄09鄄0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表厂商会有限公司、 香港钟表业总

会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成表、 时钟、 机械及设备智能手表、 包装用品等

电话: 852鄄22404359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watchfair鄄sc / 香港贸发局香港钟表展. html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九月展)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9鄄12 ~ 2018鄄09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承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古董及古典首饰、 名贵珠宝首饰、 珊瑚、 宝石馆、 首饰托、
钻石、 珍珠、 时尚首饰、 纯银首饰、 翡翠、 不锈钢首饰、 珠宝精

品馆及宝石精品馆等

电话: 852鄄25161677, 25856179
邮箱: salesjgf鄄hk@ ubm郾 com
网址: exhibitions郾 jewellerynetasia郾 com / 9jg / zh鄄cn /

2018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九月展)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9鄄14 ~ 2018鄄09鄄18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承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古董及古典首饰、 名贵珠宝首饰、 珊瑚、 宝石馆、 首饰托、
钻石、 珍珠、 时尚首饰、 纯银首饰、 翡翠、 不锈钢首饰、 珠宝精

品馆及宝石精品馆等

电话: 852鄄25161677, 25856179
邮箱: salesjgf鄄hk@ ubm郾 com
网址: exhibitions郾 jewellerynetasia郾 com / 9jg / zh鄄cn /

2018 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时间: 2018鄄10鄄13 ~ 2018鄄10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通用半导体、 功率半导体器件、 连接技术、 智能装置元器

件等

电话: 852鄄22404504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fair / electronicasia鄄sc / 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

术展 郾 html

2018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

时间: 2018鄄10鄄13 ~ 2018鄄10鄄16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3D 打印、 视听产品、 电脑及周边产品、 电子配件等

电话: 852鄄22404355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sc / hkeletronicsfairae

2018MEGA SHOW PART 1

时间: 2018鄄10鄄20 ~ 2018鄄10鄄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行业: 生活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礼品、 家居用品等

电话: 852鄄28400663
邮箱: info@ ideatrade郾 hk
网址: www郾 mega鄄show郾 com

2018 国际环保博览

时间: 2018鄄10鄄25 ~ 2018鄄10鄄28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空气质素、 环保产品、 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 绿色运输等

电话: 852鄄25844333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ecoexpoasia鄄sc / 国际环保博览 郾 html

2018 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

时间: 2018鄄10鄄26 ~ 2018鄄10鄄29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光电技术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照明解决方案及系统、 户外照明、 专业及工业照明、 广告

照明等

电话: 852鄄22404465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www郾 hktdc郾 com / hkotlexpo / sc

2018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时间: 2018鄄10鄄27 ~ 2018鄄10鄄30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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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光电技术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商业照明、 家居照明、 LED 及环保照明、 智能灯饰及照明

方案等

电话: 852鄄22404935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lightingfairae鄄sc /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html摇

2018MEGA SHOW PART 2

时间: 2018鄄10鄄27 ~ 2018鄄10鄄2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行业: 生活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礼品、 家居用品等

电话: 852鄄28400663
邮箱: info@ ideatrade郾 hk
网址: www郾 mega鄄show郾 com

2018 香港眼镜展

时间: 2018鄄11鄄07 ~ 2018鄄11鄄0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生活用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望远镜及放大镜、 光学仪器、 设备及机械、 隐形眼镜及配

件、 阅读用眼镜等

电话: 852鄄22404271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opticalfair鄄sc / 香港贸发局香港眼镜展.
html

2018 香港国际美酒展

时间: 2018鄄11鄄08 ~ 2018鄄11鄄10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种酒类等

电话: 852鄄22404271
邮箱: exhibitions@ hktdc郾 org
网址: m郾 hktdc郾 com / fair / hkwinefair鄄sc /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美酒

展 郾 html

2018 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暨香港珠宝购物节

时间: 2018鄄11鄄29 ~ 2018鄄12鄄02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

行业: 珠宝奢侈品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钻石、 宝石、 饰品等

电话: 852鄄27663002
邮箱: hkjmashow@ jewelry郾 org郾 hk
网址: www郾 jewelryshows郾 org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2018 第十一届新疆新春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27 ~ 2018鄄02鄄13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新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干果炒货、 糖果酒水、 茶叶、 休闲食品、 烘焙食品、 保健

食品、 水产品、 乳制品、 调味副食品等

电话: 86鄄991鄄4151676

2018 新疆暖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新疆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供热供暖采暖设备及技术、 地面供暖新技术及配套产品、
新风换气及空气净化技术设备、 保温隔热材料、 自动化与泵阀管

等附配器材等

电话: 86鄄991鄄6997686
邮箱: bzdf2016@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jsle郾 com

2018 “一带一路冶 新疆绿色建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新疆联创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疆尚德名汇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5000m2

内容: 绿色建筑成果、 绿色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筑节能及新型建

材、 绿色建筑石材、 绿色建筑智能化系统、 建筑节能解决方案等

电话: 86鄄991鄄6581627
邮箱: 129032776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xjcabe郾 com

2018 第七届亚欧光电展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住建厅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大型综合体景观亮化展示、 工程照明、 道路照明、 体育照

明、 园林照明、 工业照明、 LED 显示屏、 装饰照明、 商业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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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电话: 86鄄991鄄6108088
网址: www郾 ealexpo郾 com

