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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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中展博》)，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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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展
（博）览会提供重要参考，深受各国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广大企业的欢迎。

《中国博览会和展览会 2021》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投资促进部统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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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具体编印工作。

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本书，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信息涵盖范围
本书所称“博览会”和“展览会”限定为经贸类展览会，不包含文化、艺术、人才等其他公共展示活动。
《中展博 2021》收集了 2021 年中国共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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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余场的经贸类展览会项目信息（信息收集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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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贸促会、其他展览主承办机构、展览馆报送以及国内公开的官方媒体 ( 网

络及纸媒 ) 自主采集获得。
三、局限性与准确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计划于 2021 年举行的展览会能否顺利举办存在着不确定性，截至本书出版时，

仍有部分连续多年举办的展览会尚未确定相关信息。虽然编委会通过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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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展览会在筹备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日期、地点等信息的调整；同时，也会发生部分
展览项目变更，乃至取消或增加的情况。

鉴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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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编委会不再对本书予以解释和更新。

四、下载与查询
本书将同时以印刷版和电子版形式进行发布，并提供展览项目的在线实时查询。
电子版的下载与查询网址为中国贸易投资网（www.tradeinvest.cn），读者也可以登录中国贸促会官方

网站（www.ccpit.org），在“出版物”板块进行下载。
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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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7960、8807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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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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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合肥市

2021 第 13 届 ( 合肥 ) 年货采购展览会
时间： 2021/01/29—2021/02/08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中设国际会展

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安徽中设明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精品年货品牌形象、“一县一品”名优特

产品、全国特色区域年货商品、年货文化
及非遗产品、安徽省老字号形象、自贸区
特色商品、服装服饰、综合年货商品等

电话： 0551-62571335
邮箱： 1042546217@qq.com

2021 安徽国际塑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省塑料协会、北京世佳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承办： 安徽金世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通用塑料、工程塑料、改性塑料、再生塑料、

塑料合金、通用塑料工程化改性产品、塑
料制品、各种工程塑料成型材料、半成品
及成品用于电子、家电、汽车、建筑、航
空及航天等产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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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电话： 0551-64934929
传真： 0551-62629301
邮箱： 924895319@qq.com
网址： www.cap-expo.com

中国中西部 ( 合肥 ) 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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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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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1-63615593
传真： 0551-63615599
邮箱： david@hope-tarsus.com
网址： www.cwmee.com

2021 第 15 届安徽广告设备及 LED、标识
展览会
时间： 2021/04/10—202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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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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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商用设施等

电话： 025-83215537
传真： 025-83227379
网址： www.yadongzhanlan.com

2021 中国中部 ( 合肥 )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省机械行业联合会、安徽省钣金行业

协会、安徽省焊接商会
承办： 安徽省机床工具协会、安徽好博塔苏斯展

览公司、安徽安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机床模具及激光加工设备、工业机器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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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智能焊接自动化装备、工业自
动化及仪器仪表、动力传动与空压机设备、
汽车制造技术装备、智能物流仓储技术装
备、工业清洗与节能环保设备、3D 增材
制造技术装备、五金工具、工业弹簧及紧
固件等

电话： 0551-63655901
邮箱： 389185329@qq.com
网址： www.ccieme.com.cn

2021 安徽国际机床及工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省机械行业联合会、安徽省钣金行业

协会、安徽省焊接商会
承办： 安徽省机床工具协会、安徽好博塔苏斯展

览有限公司、安徽安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数控机床和金属加工中心、铣床、普通车

床与自动化车床、镗床、锯床、钻床、拉
床和刨床等

电话： 0551-63615591
邮箱： 1306309915@qq.com
网址： www.ccieme.cc

第 8 届中国合肥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中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展区、大气治理技术与设备

展区、土壤修复技术与设备展区、固废与
垃圾分类设备设施展区、环境监测仪器及
设备展区

电话： 18311199317

邮箱： 2777436278@qq.com
网址： www.china-huanbaozhan.com

2021 中国 ( 合肥 ) 智慧城市与公共安全博
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合肥智慧城市创新产业联盟
承办： 南京世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博锐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视频监控防范系统、社区家居安全防盗报

警系统、LED、液晶拼接大屏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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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指纹等智能识别系统、公共广播系
统、会议电视系统、电源、电线电缆、综
合布线及周边器材、机柜、电视墙、控制
台、锁、防雷技术及产品；网络信息安全：
安全服务、物理安全产品、网络安全系统、
点击病毒、通信安全、应用安全、物理安全、
安全管理、加密技术、安全支付、访问控
制、灾难存储、取证技术；物联网相关：
RFID 产品、智能卡产品 , 各类传感器技
术及应用产品 , 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云
计算、大数据信息系统；移动机器人、智
能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

电话： 025-66834433
传真： 025-66834433
网址： www.shitongaf.com

2021 安徽 ( 合肥 ) 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25—2021/06/26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世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安徽金世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著名畜牧龙头企业展览；综合企业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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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养殖场、饲料、兽药企业、经营服务
企业、畜牧设计等；奶业展区：乳制品、
奶吧、乳品包装及加工设备、观光牧场等；
畜牧机械设备等

电话： 0551-64934929
传真： 0551-62629301
邮箱： 924895319@qq.com
网址： www.ahxme.com

第 11 届安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25—2021/06/27
城市： 合肥
地点：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安徽省化肥工业协会、安徽省农药工业协

会、安徽省三农信息服务协会、北京世佳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安徽金世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控释肥、叶面肥、

各以及有利于作物增产和改善品质的生物
技术和产品等；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
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生物农药、农
药原料和制剂、植保机械等；大田种子、
蔬菜种子、种苗加工、包装机械、包衣剂机 ,
色选机、穴盘、育苗容器等；农业机械装
备等

电话： 13170272131
邮箱： 3464446593@qq.com
网址： www.caiae.com.cn

2021 中国安徽幼教用品暨幼儿园用品及配
套设施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合肥
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京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合肥京正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京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合肥京正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幼教用品类：幼儿园图书、儿童出版物、

书包、园服、床上用品、幼儿园餐具、幼
儿饭兜、消毒湿纸巾、清洁用品、绘画
用品用具、DIY、橡皮泥、动画音像制品、
植物标本、左右脑开发教材等；幼儿园课
程：手工课程、游戏课程、实验课程、幼
儿园五大领域、绘本、音乐、科学、情商
财商等特色课程；益智玩具类：积木玩具、
拼图玩具、智力拼装玩具、桌面玩具、遥
控玩具、木质玩具仿真模型等；儿童图
书类：儿童及少年读物、百科全书、辞
典、 期 刊、 有 声 读 物、CDs/DVDs/CD-
Is、电子书、教材、立体书、图画书 / 卡片、
插画书、绘画和涂色书、动画卡通、电影、
音乐、玩具和游戏、特殊需求儿童书籍等；
幼儿园配套设施类：校车、幼儿园家具、
课桌椅、乐器、户外滑梯、淘气堡、游艺机、
儿童城堡、儿童职业体验、童车、电瓶车、
摇摆车、儿童乐园、充气游乐设备、儿童
游戏架、秋千、荡椅、转盘、蹦床、跷跷板、
组合游乐玩具等；幼儿园装修设计类：幼
儿园环境设计、幼儿园装修、各类幼儿园
塑胶地板、地垫及人造草坪等

电话： 010-86396679、13671086752
传真： 010-53184216
网址： www.expocpe.com

亳州市
2021 年国际 ( 亳州 ) 中医药展、酒类产品
展暨制药机械展
时间： 9 月
城市： 亳州
地点： 亳州市
主办： 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药材专

业市场管理公司
承办：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亳州

中药材专业市场管理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中药、中成药、中药原料、中药材、中药饮片、

药品保健品、食品酒类产品；中药材加工
机械、饮片加工设备、制药装备、包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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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设施、医疗器械等
电话： 0558-5198553
邮箱： bzsybh@126.com
网址： yfj.bozhou.gov.cn/ybh

2021 年国际 ( 亳州 ) 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
( 亳州 ) 中药材交易会
时间： 9 月
城市： 亳州
地点： 亳州市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中药材原产地类：中药材 ( 道地药材 ) 种

养殖地区、中药材生产加工区、GAP 种
植基地；中药材市场与流通类：中药原
料、中药材、中药材交易市场、仓储基地、
地方政府建设的中医药产业园区 ( 中医药
科技港、城 )；中药、民族医药类：中成
药、饮片、植物药、特色民族医药品种；
珍稀保健品原料、保健茶、保健酒、保健
饮品、保健药品、保健与功能食品、营养
品、足浴足疗药浴产品；中药香料；中医
药美容护肤产品及疗法、中式药油及药膏；
各类草本提取物及添加剂；中医药养生体
验、养生演示、设备体验；中药日化产品、
中药消毒液杀菌剂、兽用中药、中药调味品、
药用包装材料等相关产品等

电话： 0558-5198553
邮箱： bzsybh@126.com
网址： yfj.bozhou.gov.cn/ybh

阜阳市
阜阳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10 月 ( 暂定 )
城市： 阜阳
地点： 阜阳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阜阳市人民政府、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

农业农村局、安徽省贸促会
承办： 阜阳市商务局、阜阳市农业农村局、阜阳

市贸促会、阜阳市招标中心

电话： 0558-2707108

马鞍山市
马鞍山惠民车展
时间： 2021/06/25—27/6/2021
城市： 马鞍山
地点： 马鞍山市会展中心
承办： 天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马鞍山十一国庆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21/10/01—2021/03/10
城市： 马鞍山
地点： 马鞍山市会展中心
承办： 天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和县蔬菜博览会
时间： 2021/10/01—2021/10/11
城市： 马鞍山
地点： 马鞍山市会展中心
承办： 和县蔬菜博览会组委会

安徽马鞍山博望机床博览会
时间： 2021/09/28—2021/10/01
城市： 马鞍山
地点： 马鞍山市会展中心
承办： 博望机床展组委会

海峡两岸电子信息博览会
时间： 2021/11/01—2021/11/03
城市： 马鞍山
地点： 马鞍山市会展中心
承办： 电子信息组委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

2021 亚洲国际娱乐展
时间： 2021/05/25—2021/05/27
城市： 澳门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美国博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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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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竞技、金融投资、机器零件、设施维护、

老虎机、体育博彩等
电话： 0755-23834581
邮箱： vera.ng@reedexpo.com.hk
网址： www.g2easia.com

2021 年亚洲景点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澳门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主办： IAAPA 展览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13000 ㎡
内容： 门票、检票器、硬币 & 货币计数器、腕带

等
电话： 15626227715

北京市

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 (1 月 )
时间： 2021/01/01—2021/01/02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中科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科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5500 ㎡
内容： 动漫
电话： 010-57243026
邮箱： 1064904928@qq.com
网址： www.idoacg.com

2021 图书订货会
时间： 2021/01/14—2021/01/16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协会

承办： 北京盛会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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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1037373
邮箱： cnbbf@126.com
网址： www.bbf.org.cn

2021 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慕尼黑展览集团
承办： 慕尼黑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0000 ㎡
内容： 双板滑雪、单板滑雪、滑雪装备及配件、

滑冰及冰球、冰雪服务 ( 旅游、俱乐部、
IP 赛事活动、科技、培训 )、攀登、露营、
水上运动、越野跑、户外旅行、运动服务 (俱
乐部、运动影像、IP 赛事活动、培训、安全、
教育、场馆、运动康复、资金链 )、运动
训练、跑步、铁人三项、瑜伽、健身、游泳、
球类、综合训练等

电话： 021-54700867、13641790595
传真： 021-54700867
邮箱： 331221184@qq.com
网址： www.ispo.com.cn

北京国际裘皮革皮制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1/22—2021/01/2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奢求 ( 北京 )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奢求 ( 北京 )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箱包
面积： 11000 ㎡
内容： 裘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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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765001
网址： www.fushionbj.com

ICAE“ 对画视界 ”国际儿童画展 • 北京巡
展
时间： 2021/01/31—2021/02/07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

中心
承办： 北京东京文化交流中心 ( 有限合伙 )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500 ㎡
内容： 绘画
电话：010-65033068
邮箱： yangxiting@icae.vip
网址： www.icae.vip

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2/26—2021/02/2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华墨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墨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2000 ㎡
内容： 家装
电话： 010-85891646
邮箱： 908954745@qq.com
网址： www.51jiabo.com

2021 第 30 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
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第 5 届中
国国际洗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2/28—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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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50000 ㎡
内容： 美容护理用品：车蜡、车釉、清洁剂、亮

洁剂、清洗剂、玻璃防雾剂、玻璃修补剂、
汽车漆、漆面保护膜、积碳净、冷媒、雪种、
润滑油、润滑剂、防锈剂、抗磨剂、防腐剂、
增效剂、改进剂、防冻液、冷却液、制动液、
水箱补漏剂、低温启动剂、粘合剂、密封胶、
原子灰、水箱宝、擦布、麂皮、海绵、车
衣、漆笔；汽车内饰：汽车座套、汽车座椅、
羊剪绒座垫、亚麻座垫、汽车地毯、汽车
地板、方向盘套、靠枕、靠垫、地胶、脚垫、
窗帘、空中放电、桃木饰件、防爆膜、纸
巾盒、手机架、眼镜架、保温壶、钥匙扣、
点烟器、温度计、遮阳挡、气压表、风铃、
公仔、扶手箱、眼镜架、手机架、纸巾盒、
遮阳挡等

电话： 010-57970888
传真： 010-57970999
邮箱： yasn@yasn.com
网址： www.ciape.com.cn

2021 中国国际集成定制家居展览会暨中国
国际门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07—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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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智奥会展集团、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中展智奥 ( 北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知名品牌展区：国内知名整体家装、定

制类家居产品、门 ( 窗 ) 等；定制与木门
展区：整体家装、定制类家居产品 ( 衣柜、
橱柜、墙板、楼梯、书房、榻榻米、衣帽间 )、
木质门等；高端入户门 / 非木门 / 新型门
窗展区：高端入户门 / 庭院门、室内非木
质门、新型门窗、智能家居系统、阳光房、
护栏围栏等；