2018第十一届新疆观赏石、 和田玉精品博览会 (新疆玉石展)

时间: 2018鄄06鄄15 ~ 2018鄄08鄄24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观赏石协会、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乌鲁木齐市文化局、
乌鲁木齐市旅游局、 中国观赏石协会陨石委员会

承办: 新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8000m2

内容: 玉石、 珠宝首饰、 宝石、 奢侈品、 文玩、 根雕、 茶叶、 紫

砂等

电话: 86鄄991鄄4151019
邮箱: 1052611683@ qq郾 com

2018 第二届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第二届新疆国际奶业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2 ~ 2018鄄07鄄14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

兽医工作总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奶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禽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生猪养殖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学会、 新疆创展会展有

限公司

承办: 新疆创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国内外种畜禽、 商品畜禽养殖、 畜牧生产与养殖相关机械、
畜禽水产养殖加工设备、 草业及其深加工产品等

电话: 86鄄991鄄3169535
邮箱: xinjiangchuangzhan@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xjxumuye郾 com

2018 第六届新疆 (国际) 糖酒商品交易博览会 /第四届新
疆新丝绸之路葡萄酒展

时间: 2018鄄07鄄13 ~ 2018鄄07鄄15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酿酒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酒类

流通协会、 乌鲁木齐善道久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乌鲁木齐善道久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酒饮类、 乳品类、 农副产品类、 饮料类等

电话: 86鄄991鄄6052214
邮箱: 214299208@ qq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新疆国际矿业与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振威展览集团、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采矿技术装备、 矿物加工设备、 选矿技术装备、 矿物冶炼

技术装备、 地质勘探装备、 矿山安全设备、 矿山环保节能设备、
配套产品、 技术服务等

电话: 86鄄991鄄3638136
邮箱: 285096554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imechina郾 cn

2018 新疆丝路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7鄄18 ~ 2018鄄07鄄20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有限公

行业: 其他

面积: 10000m2

内容: 市政建设、 交通与水利、 其他工程、 建筑材料、 机械装备、
投融资单位等

电话: 86鄄991鄄3638109
邮箱: LukeLiu@ zhenwei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xjice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新疆国际种子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8鄄08 ~ 2018鄄08鄄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子、 农业设施等

电话: 13520313570
邮箱: 80896837@ qq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08 ~ 2018鄄08鄄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集团

承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农药专业、 肥料专业、 种子、 灌溉及设施农业、 农业物联

网、 农业机械及林果业专业等

电话: 86鄄991鄄3638135
邮箱: 2850965787@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xiaf郾 com郾 cn

2018 第四届新疆—亚欧电力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7 ~ 2018鄄09鄄1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承办: 新疆世华融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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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面积: 13000m2

内容: 智能电网、 输变电 / 输配电技术设备、 火电站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991鄄3091501, 3091502
网址: www郾 caeelectricity郾 com

2018 第三届新疆—亚欧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

时间: 2018鄄09鄄17 ~ 2018鄄09鄄1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商会、 新

疆世华融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新疆世华融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20000m2

内容: 油气勘探、 开采技术装备, 以及各种配套设备、 石油与化

工行业成套及配套技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991鄄3091501、 3091502
邮箱: 222083935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silkroadenergy郾 org

2018 中国鄄亚欧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20 ~ 2018鄄09鄄25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40000m2

内容: 纺织品、 农产品、 食品、 智能设备、 物流、 工程机械和车

辆、 农业机械设备等

电话: 86鄄991鄄3638091, 18999993679
邮箱: service@ caeexpo郾 org
网址: www郾 caeexpo郾 org

克拉玛依市

2018 中国 (克拉玛依) 国际石油天然气及石化技术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9 月

城市: 克拉玛依

地点: 克拉玛依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承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中国石油新疆油

田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5000m2

内容: 石油装备、 石油技术等

电话: 86鄄990鄄6246067
邮箱: ckppe@ s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kppe郾 com

云南省
昆明市

2018 第十二届昆明新春欢乐购物节 (昆明年货会)

时间: 2018鄄01鄄29 ~ 2018鄄02鄄13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名特优产品展销、 地方风味美食一条街、 年宵花卉展销、
知名品牌企业展区、 儿童、 老年服装展销、 东盟红木家具、 综合

商品等

电话: 86鄄871鄄67167954, 18987140763

2018 迪培思昆明 (国际) 广告标识及 LED技术展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迪培思联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30000m2

内容: 数字雕刻设备、 LED 屏显及发光源、 数字喷印设备、 标识、
灯箱、 展示器材等

电话: 86鄄20鄄38200584, 34044506
邮箱: sales@ dpes郾 cn
网址: www郾 chinasign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二届华展云南广告四新暨 LED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60000m2

内容: 广告设备器材、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广告材料及物料、 标识

系统、 展览展示器材、 新媒体技术设备、 创意创新设计产业、 店

铺商用技术设备及产品、 礼品等

电话: 86鄄28鄄87576538
网址: www郾 schzex郾 com

2018 第五届中国昆明泛亚孕婴童用品及幼教玩具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中国母婴产业创新联盟、 云