	 五金涂料 / 新材料 / 新技术展区：环保涂料、
五金锁控、配件辅材辅料、自动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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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智能制造设备展区：深加工设备、家
居制造设备、自动化成套生产加工设备等

电话： 010-57049500、57049600
传真： 010-57049555
邮箱： service@door-expo.com
网址： www.door-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时间： 2021/03/08—2021/03/10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承办： 中国建筑业协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2000 ㎡
内容： 建筑
电话： 010-88365591
网址： www.iibechina.com

2021 春季中国 ( 北京 ) 婚博会
时间： 2021/03/13—2021/03/14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金海群英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金海群英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面积： 36000 ㎡
内容： 婚礼
电话： 010-82734030
邮箱： yanghao@263.net
网址： www.jiehun.com.cn

第 31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墙纸布艺地毯软
装饰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2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 中展智奥 ( 北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80000 ㎡
内容： 墙纸壁纸、墙布壁布、窗帘布艺、地毯系列、

墙纸生产及辅料、家居软装系列、墙纸壁纸、
墙布壁布、窗帘布艺、地毯系列、墙纸生
产及辅料、家居软装系列等

电话： 010-84494460,84494457
传真： 010-84494457
邮箱： 495017078@qq.com
网址： www.bjbzblh.com

2021 年第 41/42/43 届中国北京国际礼品、
赠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励展华博展览 ( 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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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内容： 电子 ( 消费电子、可穿戴产品 )、杯壶、文具、

包装及纸制品、家庭用品 ( 伞、餐厨、家居、
服装、毛巾、户外、玩具、母婴、汽车用
品 )、箱包、皮具、五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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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品等

电话： 4006807088
邮箱： Simon.ma@reedhuaqun.com
网址： www.giftsbeijing.com

2021 国际医疗仪器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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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6000 ㎡
内容： 医疗
电话： 010-65050194
网址： www.chiname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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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万耀远大国际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2000 ㎡
内容： 宠物
电话： 021-61956088
网址： www.petfairasia.com

2021 北京国际木结构建筑与装饰配套设施
展览会
时间： 2021/03/27—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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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房
车露营专业委员会、中国木结构产业联盟、
CFCC 国际露营集团

承办： 北京森美家园商贸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轻型木结构、重型木结构、木质古建筑、

集成住宅、装配式木屋、组合木屋、移动
木屋、和式木屋、木桁架屋顶、木结构预
制墙体、辐射松、南方松、芬兰木、樟子
松、赤松、花旗松、红松、红雪松、落叶松、
云杉、OSB 板 ( 欧松板 )、桑拿板、免漆
扣板、铁杉、加拿大 SPF、胶合梁、胶合木、
CLT、LVL、PSL、TJI、LSL、阻燃木材、
内外墙挂板等木结构建筑及配套材料等

电话： 010-57433007
传真： 010-69577268
邮箱： 138892626@qq.com
网址： www.bjgjlyz.com

2021 北京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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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天然气勘探、开发与生产装备；LNG 工

程技术与装备；天然气物流运输技术装备；
CNG、LNG 加气站设备类；压缩机动力
设备类；自动控制与安防系统；测量与分
析仪表类；特种工程管道类；物探、测井、
钻井技术设备；天然气液化工艺技术与装
备；天然气存储技术与设备；天然气汽车
( 船 ) 类；低温热交换设备类；常规热交
换设备类；LNG 卫星终端容器类；特种
工程材料类等

电话： 010-56176930、13611176718
传真： 010-56176998
邮箱： zt@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ingexpo.com.cn

2021 第 21 北京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
运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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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钢管、管件、压力容器、管线钢及储罐

钢；制管机械、设备、机组及配件；玻璃
钢、橡胶以及 PE\PVC\CPVE 管道管件；
坡口机、吊管机、挖掘机等管道施工设备
及大型机具；管道检测及检漏仪表与设
备、清洗设备及材料；管道焊接设备、切
割设备及焊接材料；海洋管道站场设备及
其他接受装置；压缩机、管道泵、阀、计
量仪表等储运及站场设备；管道防腐、保温、
防火材料及最新技术、产品等

电话： 010-56176930、13611176718
传真： 010-5617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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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zt@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ipe.com.cn

2021 第 21 届北京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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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防爆电气、工业防爆产品、通讯及信息系

统管理、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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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磁阀、
防爆接线盒 ( 箱 )、防爆按钮、开关、防
爆电磁流量计、防爆插接装置、防爆照明
灯具、防爆信号、标志、指示灯、防爆标
志灯、防爆压力变送器、防爆衡器、防爆
通讯信号控制器、防爆显示仪表、防爆电
子器件、防爆无线控制器、防爆移动变电站、
防爆热电偶 ( 阻 )、防爆轴流风机、防爆
管接件、防爆配电箱、防爆电动机、防爆
控制箱柜、防爆传感器等

电话： 010-56176930、13611176718
传真： 010-56176998
邮箱： zt@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expec.com.cn

2021 第 21 届北京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
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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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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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井及井下技术设备、海洋工程设备及服务	、
石油天然气萃取分离设备、环保设备、物
探信息系统 -GIS、炼油化工、发电设备
等

电话： 010-56176930、13611176718
传真： 010-56176998
邮箱： zt@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iooe.com.cn

2021 第 21 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
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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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油气勘探、开发与生产装备；物探、测井、

钻井技术与设备 - 陆上 / 海上；油气田地
面技术设备；石油石化设备与制造；自动
化技术装备、仪器仪表；DCS、PLC 控
制系统和现场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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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气设
备、电线电缆产品；石油石化科研及实验
室技术设备；石油炼制工艺与技术；石化
工艺与技术；设备检修、维护与管理；流
体机械设备与技术；燃油与润滑油技术与
设备；销售系统及设施；石化产品和先进
材料；环保、节能与安全管理；消防报警
设备、工业安全及劳保用品；工业清洗及
防腐技术材料与设备；卸装与包装技术；
通讯及信息系统管理、电子商务等

电话： 010-56176930、13611176718
传真： 010-58236567
邮箱： zt@zhenwe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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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ippe.com.cn

北京国际灌溉技术展览会、第 8 届北京国
际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1000 ㎡
内容： 农业
电话： 0991-3638158
邮箱： zwscg@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zhenweiexpo.com

2021 第 22 届中国国际环卫与市政设施及
清洗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07—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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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内容：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及其它路面清扫、扫

地机器人、冲洗 ( 吸扫 ) 设备与车辆、洒
水车、除雪车、吸污车、智能渣土车、除
尘降霾雾炮车、垃圾压缩转运车、餐厨
垃圾运输车、环卫专用机械、市政排水
车、市政清淤车及其他特种车辆、环卫码
头装卸设备、垃圾推铲、压实设备、高压泵、
高压清洗机组、市政下水管道疏通、高层
建筑外墙及景观雕塑清洗设备、道路护栏
清洗设备、小广告清除设备、道路除线 (机 )
车、冷热水清洗机、多功能高压清洗 ( 机 )
车、通过式汽车清洗机、小型驾驶式扫地
机 ( 车 )、清洁机器人、洗地机、吸尘车、
保洁设备和产品、环卫设备专用配件与耗
材 ( 液压设备、扫地刷、机电电路、软管、
电池 ) 等

电话： 010-85861238
传真： 010-85866179
邮箱： qifa1238@126.com
网址： www.cepechina.com

中国 ( 北京 ) 国际园林设施与厕所展览会
时间： 2021/04/07—2021/04/09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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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亭台楼阁、假山雕塑及材料、园林桌椅

及材料、花箱、垃圾桶、果皮箱、智能垃
圾分类设备等、园林树木花草种植、移栽、
修剪工具及设备、落叶枯枝收集粉碎、生
物堆肥机械设备等；车载移动厕所、免水
冲公厕所、工地便携式厕所、泡沫厕所、
拖挂式移动厕所、免水打包环保厕所、微
生物公厕、生态厕所、智能厕所等；真空
粪便收集系统、厕所用节水冲洗技术、高
压水流及气体冲洗技术、环保无水免冲
蹲座便器、节水 / 智能马桶、免冲小便器、
车载免冲坐便器、移动座便器、打包便
器、一次性卫洁垫、座便器盖板、生物菌种、
厕所除臭剂、喷雾新 ( 送 ) 风系统、飘香
机、陶瓷搪瓷角盆、节水型水龙头 ( 感应、
非感应 )、仪容镜、LED 节能灯、智能节
纸、智能换气扇、衣帽钩、手纸盒、弃纸
篓、有 / 无人电子指示屏、国际通用标识牌、
不锈钢门锁、不锈钢扶手；厕所用承重钢
结构骨架或彩钢结构、底盘及骨架用焊管、
墙体材料防锈防腐处理、厕所用彩钢石墨
复合板、内外装饰铝塑板、厕所门包框及
包边用优质铝合金型材等

电话： 010-85863179
传真： 010-85863179
邮箱： qifa1238@126.com
网址： www.cep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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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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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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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053208
邮箱： jewelryfair@qdhaiming.com
网址： china.hmjewelryfair.cn

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社
承办：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社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2000 ㎡
内容： 教育
电话： 010-82210085
网址： www.cmee-online.com

2021 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
时间： 2021/04/12—2021/04/14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英国塔苏斯集团
承办： 英国塔苏斯集团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13000 ㎡
内容： 航空公司、汽车租赁公司、旅游车运营商、

巡游渡轮公司等
电话： 021-64395504
邮箱： qqing@tarsus.co.uk

网址： www.cottm.cn

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6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1000 ㎡
内容： 核能
电话： 010-88305801
邮箱： wang-yuanyuan@org-cnea.cn
网址： www.china-nea.cn

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干混砂浆技术及产
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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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外墙外保温系统、外墙内保温系统、外墙

自保温系统、陶瓷外墙复合保温系统、屋
面保温系统、管道保温系统、空调和风管
保温系统、钢结构保温系统、防火隔离带
以及保温粘接砂浆、保温抹面砂浆、无机
保温砂浆、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锚钉锚
栓；矿棉、玻璃棉、玻化微珠、膨胀珍珠岩、
膨胀蛭石、泡沫玻璃、泡沫聚氨酯、泡沫
脲醛树脂、泡沫酚醛、泡沫聚苯乙烯、保
温涂料、隔热膜、发泡水泥等保温隔热材
料；阻燃剂、防火材料、轻质复合保温砌块、
混凝土空心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石膏
砌块、装饰保温挂板等新型墙体材料、新
型保温结构技术体系；岩棉板、玻璃棉
板、聚苯板、挤塑板、保温墙体板、屋顶板、
珍珠岩板、彩钢夹芯板等

电话： 010-83662762
传真： 010-846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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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197278527@qq.com
网址： www.mortar.cn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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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2021 中国国际
装配式建筑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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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内容： 地坪及弹性地材、混凝土制品及混凝土设

备、建筑设计、建筑涂料等
电话： 010-57514066、57514070、57514069
邮箱： 244050516640@qq.com
网址： www.constructech.cn

2021 年第 22 届中国国际模型博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19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北京瑞阳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博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3000 ㎡
内容： 汽车、火车和舰船模型、无人机、机器人、

实物比例模型、影视动漫周边模型、无线
电遥控设备等

电话： 18680264099
邮箱： lily@hobbyexpochina.com
网址： www.hobbyexpochina.com

2021 第 4 届北京餐饮采购展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箸福展览有限公司、中国食文化研究

会食材专业委员会、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火
锅烧烤专业委员会

承办： 山东思创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内容： 海鲜河鲜、肉类食材、禽类食材、菌类蔬菜、

调理食品、调味品、调理食材、速冻食品、
火锅食材、洗涤设备、智能餐厨设备、餐
饮信息化、冷链物流、酒水饮品、厨具设备、
中央厨房设备、餐厨酒店用品、餐饮连锁
品牌加盟等

电话： 010-83207781
邮箱： bj85888691@163.com
网址： www.ccpe100.com

2021 第 14 届北京国际除尘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北京蓝色天空低碳环

保咨询中心、上海顺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顺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除尘器、旋风水膜除尘器、袋式除尘器、

空气过滤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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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4781799
传真： 021-34781799
邮箱： 3284274886@qq.com
网址： www.ft-expo.com

2021 第 5 届中国北京国际噪声振动控制及
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环协噪声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

绿色环保协会、中国环保产业学会、中振
协振动与噪声控制分会、国际噪声控制工
程学会

承办： 上海励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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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消声器、消音筒、消声室、消声百叶、消

声弯头、隔音房、消音房、减振器、降音
减震消、低噪声路面、低噪声轮胎等

电话： 021-59781615
邮箱： 8537536@qq.com
网址： www.chinanvcn.com

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蒸发及结晶技术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低碳产业协会
承办： 上海励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环商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MVR 蒸发器、薄膜蒸发设备、短程薄膜

蒸发器、刮板薄膜蒸发器、离心式薄膜蒸
发器、升降膜式蒸发器、旋薄膜蒸发器等

电话： 021-59780577
传真： 021-80310455
邮箱： 2738079519@qq.com
网址： www.zfjjexpo.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6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承办：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

北京京港环球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6000 ㎡
内容： 茶叶、茶具、茶家具、泡茶水、茶服、茶

叶包装、茶叶机械等
电话： 010-52480138
邮箱： myf@jgexpo.net
网址： www.teaexpo.org.cn

2021 第 70 届北京国际汽车维修检测诊断
设备、零部件及美容养护展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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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通联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14120 ㎡
内容： 汽车维修设备及产品、汽车维修工具、汽

车轮保设备及产品、汽车轮胎修理设备及
产品、汽车检测设备汽车喷涂产品、涂料
及修复产品、汽车养护清洗设备、汽车美
容养护产品、汽车维修专用机床、汽车维
修相关软件、汽车维修教学教具、抽排净
化系统、汽车服务连锁经营、汽车维修相
关培训、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用品及改装、
汽车零部件等

电话： 010-84728428、84710628
传真： 010-84723019
邮箱： info@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 auto-maintenance.cn.messefrank-

furt.com

2021 中国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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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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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4600768
传真： 010-84600751
邮箱： 9941802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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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yanglaozhan.org