南省孕婴童用品协会

承办: 云南佳卓会展有限公司、 昆明鑫鑫朝晖商贸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0000m2

内容: 母婴用品、 孕婴童食品及保健品、 童车、 汽座、 童床、 家

俱、 货架、 家居家纺、 孕装、 内衣及配饰、 童装、 婴装、 童鞋及

配饰、 玩具、 教具及纪念品、 服务机构等

电话: 86鄄871鄄67167055
邮箱: kmcsk@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kmybh郾 com

2018 第九届中国中西部 (昆明) 医疗器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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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承办: 成都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 检验设备及用品、 诊断设备、 治疗设备、 辅助

设备、 卫生材料及用品、 康复设备及用品等

电话: 86鄄28鄄66320382
邮箱: 1657018134@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wmee郾 com

2018 中国 (昆明) 东南亚·南亚安防暨警用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昆明市应急救援协会

承办: 云南会展经济研究会、 云南万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40000m2

内容: 监视监控防范系统、 智慧城市技术与设备、 移动互联网技

术与设备、 监视监控防范系统、 刑侦、 缉毒科技设备、 公共广播

系统、 智能家居、 防盗门、 防火门、 锁、 柜等

电话: 400鄄811鄄0220
网址: www郾 anfang郾 asia

2018 第十二届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30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3000m2

内容: 黑茶、 普洱茶、 紫砂、 茶具、 工艺品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13

2018 第十届中西部小动物临床兽医大会 / 2018 第二届中西
部宠物美容大会

时间: 2018鄄05鄄22 ~ 2018鄄05鄄25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西部小动物临床兽医师大会组委会、 云南省小动物医师

协会、 云南省小动物医师学会、 无锡东西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m2

内容: 宠物医院设备、 手术器械、 宠物药品、 生物制品、 保健品、
饲料、 厨房饲料、 检测试纸等

电话: 86鄄510鄄82718399, 13338115458
邮箱: wesavc@ vip郾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esavc郾 com

2018 昆明国际美容化妆用品博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5鄄27 ~ 2018鄄05鄄29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百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0000m2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

材料等

电话: 18563983019
网址: www郾 sdmbgj郾 com / zh / 37 / 99郾 html

2018 第五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12 ~ 2018鄄06鄄18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家商务部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机械设备、 旅游产业、 制造业、 信息产业、 国际产能合作、
高原特色农业等

电话: 86鄄871鄄67179699
邮箱: 54252151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sa鄄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昆明国际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0 ~ 2018鄄08鄄22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 云南省市政工程协会

承办: 云南佳卓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0000m2

内容: 供排水、 工业废水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与设备、 水处

理、 管道、 容器、 各类流体设备、 净水设备、 饮水设备、 节水设

备、 农业灌溉、 园林喷灌技术设备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871鄄67150539, 67167055
邮箱: jiazhuoexp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water鄄km郾 com

2018第十五届中国西南 (昆明) 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
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8 ~ 2018鄄11鄄12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云南省商务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云南省汽车商会

承办: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云之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 概念车、 汽车零部件、 总成、 模块及系统、 汽车制

造设备, 工艺装备、 检测、 测试、 实验仪器和设备、 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 汽车工业生产的新工艺、 新材料等

电话: 400鄄188鄄6810
邮箱: szautoshow@ szautoshow郾 com
网址: www郾 szautoshow郾 com / k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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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昆明国际美容化妆用品博览会 (秋季)

时间: 2018鄄11鄄28 ~ 2018鄄11鄄30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健康美容用品分会、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百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日化、 专业、 美发产品、 整形美容、 女性时尚用品、 包装

材料等

电话: 15666791851

普洱市

2018 普洱国际精品咖啡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1鄄29 ~ 2018鄄01鄄31
城市: 普洱

地点: 普洱市普洱大剧院旁

主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咖啡及咖啡制品、 咖啡器具及设备、 咖啡加工生产设备等

电话: 15920530521
网址: www郾 gzhw郾 com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普洱茶节·2018 普洱茶产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6 ~ 2018鄄04鄄18
城市: 普洱

地点: 普洱中心

主办: 普洱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m2

内容: 茶产业与科技成果展示、 茶产品展销、 国内外商贸洽谈采

购、 茶学术交流、 普洱茶制作技艺传承、 茶旅游、 茶交易等

电话: 86鄄755鄄82222201, 400鄄082鄄0838
传真: 86鄄755鄄82361717
网址: www郾 goodtea郾 cc / web / ? id = 112

浙江省
杭州市

2018 第二十届杭州国际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2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业联合会、 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企阳展

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企阳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珠宝玉石、 珠宝首饰、 珍珠、 流行饰品、 黄金制品、 配套

器材、 招商及形象等

电话: 18910188230
邮箱: 239927541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qiyanghz郾 com

2018 家芭莎家博会 (杭州)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陶瓷、 橱柜衣柜、 地板门窗、 家具家居、 软体软装、
家电厨电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hz郾 expo郾 jiabasha郾 com

2018 中国婚博会 (杭州)

时间: 2018鄄03鄄10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北京博万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 婚庆服务、 结婚珠宝、 婚纱礼服、 精品婚宴、
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0鄄365鄄520
网址: hz郾 jiehun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杭州) 第一期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榻榻米、 楼梯、 实木家具、 软体家具、 欧美家具、 儿童家