2021 第 37 届北京美博会
时间： 2021/04/25—2021/04/2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北京世博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美

发美容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美博汇 (BEH)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及护肤产品：专业美容院护肤品、纹

身纹绣、香薰、美甲；水疗及纤体减肥：
高端美容产品及仪器、水疗产品及仪器、
美容减肥纤体产品及设备、瘦身仪器、保
健瘦身内衣、美体贴身用品；女性时尚用
品：美甲饰品、时尚饰品、化妆包及箱、
化妆镜、时尚产品等；美容健康养生：美
容养生养颜、温灸、美胸、药浴；女性产
后修复保养技术及产品：产后修复机构及
产品、产康设备及仪器、小儿推拿、形体
塑造、私密保养、营养品等；个人护理用品：
香水、护肤品、彩妆、化妆用具、个人护理、
洗涤类产品、孕婴童护理用品、药妆；医
疗美容及整形：美容整形产品、医疗整形
美容机构、医疗美容整形仪器及工具；包
装材料：化妆品包装、灌装设备、OEM、
ODM 等供应链产品；美发产品：洗护染
烫产品、发制品、养发育发产品；其它：
美容专业杂志及网络、化妆品公司美容院
管理软件等

电话： 010-58220435、58220408
传真： 010-58220435
邮箱： 451277815@qq.com
网址： www.bjbeautyexpo.com

2021 年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0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鑫隆电子新技术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1730 ㎡
内容： 新一代网络设备、光传输设备、通讯设备、

特种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网络信息安全产
品与系统等

电话： 010-84415507
邮箱： caocan@ceiec.com.cn
网址： www.cidexshow.com.cn

2021 年中国特许加盟展览会北京站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承办： 北京盟享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40000 ㎡
内容： 中式快餐、中式正餐、西式正餐、西式快

餐、火锅、咖啡馆、日韩式餐饮、特色小吃、
休闲饮品、酒吧、轻餐饮等

电话： 010-68784990
邮箱： 760975451@qq.com
网址： www.chinafranchiseexpo.com

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面积： 22000 ㎡
内容： 科学
电话： 010-62928619
网址： www.cisi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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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
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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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展智奥 ( 北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法
兰克福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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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1608577
传真： 021-61680778
邮箱： info@ishc-cihe.com
网址： www.ishc-cihe.com

2021 第 24 届亚洲 ( 北京 ) 国际食品饮料
及进口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17—202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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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进口食品、葡萄酒及饮料、烘焙休闲食品

和糖果零食、民族名优特食品、地标性食品、
家庭农场、餐饮加盟、餐饮食材及餐饮酒
店系列等

电话： 17718306083
邮箱： 2461808247@qq.com

2021 第 24 届中国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产
业 ( 北京 ) 展览会
时间： 2021/05/17—2021/05/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中国

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中国保健营养
理事会高端食用油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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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0000 ㎡
内容： 木本植物油：橄榄油、山茶油、油茶籽油、

牡丹籽油、核桃油、椰子油、杏仁油、榛
子油、松籽油、文冠果油、葡萄籽油等；
草本植物油：亚麻籽油、红花籽油、芥花
籽油、水飞蓟籽油、火麻油、葵花籽油、
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南瓜籽油、油
莎豆油等；进口食用油：特级初榨橄榄油、
牛油果油、椰子油、葵花籽油等；其他食
用油：配方油、食用鱼油、蔬菜油、高油
酸油、双低油、高档保健油等；高端调味
油：精炼棕榈油、芝麻香油、花椒油、辣
椒油、芥末油等；加工包装设备：马口铁罐、
塑胶油瓶、玻璃油瓶、油脂加工设备、包
装设备、瓶盖、标签印刷、包装设计、广
告设计等

电话： 010-85785006/07
传真： 010-85841055
网址： www.oilexpo.com.cn

2021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 北京展 )
时间： 2021/05/17—2021/05/1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世健会 ( 北

京 )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承办：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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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营养保健食品、益生菌、保健品 OEM 贴
牌代工、特医食品、保健品原料、中医药
滋补养生、艾灸、氢健康、健康睡眠、智
慧医疗、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基因检测、
健康养老康复护理、健康诊疗、家用医疗
保健、空气净化、水净化等

电话： 010-85754970
邮箱： jianbohui888@163.com
网址： www.jkfwexpo.com

2021 第 16 届国际真空展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1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真空学会、中国通用机械真空设备行

业协会
承办： 中国真空学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500 ㎡
内容： 真空获得设备；真空应用设备；真空测量

仪器、真空检漏仪器等；真空应用单元及
真空工程配套设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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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实验室检测仪器、分析仪器
等

电话： 010-62607991、62607885
传真： 010-62605869
邮箱： cvs@chinesevacuum.com
网址： www.chnive.com

2021 第 11 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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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
承办：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0000 ㎡
内容： 农业细分领域的一体化智慧解决方案；环

境感知及监测等农业物联网技术及设备；
农业大数据、数据库、算法及模型；智能
农用机器人、智能农机、现代化农机设备
及软件等精准农业软硬件；农业电商、农
业电子政务等农业信息化技术及服务；农
用航空器及零配件、软件系统、农用航空
施药技术与喷施装备、农用航空遥感技术、
农用航空专用品等；农用航空器租赁、维修、
保养、培训等服务企业等；温室工程及成
套温室、温室材料、温室配套系统；园林
机械、生物组培、栽培技术及设备、植物
照明、植物工厂方案设备；精准灌溉方案
及软硬件等

电话： 010-62927900
传真： 010-62957691
邮箱： 3298533984@qq.com
网址： www.cimae.com.cn

2021 中国北京国际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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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
承办：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综合农产品：各地中华老字号、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识产品、
地方特产、特色食材、风味食品、菌产品、
蜂产品、中草药材等；果蔬类：各种水果、
蔬菜及果蔬制品；粮油类：大米及米制品、
杂粮、食用油、面粉制品等；水产类：鲜
活水 ( 海 ) 产品、冷冻水 ( 海 ) 产品、水
产调理食品及深加工制品；高端饮品和乳
制品：碳酸类饮料、果蔬汁饮料、酒水饮料、
功能型饮料、乳饮料、咖啡、奶茶等；茶类 :
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
六大茶类及再加工茶、混配茶及相关茶产
品；食品类：世界各国特色食品、休闲食品、
婴童食品、保健食品、方便食品、坚果等
森林食品、肉类食品、蛋类食品等；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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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薯、全粉、淀粉、变性淀粉、薯条、薯
片、薯干、薯脯、薯类粉丝、粉条、膨化
食品及薯类衍生品等；电商互联网平台：
生鲜电商、农产品电商、跨境电商等互联
网 + 及普惠三农等相关农业投资企业；加
工机械：加工设备、包装机械、喷码设备、
包装材料、食品检测设备等

电话： 010-62927900
传真： 010-62957691
邮箱： 3298533984@qq.com
网址： www.ciqaf.com

2021 中国北京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渔业协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中国休闲垂钓协会、北京市渔业协会
承办： 世信朗普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 ㎡
内容： 各类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鲜活品、冻品、