具、 灯饰照明、 卫浴瓷砖、 地板木门、 家装公司、 橱柜衣柜、 全

屋定制、 门窗、 家用电器、 中央空调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hz

2018 中国 (浙江) 衣柜移门·门窗系统原创设计展

时间: 2018鄄03鄄23 ~ 2018鄄03鄄25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移门行业协会

承办: 杭州企阳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m2

内容: 衣柜 、 移门 、 木门、 定制家居、 橱柜、 阳光房、 门窗、 淋

浴房、 五金、 铝材、 玻璃及配套企业等

电话: 86鄄571鄄87032272, 85355876
邮箱: 305767789@ qq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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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郾 ciym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浙江国际智能楼宇技术与安防产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

承办: 杭州华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智慧城市、 通信与网络、 建筑设备管理与节能、 人工智能、
智慧社区与智能家居、 公共安全、 会议广播视讯等

电话: 86鄄571鄄88080648, 88069757, 88069831
邮箱: xjwork@ tom郾 com
网址: www郾 hz鄄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浙江 (杭州)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30 ~ 2018鄄04鄄0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杭州皓轩展览有限公司、 杭州东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及金属加工、 模具及成型设备等

电话: 86鄄571鄄89904643
邮箱: 85380595@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zhejiang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7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中国国际商会浙江商会

承办: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乘用车、 商务车等

电话: 86鄄10鄄80470050
传真: 86鄄10鄄80470371

2018 中国 (杭州) 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9 ~ 2018鄄04鄄2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杭州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杭州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承办: 杭州智益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安防产品、 警用装备等

电话: 86鄄571鄄87211596, 15068756900
传真: 86鄄571鄄8713793
邮箱: quancheng878@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hzabh郾 net

2018 第八届中国杭州国际佛事文化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1 ~ 2018鄄04鄄24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

承办: 杭州新华展贸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佛像、 香、 佛具、 蜡烛、 宫庙用品、 灯具、 僧服绣品、 书

画音像、 原料设备、 素食等

电话: 86鄄571鄄87169058
传真: 86鄄571鄄88037175
邮箱: 172747564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hzfoexpo郾 com

2018 (杭州) 第十届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30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杭州啸立展览有限公司、 特许之家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商品零售、 餐饮食品、 服装服饰、 教育培训、 婴童用品、
保健美容、 商业服务、 律师事务所、 投资理财、 银行等特许服务

机构、 连锁店相关设备技术制造商或供货商等

电话: 86鄄571鄄86819390
邮箱: 402449444@ qq郾 com

2018 (杭州) 第十届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30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大数据科技协会

承办: 杭州啸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2000m2

内容: 互联网金融、 贵金属外汇、 银行、 保险、 综合理财、 海外

不动产、 艺术品、 证券、 基金: 股票、 基金、 证券、 期货、 信托、
集合理财等

电话: 86鄄571鄄86819389
邮箱: 402449443@ qq郾 com

2018 杭州海外置业移民留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8 ~ 2018鄄04鄄30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杭州啸立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啸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m2

内容: 移民项目、 海外地产发展商、 投资理财、 配套服务等

电话: 86鄄571鄄86819389
邮箱: 402449443@ qq郾 com

2018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鄄春季展

时间: 2018鄄04鄄30 ~ 2018鄄05鄄03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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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海

外海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乘用车、 商务车等

电话: 86鄄10鄄82606899
传真: 86鄄10鄄82606999
邮箱: office@ sinomachint郾 com
网址: spring郾 autohz郾 com郾 cn

2018 中国华夏家博会 (杭州) 第二期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榻榻米、 楼梯、 实木家具、 软体家具、 欧美家具、 儿童家

具、 灯饰照明、 卫浴瓷砖、 地板木门、 家装公司、 橱柜衣柜、 全

屋定制、 门窗、 家用电器、 中央空调等

电话: 400鄄6188鄄555
网址: www郾 51jiabo郾 com / hz

2018 新华浙江 (杭州) 数码印刷、 图文快印及办公设备
(春季)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6 ~ 2018鄄05鄄28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包装机械委员会

承办: 杭州新华展贸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数码印刷、 图文快印、 办公用品等

电话: 86鄄21鄄34970623
传真: 86鄄21鄄34970623
邮箱: 342513279@ qq郾 com

2018 中国男装博览会暨原创设计展示会

时间: 2018鄄06鄄06 ~ 2018鄄06鄄08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杭州服装行业协会

承办: 杭州服装行业协会男装分会、 杭州喜得宝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面料、 辅料、 成衣等

电话: 86鄄571鄄85191580

2018 杭州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29 ~ 2018鄄07鄄02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

承办: 杭州得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m2

内容: 木工机械、 软装饰品、 庭院家具、 原辅材料等

电话: 86鄄571鄄83865333
网址: www郾 hzfurniturefair郾 com

2018 首届杭州国际纹身展

时间: 2018鄄08鄄31 ~ 2018鄄09鄄02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展 (杭州)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纹身艺术等

电话: 86鄄571鄄82908888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气体技术、 设备与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05 ~ 2018鄄09鄄06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 北京亚艾特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亚艾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8000m2

内容: 气体设备、 系统和技术、 气体的辅助设备及材料、 气体分

析及应用仪器仪表、 气体运输及包装材料、 气瓶、 管道检测设备、
气体生产、 安全管理、 原材料、 气体生产及应用技术等

电话: 86鄄10鄄84164557
邮箱: ig郾 china@ ait鄄events郾 com
网址: www郾 igchina鄄expo郾 com

2018 浙江基层医疗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9鄄13 ~ 2018鄄09鄄15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承办: 浙江省医疗卫生国际合作发展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仪器设备等

电话: 86鄄571鄄87709118
邮箱: 3343982208@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zimex郾 org郾 cn

2018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鄄秋季展

时间: 2018鄄09鄄29 ~ 2018鄄10鄄03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

承办: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海

外海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乘用车、 商务车等

电话: 86鄄10鄄82606899
传真: 86鄄10鄄82606999
邮箱: office@ sinomachint郾 com
网址: autumn郾 autohz郾 com郾 cn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燃气、 供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9 ~ 2018鄄10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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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承办: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燃气输配系统技术、 设备及维护、 管理技术、 燃气应用技

术等

电话: 86鄄10鄄57302182
邮箱: gas2013@ chinagas郾 org郾 cn

2018 杭州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4 ~ 2018鄄11鄄26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台州市汽车用品行业协会

承办: 浙江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80000m2

内容: 汽车电子、 汽车装饰、 汽车养护等

电话: 86鄄571鄄83717675
邮箱: dw@ dw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dwexpo郾 com / cae

2018 第二十一届中国 (杭州) 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24 ~ 2018鄄11鄄26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杭州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美容护理用品、 汽车内饰、 汽车外饰、 汽车影音娱乐、 车

载通讯导航、 汽车安全用品、 汽车电子电器、 节能用品、 环保用

品、 户外用品、 改装车及汽车改装用品等

电话: 13520313570
邮箱: 843341383@ qq郾 com

嘉兴市

2018 第十六届长三角 (嘉兴) 智能机械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嘉兴

地点: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嘉兴市商务局

承办: 嘉兴卓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各类机器人、 喷涂机械手、 码垛机械手、 焊接机械手、 工

业自主导航车、 3D 打印机、 3D 打印材料及技术、 三维扫描与测

量、 投融资服务等

电话: 86鄄573鄄82080023, 82081223
网址: www郾 csjexpo郾 com

金华市

2018 义乌婚纱影楼用品交易会暨春季框画展

时间: 2018鄄03鄄18 ~ 2018鄄03鄄20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美术产业联盟

承办: 义乌市中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面积: 40000m2

内容: 框业、 线条、 装饰画、 设备、 配件、 材料、 婚纱影楼用

品等

电话: 86鄄579鄄85516715
邮箱: service@ cafexpo郾 cn
网址: www郾 cafexpo郾 cn

2018 第九届中国 (义乌) 国际机械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 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 张家港市塑

料饮料机械协会

承办: 义乌创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m2

内容: 塑料包装机械、 瓦楞纸箱设备、 包装印刷机械配件、 食品

医药包装设备、 塑料包装机械设备、 包装机械设备、 印后处理设

备、 印刷机械设备、 印前处理设备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08036, 85096988
邮箱: 3636485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jixie鄄expo郾 com

2018 中国义乌商品制造与加工设备展暨义乌塑料橡胶机械
工业展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 宁波市塑料机械行业协会、
余姚模具行业协会、 黄岩模具行业协会、 温岭市塑料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注射成型生产技术设备、 挤出生产技术及设备、 中空成型

生产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08036
传真: 86鄄579鄄85096977
邮箱: 363648560@ qq郾 com
网址: sj郾 jixie鄄expo郾 com

2018 第六届义乌时尚发制品与美发用品展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美容业创新发展联合自律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发制品行

业协会 浙江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假发、 高档发制品、 原材料、 饰品、 假发护理品及美发用

品、 美发用品、 美发器材、 发饰品与节日派对用品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08036, 85096988
邮箱: 3636485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uojiqinxi郾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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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义乌美博会

时间: 2018鄄04鄄01 ~ 2018鄄04鄄0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美容业创新发展联合自律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日用化

工行业协会、 浙江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浙江省发制品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创杰展览有限公司、 义

乌创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化妆产品、 美容美体仪器及机构、 日化洗涤用品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08036, 85096988
邮箱: 363648560@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gjqxsb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1 ~ 2018鄄04鄄1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中国电子商会、 义乌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网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60000m2

内容: 知名电子商务平台、 跨境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产业、
物流快递、 第三方仓储、 电商园区、 应用软件、 银行、 第三方支

付、 电商培训、 网络营销推广等

电话: 86鄄579鄄89926261
邮箱: web@ ecfair郾 cn
网址: www郾 ecfair郾 cn

2018 第十届永康国际机械装备及工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13 ~ 2018鄄04鄄15
城市: 金华

地点: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海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宁波海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m2

内容: 机床及工模具、 塑胶工业机械及原料、 五金技术、 焊接与

切割、 涂装及表面处理、 木工机械及原料等

电话: 86鄄579鄄87278068
传真: 86鄄579鄄87220239
网址: www郾 htzl88郾 com

2018 中国义乌五金电器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2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义乌市人民政府