干制品；鱼糜及鱼糜制品、鱼类罐头、水
产调味品；各类水产食品、水产休闲食品、
水产营养保健品等；渔业装备：水产养殖、
捕捞、保鲜、冷冻、储运、加工及包装设
备；渔种、饲料、渔药：优质水产种苗及
渔种育种技术与设备；水产饲料及添加剂；
水产病害防治、渔药、诊断与病理防治技
术、检验检疫设备和技术、水产养殖管理
技术；水产工艺品：海水珍珠、淡水珍珠、
养殖珍珠；红珊瑚、珊瑚珍品、珊瑚配饰
以及贝壳、甲克动物加工制成的各类工艺
品、装饰品等；咨询、认证、物流服务及
相关技术资料、图书音像制品等

电话： 010-62927900
传真： 010-62957691
邮箱： 3298533984@qq.com
网址： www.fisheryshow.com

2021 第 9 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4—2021/05/26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中国健康

管理协会
承办： 中福长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中福长

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各类养老服务相关研究机构、特色医院、

综合医院、医疗康体服务机构和老年人体
检机构及其科研和实践成果；各类专业康
复护理设备、医疗辅助设备、无障碍设施、
行为辅助设备、视听辅助设备等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销售企业；IT 行业涉及养老服务
业的软件设计产品；老年人医疗护理、健
康生活的信息化服务产品；涉及养老服务
业管理的软件设计产品研发的科研机构；
老年人医疗护理、健康生活的信息化服务
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销售企业等

电话： 18911592033
传真： 010-89516171
邮箱： 472806760@126.com
网址： www.bjlaobohui.org

2021 第 7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矿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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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矿冶科
技集团

承办：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大型矿业企业形象展示：金属矿产品、非

金属矿产品、矿产品贸易、矿山规划、工
程设计、施工建设单位、矿权交易、矿权
投融资、政府与行业机构等；地质 ( 矿山 )
勘探技术装备：物探技术、化探技术、航
测遥感技术、测绘技术、地质数据处理、
矿产品分析、实验室仪器仪表；采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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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采掘设备、钻探凿岩设备、装载设备、
运输设备 ( 挖掘机、装载机、地下采矿车
辆、矿用自卸车辆 )、提升设备、钻孔爆
破、施工机械等；矿物加工设备：破碎设
备、筛分设备、矿山粉磨设备、输送设备 (液
压传动设备 ) 等

电话： 010-68659227、68659226
传真： 010-88680811
邮箱： haiwen2002@126.com
网址： www.bjminexpo.com

2021 北京国际摩托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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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内容： 通用型摩托车、大排量摩托车、越野摩托车、

特种摩托车、改装车、三轮车、警用摩托车、
各式新能源摩托车等

电话： 010-8460081313331194568
邮箱： tiandanfeng@ciec.com.cn

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29—2021/05/31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协会、中国休闲娱乐产

业协会户外装备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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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0000 ㎡
内容： 创新体育：体育小镇、体育 + 旅游、共

享体育、转播技术、智能场馆、训练康复、
数据系统、动漫体育运动设备、智能体育
运动装备等；健身器械 / 器材及附件：各

种健身器材 ( 如电动跑步机、足浴盆、豪
华按摩椅、按摩器及保健用品、杠铃、哑铃、
健身自行车等 ) 健身路径、体质测定器材、
康体娱乐设备、健身房及会所等；户外装
备及器材：帐篷、睡袋、折椅；野营、旅游、
登山装备、户外望远镜、棋牌、垂钓用
具、房车、越野车；旱冰鞋和服装、冲浪板、
冲浪服、轮滑和附件、滑板、小轮车、护
具、头盔等；竞赛器材：球类器材设备 (足球、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
壁球、保龄球、台球、高尔夫等 )、专项
运动 ( 田径、体操、游泳、举重、摔跤、拳击、
射箭、武术、自行车、飞镖等；滑雪运动
器材设备：高山滑雪、旅游滑雪、越野滑
雪装备 ( 滑雪板、雪橇、脱离器、滑雪靴、
雪板固定器、雪板靴、滑雪鞋及配件、滑
雪眼镜等 )；运动服饰：运动服装、鞋、帽、
手套、袜、休闲服饰、泳装等；冰上运动：
冰球运动、冰壶运动、冰上速滑、花样运
动装备等；体育仪器：模拟高原训练器材、
增强肌肉力量刺激仪、运动学分析测试系
统、运动医疗康复仪器、心理测试训练仪、
体质健康测试分析仪器、体育教学仪器等；
运动场馆器材 / 设施：塑胶场地、草地铺
设及设备、康乐设施 ( 含泳池设备 )、游
乐场设施、园林景观、场馆建材、场馆灯
光音响、座椅、地板、电子显示设备等器
材设备及配套设施等

电话： 010-68657072
网址： www.sprtexpozg.com.cn

2021 中国北京国际户外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29—2021/05/31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 ㎡
内容： 户外服装：户外运动服装、运动鞋、运动

袜、冲锋衣、冲浪服、裤抓绒衣裤、速干
衣裤、户外衬衣、户外 T 恤、迷彩衣裤、
快干 / 保暖内衣裤、羽绒 / 棉服、滑雪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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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衣裤、骑行服、泳装、泳镜、潜水衣、
冲浪服、帽子；功能性服装面料、功能性
配件、辅料、机器设备等；户外运动装备
及器材：户外运动自行车及骑行装备、户
外帐篷、睡袋、户外眼镜、垂钓用具、户
外手套、户外休闲桌椅；野营、旅游、登
山运动器材及装备、户外照明工具、房车、
越野车；远足设备、户外运动俱乐部旱冰
鞋轮滑、滑板车、滑雪杖、平底雪橇、滑
雪板配件；专业外车载冰箱、小轮车等；
户外鞋：登山鞋、徒步鞋、高山靴、攀岩鞋、
沙滩鞋 / 凉鞋、户外休闲鞋、雪地鞋、胶
鞋等；露营用品及背包：房车、太阳能背包、
登山包、急救包、旅行包、洗漱包、生存包、
露营用具、儿童用品、钓鱼用品、远足靴、
各类护垫 / 床垫、旅行包、助力杆等

电话： 010-68657072、13699111293
传真： 010-68657072
邮箱： 13699111293@139.com
网址： www.iose.com.cn

2021 第 11 届中国北京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

会、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京禾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华研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1000 ㎡
内容： 工业机器人本体：多自由度机器人、并联

机器人、坐标机器人、桁架机械手、助力
机械手；工业机器人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
( 专机及集成应用 )：面向焊接、喷涂、涂胶、
堆垛、搬运、装配、检测、分拣、包装等
应用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案；
针对汽车、电子、食品、医药、物流、陶
瓷、玻璃、注塑、五金、砖瓦、铸造、化
工、纺织、皮革、航空航天、机床的行业
解决方案；工业机器人开发平台与软件技

术：操作系统、开发平台、仿真技术、测
试技术与设备、应用软件；工业机器人功
能部件及零部件：伺服系统、控制器、示
教器、电机、减速器、传感器、机器视觉
系统、嵌入式系统、机器人手爪、专用工
具与夹具；自动小车及有轨小车：AGV、
有轨小车等