承办: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3000m2

内容: 五金工具、 建筑五金、 日用五金、 电子电器、 机械机电等

电话: 86鄄579鄄85178915鄄925 / 926, 3857978525
邮箱: chinafairs@ 188郾 com

网址: www郾 ywexpo郾 cn

2018 第十三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7 ~ 2018鄄04鄄30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义国际会展 (义乌)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70000m2

内容: 消费类文化产品、 文化创意设计、 动漫游戏产品、 文化艺

术精品、 文化产品装备技术、 版权交易、 生产性保护类非遗产

品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15700
邮箱: service@ sina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ssofair郾 com

2018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6 ~ 2018鄄05鄄09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浙江省商务厅、 义乌市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家居用品、 母婴用品、 美妆个护、 数码家电、 食品饮料、
文化办公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15888
传真: 86鄄579鄄85415777
邮箱: service@ yiwu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importfair郾 cn

2018 中国义乌国际纺博会

时间: 2018鄄05鄄17 ~ 2018鄄05鄄19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无缝内衣机械、 针织及织袜机械、 横机及经编机械、 针织

及织袜定型丶包装机械、 纱线络筒丶包纱及拈线机械、 裁剪丶激

光及 CAD / CAM 系统 缝纫机械、 刺绣丶绣花丶绗缝机械等

电话: 86鄄21鄄51879766
邮箱: info@ sh郾 adsale郾 com郾 hk
网址: www郾 yiwutex郾 com

2018 第二十四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21 ~ 2018鄄10鄄25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浙江省商务厅、 义乌市人民政府

行业: 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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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50000m2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五金、 机电机械、 电子电器、 日用品、 工艺品、 文化办公、
体育及户外休闲用品、 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 饰品及配件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15888
传真: 86鄄579鄄85415777
邮箱: service@ yiwu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yiwufair郾 com

2018 中国义乌 (国际) 森林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1 ~ 2018鄄11鄄04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家林业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浙江省林业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 义乌市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家具、 木结构木建材、 木竹工艺品、 木竹日用品、 森林食

品、 茶叶、 花卉园艺、 林业装备等

电话: 86鄄579鄄85415888
邮箱: service@ yiwufair郾 com
网址: www郾 cccfair郾 cn / ppzh / t28763郾 html

2018 第十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3 月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家旅游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旅游协会、 浙江省旅游局、 义乌市人民政府、 汉诺威

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旅游装备、 度假消费、 工艺精品、 电商服务、 特色食品等

电话: 86鄄21鄄50456700
邮箱: jessie郾 cao@ hmf鄄china郾 com
网址: www郾 citcf郾 com

宁波市

2018 中国国际机床装备展览会暨第四届宁波国际机器人、
智能加工设备与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5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雅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承办: 雅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西麦克国际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装备、 激光加工 / 钣金设备、 机器人 / 智能加工、 绿色

制造 / 工业自动化 / 物流装备等

电话: 86鄄574鄄27716625
邮箱: younage@ younage郾 com
网址: www郾 chinamaching郾 cn

2018 第十四届中国慈溪家电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宁波

地点: 慈溪会展中心

主办: 慈溪市人民政府、 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 台湾区电机电

子工业同业公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承办: 宁波新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面积: 25000m2

内容: 两季家电、 空净、 小家电、 厨卫家电、 产业配套及服务等

电话: 86鄄574鄄63072010、 63072016、 63072017
邮箱: 527991035@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xchae郾 com

2018 中国慧聪 (余姚) 春季家电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17 ~ 2018鄄03鄄19
城市: 宁波

地点: 余姚中塑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慧聪网

承办: 慧聪网

行业: 家电

内容: 厨卫家电、 生活小电、 健康家电、 白色家电、 家电配件配

套、 服务及刊物等

电话: 86鄄574鄄22229869, 86鄄757鄄22116000
邮箱: fair@ hc360郾 com
网址: www郾 cheaf郾 hc360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文具礼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9 ~ 2018鄄03鄄3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波分会、 宁海县人民政府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文具及办公用品、 办公设备、 电脑周边产品及耗材、 办公

家具、 文具、 礼品生产加工设备及零部件、 礼品、 赠品、 工艺

品等

电话: 86鄄574鄄87254009
网址: www郾 exponingbo郾 com / wenju

2018 第十六届宁波国际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0 ~ 2018鄄04鄄23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轻工业展览中心、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

行业: 房产家居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家装、 家居、 建材、 卫浴、 陶瓷、 地板、 橱柜、 电器等

电话: 86鄄574鄄87371588
传真: 86鄄574鄄56158958
网址: www郾 homeexpo郾 net

2018 第十五届中国 (宁波) 国际紧固件、 弹簧及制造装备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26 ~ 2018鄄04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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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宁波紧固件工业协会

承办: 宁波东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标准紧固件、 汽车紧固件、 冲压件和车床件、 紧固件材料、
紧固件用模具及耗品、 紧固件设备及技术、 紧固件技术及服务、
弹簧制造技术及设备、 各类弹簧检测仪器及设备等

电话: 86鄄574鄄55228621
网址: www郾 expodc郾 com

2018 中国 (宁波) 国际灯具灯饰采购交易会暨 LED 照明
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9 ~ 2018鄄05鄄1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电子行业协会、 宁波半导体照明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承办: 上海易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高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40000m2

内容: 户外照明、 灯具及灯饰、 城市亮化、 LED 照明、 LED 制造

设备及测试设备、 LED 封装、 节能灯系列产品、 电光源产品、 专

业灯光及配套设备、 照明电器配套元器件、 零配件等

电话: 86鄄21鄄61246316, 61246319
邮箱: yishengexpo@ 126郾 com
网址: www郾 yishengexpo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宁波国际纺织面料、 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4 ~ 2018鄄05鄄26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服装协会、 宁波东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宁波东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2000m2

内容: 各类纺织面料、 各类服装辅料、 家用纺织品、 各类纱线、
各类辅助设备、 各类纺织服装媒体出版物等

电话: 86鄄574鄄87784337, 56882256
邮箱: nbdongbo@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nb鄄tex郾 com

2018 中国跨境电商国际名品博览会暨浙江进口商品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5 ~ 2018鄄05鄄27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商务厅

承办: 宁波市贸促会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国际名车、 国际轻奢品牌、 国际音视器材、 国际艺术品、
国际山地车、 国际跨境电商、 国际美食馆等

电话: 86鄄574鄄87246818
邮箱: gnzl@ ccpitnb郾 org
网址: www郾 zjige郾 cn

2018 浙江 (宁波) 包装印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29 ~ 2018鄄05鄄3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包装技术协会、 浙江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浙江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双贝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包装机械及设备、 印后、 包装印刷机械设备及印刷包装产

品、 彩色印刷、 胶印、 轮转印刷、 大幅面胶印、 轮转等印刷机械

设备、 器材、 标签、 柔印、 凹印、 丝网、 特种印刷等

电话: 86鄄574鄄88396333
传真: 86鄄574鄄88186555
邮箱: zhzhgh@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yinyiwh郾 com

2018 第八届宁波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 浙江省橡胶工业协会 、 宁波市塑料

行业协会、 宁波市塑料机械行业协会、 宁波市橡胶商会、 温州市

橡胶商会、 宁波市热塑性弹性体商会

承办: 际华展览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再生网、 淘再生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m2

内容: 塑料类、 化工原料与助剂、 塑料机械、 橡胶、 弹性体与机

械、 塑料橡胶辅助设备、 塑料包装与薄膜产品、 塑料塑料回收技

术设备等

电话: 86鄄21鄄52270816
邮箱: jihua@ jihua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nbplas郾 com

2018 中国 (宁波) 国际轮胎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橡胶工业协会、 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 宁波市橡胶

商会、 温州市橡胶商会、 宁波市热塑性弹性体商会、 宁波市塑料

行业协会、 宁波市塑料机械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邺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企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m2

内容: 轮胎、 内胎、 外胎、 轮毂、 钢圈等周边配件、 轮胎保养、
维修、 测试等

电话: 86鄄21鄄54388602
邮箱: 18817208969@ 139郾 com
网址: www郾 ajsexpo郾 com

2018 第八届中国 (宁波) 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 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 浙江省橡胶

工业协会、 宁波市塑料行业协会、 宁波市塑料机械行业协会、 宁

波市橡胶商会、 宁波市热塑性弹性体商会

承办: 上海邺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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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包括复合材料所有相关技术、 设备和制品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1180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fczexpo郾 com

2018 中国 (宁波) 国际纳米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30 ~ 2018鄄06鄄0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

承办: 上海邺闻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m2

内容: 纳米材料、 分析与检测、 微纳制造技术、 纳米生物与医药、
石墨烯原料、 石墨烯粉体材料等

电话: 86鄄21鄄6764 1180
邮箱: 2573929581@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nmzexpo郾 com

20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6鄄09 ~ 2018鄄06鄄12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 宁波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商务厅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120000m2

内容: 玩具及文体用品、 家居及个人用品、 工艺及节日用品

电话: 86鄄574鄄87178074, 87178075
邮箱: trade@ cicgf郾 com
网址: www郾 cicgf郾 com

2018 第二十二届宁波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0鄄18 ~ 2018鄄10鄄2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服装协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 宁波华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男装、 女装、 童装、 运动服饰、 户外服饰、 服装面料、 服

装设备等

电话: 86鄄574鄄87371588
传真: 86鄄574鄄56158958
邮箱: 888888@ hi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hixpo郾 com

2018 中国 (余姚) 国际塑料博览会

时间: 2018鄄11鄄07 ~ 2018鄄11鄄10
城市: 宁波

地点: 中塑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 江省余姚市人民政府

承办: 余姚市中国塑料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是否通过 ufi认证: 是

内容: 通用塑料、 工程塑料、 再生塑料、 改性塑料、 化工原料与

塑料助剂等

电话: 86鄄574鄄62537672
传真: 86鄄574鄄62535999
网址: cpe郾 21cp郾 com

绍兴市

2018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 (春季)

时间: 2018鄄05鄄06 ~ 2018鄄05鄄08
城市: 绍兴

地点: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轻纺城展会有限公司、 上海歌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面料、 辅料、 纱线、 家用纺织品、 纺织原料、 各类服装及