电话： 010-88808897
传真： 010-68663796
邮箱： huamaolian@263.net
网址： www.asiarobot.net

中国 ( 北京 ) 国际食品饮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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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烘焙食品协会、安捷美 ( 北京 ) 国际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 ㎡
内容： 乳制品、奶制品、奶酪及蛋制品婴幼儿食品、

营养品及保健食品等
电话： 13718687129
传真： 010-86462722
邮箱： zhangtao_688@126.com
网址： www.cifiechinaexpo.com

2021 北京国际汽车线束及连接器工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12000 ㎡
内容： 端子连接器、LED 防水连接器、防爆连

接器、导线连接器、圆形连接器等
电话： 17701325709
传真： 010-52338172
邮箱： 434503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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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cieshow.com

2021 第 15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餐饮食材
展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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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
内容： 肉类食材：冷冻 / 冰鲜肉、肉卷、肉丸、火腿、

香肠、调理食品及即食产品等；水产海鲜：
海鲜冻品、干品、活品、水产调理食品及
深加工制品等；禽类食品：速冻家禽、分
割禽、禽肉调理食品、禽肉深加工食品、
蛋品等；蔬菜菌菜：有机蔬菜、速冻蔬菜、
调理菜、酱菜、泡菜、蔬菜制品及各种食
用菌菜等；火锅食材展示采购专馆；其他
食材：酒水饮料、乳制品、豆制品、米 /
面 ( 粉 ) 汤料、西餐调味品、火锅调味料等；
配餐调料：食用油、酱油、醋、腐乳、鸡精、
鸡汁、味精、酱料、复合调味料罐头等；
餐饮厨房设备用品及酒店餐饮信息管理软
件类等

电话： 010-86462722-812
邮箱： canyinzhan@vip.126.com
网址： www.hscexpo.com

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暨技术交流
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承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6000 ㎡
内容： 口腔
电话： 010-88393925
邮箱： yinhaiyan@ihecc.org

网址： www.ihecc.org

2021 中国国际工业装配及传输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沛鑫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装配设备：汽车、电子、家电、机械、医疗、

通讯、能源、文具、制药、食品包装、物流、
电梯等行业自动化流水装配线等；装配工
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手动工具、工
具配件、拧紧设备等；工业自动化：自动
生产线成套技术、运动与控制系统、控制器、
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减速
机、马达、过程仪表及分析仪器、工业网络、
现场总线、气动元件、传动设备、安全设
备、屏幕等非标自动化设备、3D 打印等；
工业机器人：多自由度机器人、并联机器
人、坐标机器人、桁架机械手、助力机械手、
焊接机器人、附件、工业机器人应用产品
与解决方案 ( 专机及集成应用 ) 等

电话： 13269610358
邮箱： sales.fl@ah-show.com
网址： www.ah-show.com

第 11 届北京国际汽车制造业博览会暨汽车
测试与质量监控主题展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承办：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测试模拟及分析、仿真软件、软件测试、

NVH 测 试、 汽 车 电 子 测 试、 电 磁 兼 容
(EMC) 分析、环境测试、声学测试、机
械测试、振动测试、数据采集及信号分析、
传感器、转换器及应力 / 应变测试、车载
诊断系统、遥感勘测系统；整车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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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疲劳耐久性测试、断裂测试、转距
测试、冲击力测试、车道模拟及实验室测试、
悬挂系统运动学和柔顺性、碰撞 / 安全测试、
非破坏性测试 (NDT)、风洞测试、空气动
力学测试、气动和风道测试；底盘系统测试、
发动机及排放测试、动力测试、变速箱测试、
蓄电池测试、轮胎检测、汽车检查 / 检测
设备及技术、零部件检测、材料检测、成
分检测、汽车室内气体分析检测；燃料和
综合集成系统检测、新能源汽车测试等

电话： 010-52338172
邮箱： 3037034005@qq.com
网址： www.ate-testing.com

2021 第 16 届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

会
承办： 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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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8808897、13811235249
邮箱： huamaolian@263.net
网址： www.auto-wo.com

2021 第 16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动力传动
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

会
承办： 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50000 ㎡
内容： 流体动力系统及元件：液压技术、液力技

术、气动技术、橡塑密封技术、机械与填
料静密封技术、相关专用设备及检测仪器、
传动介质、液压系统元件、液力元件、气
动元件、密封技术设备等；空气压缩机：
各类空压机及过滤器等压缩净化设备、压
缩空气后处理设备、蓄压技术等；机械传
动元件：用于机器的机械传动元件、齿轮箱、
连轴器、离合器、制动系统、皮带与链板
传动、链条、链轮、变速齿轮元件、变速器、
减速机、其它齿轮元件、转向系统和转向轴、
齿轮散件、滚动轴承、滑动轴承；电传动：
电动机、伺服电动机和变频器、小型电动机、
电力传动系统及变流器、电动技术用组件、
变压器、电池和不间断电源、传动、机械
驱动系统、电线及电缆附件、电气控制系
统用电气开关装置和设备、电工及光电部
件、电力电工测试和检测设备；动力设备
及发电机组：柴油机、汽油机、电动机等；
各类发电机组、移动电站；其他备用电源、
发电机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其相关零配
件等

电话： 010-88808897、13811235249
传真： 010-68683796
邮箱： huamaolian@263.net
网址： www.ciptc.org

2021 第 16 届中国北京国际智能制造产业
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

会、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京禾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华研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工具与机床附件、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及设备、
金属管材加工技术及设备、特种加工机械
设备、专用与特种机床；切削工具、机床
附件、配件、辅助材料、机床电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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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及组件、磨料磨具、电动、气动和机
械手工工具、精密测量技术及设备；自动
化控制与动力传动、柔性制造技术及设备、
数控系统、嵌入式系统、伺服系统；工业
机器人、变频与调速、传感器、电机、可
编程序控制器及相关技术；电气传动及控
制系统、机械传动、液压传动与空气传动；
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物联网、5G 等；模具加工技术及
设备、其他汽车成套制造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010-88808897
传真： 010-68683796
邮箱： huamaolian@263.net
网址： www.aiacte.com

2021 第 11 届北京国际餐饮业供应链展览
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北

京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
承办： 北京恒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50000 ㎡
内容： 肉类食材：冷冻 / 冰鲜肉、肉卷、肉丸、火腿、

香肠、调理食品及即食产品等；水产海
鲜：海鲜冻品、干品、活品、水产调理食
品及深加工制品等；禽类食品：速冻家禽、
分割禽、禽肉调理食品、禽肉深加工食
品、蛋品等；蔬菜菌菜：速冻蔬菜、调理
菜、酱菜、泡菜、蔬菜制品及各种食用菌
菜等；其他食材：酒水饮料、乳制品、豆
制品、米 / 面粉汤料、西餐调味品、火锅
调味料等；配餐调料：食用油、酱油、醋、
腐乳鸡精、鸡粉、鸡汁、味精、酱料、复
合调味料罐头等

电话： 13621381863
邮箱： 1334051247@qq.com
网址： www.b-hhe.com

2021 第 9 届中国“ 城市矿产 ”博览会
时间： 2021/07/13—2021/07/15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
承办：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40000 ㎡
内容： 垃圾智能化回收与分类技术；各类互联