设计等

电话: 86鄄21鄄80181011
邮箱: 2880786532@ qq郾 com
网址: www郾 ctcte郾 com / spring

台州市

2018第六届中国 (台州) 家居用品展览会暨全国凉席产品
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3鄄05 ~ 2018鄄03鄄07
城市: 台州

地点: 台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台州市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20000m2

内容: 竹席、 草席、 亚麻席、 牛皮席、 碳化竹席、 基础原料、 凉

席机械以及其他夏季居室用品等

电话: 86鄄576鄄82566808
邮箱: nana@ dwexpo郾 com
网址: mat郾 dwexpo郾 com

2018 第十五届中国·台州电动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16 ~ 2018鄄03鄄18
城市: 台州

地点: 台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商务厅,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

承办: 台州市自行车行业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整车、 零配件、 区域总代理商户、 品牌连锁加盟商、 代理

经销商、 直销商等

电话: 86鄄576鄄84032135, 400鄄885鄄2004
网址: www郾 tzddcxh郾 com

2018 第十四届中国 (台州) 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24 ~ 2018鄄03鄄26
城市: 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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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台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台州市支会

承办: 台州市华普工商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智能设备、 机床类、 模具及零部件、 周边配件设备等

电话: 86鄄576鄄82448200, 82466363, 82505558
邮箱: ly98202@ 163郾 com
网址: www郾 tzjcz郾 com

2018 中国 (台州) 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8 ~ 2018鄄04鄄10
城市: 台州

地点: 台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承办: 台州市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m2

内容: 缝制机械设备、 电脑刺绣机、 服装生产控制与输送设备、
洗涤设备、 配送物流等

电话: 86鄄576鄄82566808
邮箱: dw@ dwexpo郾 com
网址: www郾 ctisma郾 com

2018 第十八届中国 (温岭) 鞋机、 鞋材及针车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11 ~ 2018鄄05鄄13
城市: 台州

地点: 温岭会展中心

主办: 温岭市鞋革业商会

承办: 温岭市鞋革业商会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制鞋机械、 皮革机械、 针车缝纫设备、 聚氨酯设备、 针织

机械 (鞋面机)、 电脑刺绣设备、 飞织鞋面、 激光裁割设备、 鞋

材、 数码印花、 鞋用包装印刷、 鞋楦、 皮化原料等

电话: 86鄄576鄄86114222
网址: www郾 wlxgz郾 com

2018 中国 (台州) 汽车用品交易会

时间: 2018鄄07鄄26 ~ 2018鄄07鄄28
城市: 台州

地点: 台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汽车用品行业协会

承办: 台州市迪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m2

内容: 汽车电子、 汽车装饰、 汽车养护等

电话: 86鄄576鄄82566808
邮箱: dw@ dwexpo郾 com
网址: auto郾 dwexpo郾 com

温州市

2018 中国 (温州) 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18鄄03鄄09 ~ 2018鄄03鄄11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床总公司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温州市模具协会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5000m2

内容: 金切机床、 金属成型机床、 特种加工机床与专用、 工业自

动化设备、 自动化仪表与控制系统、 机器人技术、 工控设备、 激

光设备、 雕刻机、 打标机、 焊接、 切割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02222
邮箱: donnor2@ donnor郾 com
网址: www郾 cwiif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温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4鄄05 ~ 2018鄄04鄄08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温州市汽车流通行业协会、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m2

内容: 各类轿车、 电动汽车、 商务车、 越野车、 改装车、 品牌二

手车、 各类汽车维护保养用品、 装饰、 美容用品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58601
邮箱: autofair@ donnor郾 com
网址: www郾 autowenzhou郾 com

2018 第十六届中国 (温州) 国际眼镜业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5鄄05 ~ 2018鄄05鄄07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温州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

承办: 温州市眼镜商会、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35000m2

内容: 太阳镜及运动眼镜、 老视镜、 镜片及毛胚、 眼镜架、 眼镜

包装、 原辅材料及配件、 专用工具、 制造设备、 验光配镜的仪器

及设备、 隐形眼镜及护理产品、 眼镜电镀设备及材料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58623, 88959805, 88902906
邮箱: fair@ donnor郾 com
网址: www郾 opticsfair郾 cn

2018 第二十三届中国 (温州) 国际皮革、 鞋材、 鞋机展
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45000m2

内容: 皮革、 鞋材、 鞋用化工、 鞋类五金 / 配件、 制鞋机械、 针织

机械、 飞织鞋面、 喷绘 / 彩印设备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02222
网址: www郾 chinashoetech郾 cn

2018 中国 (温州) 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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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缝纫机械设备、 刺绣设备、 印花设备、 针织设备、 激光雕

切设备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02222
网址: www郾 wzsew郾 com

2018 中国 (温州) 国际针织机械、 飞织鞋面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针织机械、 飞织鞋面、 激光设备、 数码印花设备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02222
网址: wpsf郾 donnor郾 com

2018 中国国际合成革展览会

时间: 2018鄄08鄄24 ~ 2018鄄08鄄26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塑协人造革合成革专业委员会、 温州市合成革商会、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内容: 人造革 / 合成革 / 超纤革制品、 制革原辅材料、 制革设备等

电话: 86鄄577鄄88902222
网址: www郾 chinaleatherfair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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