网回收平台、智能垃圾回收分类设备、智
能垃圾回收分类软件、智能垃圾回收分类
箱垃圾收集与运输的可复制模式、清扫车
辆、清洗设备、焚烧与热处理 ( 能量回收
和处置—施工、操作、优化、维修 ) 生物
处理、堆肥技术、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及
设备、城市道路清洁与维护设备、各种清扫、
清洁设备、通用设备、装置和配件；危废
处理、废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危废前端
预处理设备、危废破碎设备、危废焚烧设施、
危废运输管理、危废智能收集及信息化管
理、大数据分析、冶炼炉窑协同处置、危
险废物鉴别、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及无害
化处置领先技术及设施等

电话： 010-83940708、021-64387861
传真： 010-59338247
邮箱： um_expo@126.com
网址： www.um-expo.cn

2021 北京国际美博会 ( 夏季 )
时间： 2021/07/15—2021/07/17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2000 ㎡
内容： 美容
电话： 010-59792573
网址： www.cid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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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INFOCOMMASIA	PTE	LTD
	 国家会议中心
承办： 迅联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6500 ㎡
内容： 视听设备
电话： 65-62818607
邮箱： qubicnccchina.com
网址： www.infocomm-asia.com

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
时间： 2021/08/06—2021/08/08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葩趣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2000 ㎡
内容： 玩具
电话： 010-57076093
邮箱： wangyan1@popmart.com
网址： chinatoyshow.com

2021 第 31 届中国国际测量控制与仪器仪
表展览会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承办： 北京大陆恒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工业自动化仪表：温度、压力、流量、物

位仪表、数控仪表、机械量仪表、在线分
析监测仪表、控制阀、调节阀与执行机

构；自动化控制系统：监控及数据采集系
统、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工厂自动化控
制系统、混合控制系统、电气传动及运动
控制系统、安全仪表系统；总线与网络系
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工业以太网及实
时工业以太网、物联网系统、泛在网、因
特网及基于通信的解决方案、无线传感器
网络、智能电网；传感器、仪表材料及元
器件、各类传感器、敏感元件、光纤及机
电元器件、仪器元器件及控制附件、电线、
电缆、接插件机械元件、弹性元件、仪表盘、
箱、柜、台、外壳等

电话： 010-82800621、82800773、82800630
传真： 010-82800857、82800731
邮箱： zj@cis.org.cn
网址： www.miconex.com.cn

2021 军事通信机房及数据中心展览会
时间： 2021/09/02—2021/09/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信息协会、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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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鸿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0000 ㎡
内容： IT 设施解决方案、机柜、存储 / 磁盘阵列、

光端机、服务器、数据库等
电话： 010-88691480
邮箱： 488391870@qq.com
网址： www.merdc.cn

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舰船技术与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9/02—2021/09/04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全国工商联

科技装备业商会
承办： 北京新视觉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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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海军、公安、武警、边防、海防等舰船

及专用装备、舰船专门设计或改进的专用
系统和设备、油气船、拖船、维修船、医
疗船、军需保障船、动力艇、巡逻艇、军
用艇、电力推进系统及动力电池、发电机
组、电力推进、喷水推进、螺旋桨、齿轮
箱、轴及联接器、舵、推进电机及各种螺
旋桨、后传动装置、控制仪表、配电板、
智能配电控制器、各类发电机组智能负载
测试和维护、综合导航显控台、惯性导航、
平台罗经、接收设备、北斗导航、北斗模
块、北斗芯片、北斗天线、北斗受时、罗经、
电子海图、计程仪、测深仪、测潜仪、舰
船空调、舰船电机、伺服系统、电气控制
开关和操纵杆、变压器、传感器与仪器仪
表、照明灯具、开关、连接器和电缆组件、
电线电缆、照明灯具、UPS 供电、蓄电池、
防雷设备、报警监控、防爆电气等

电话： 15011563266
网址： www.81jungong.com

第 24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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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贸促会、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北京市贸促会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8000 ㎡
内容： 消费电子：VR/AR 相关产品、数码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云计算与技术应用、智能
家居、智能家电与电器、移动智能终端及
周边、可穿戴式设备、LED 与照明、电子
制造、教育教学数字化、信息化、网络教
育机器人、互联网教育及平台、教学与校
园视听广播网络系统、数字教室、数字校园、
教学仪器设备、电脑、电教器材、实验设
备系统、科普教育、教学软件、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能家居、

安防及监测技术、智慧照明、智能 LED
照明、云计算、云存储、传感器、识别技
术、短距离通信技术与产品、管理系统软件、
物联网示范应用、其他物联网元器件、网
络信息技术及解决方案、集成电路和电子
元器件、电子信息成套产品设备、现代通
讯设备、电力电子器件、激光和光电子器件、
光机电一体化、液晶显示、因特网与电子
商务、工业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医用机
器人、检查维护保养机器人、建筑机器人、
水下机器人、机器人组成商、机器人供配商、
3D 打印机、3D 打印机制造设备、3D 打
印技术、3D 激光设备、3D 打印控制设备、
测量设备逆向工程软件和技术、其他快速
成型技术、相关零部件、辅料 3D 打印耗材、
环境管理、污染控制与减少、新材料与新
能源、化工新材料、功能金属材料、新型
建材光电子材料、太阳能热利用、节能新
技术、工程及加工机械、微型机械、现代
出版和印刷设备、科学仪器和检测控制设
备、医疗器械、现代城市建设与交通工程
等

电话： 010-53515097
邮箱： ddgjexpo@sina.cn
网址： www.chitec.cn

2021 第 19 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
展览会
时间： 2021/09/27—2021/09/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承办：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3000 ㎡
内容：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质谱仪器、X

射线仪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波谱仪
器、电化学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
器、热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环
境与农业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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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
仪器、大地测量仪器、光电测量仪器、声
学振动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探伤仪器
等；试剂：生化试剂、通用试剂、诊断试剂、
高纯试剂等；实验室设备及管理信息系统、
标样及标准物质、计量仪器、地球探测仪
器、天文仪器、特种检测仪器、其他仪器、
生命科学仪器、耗材及关键部件、电子测
量仪器、海洋仪器、大气探测仪器、核仪器、
工艺实验设备等

电话： 010-68512208、68598085
邮箱： expo@bceia.org
网址： www.bceia.cn

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 (10 月 )
时间： 2021/10/02—2021/10/03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武汉北辰领航商务会展有限公司、北京漫

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北辰领航商务会展有限公司、北京漫

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面积： 16500 ㎡
内容： 动漫
电话： 13391781196
邮箱： 1064904928@qq.com
网址： www.manmi.org.cn

2021 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暨膜技术与装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10—2021/10/12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 中国膜工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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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2000 ㎡
内容： 水技术
电话： 021-33231367
邮箱： lisazhang@chciz.com
网址： www.chcexpo.com

2021 第 19 届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
及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26—2021/10/29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煤炭工业国际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汇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采煤设备：滚筒采煤机、刨煤机、螺旋钻

采煤机、采煤机配件；工作面支护：工作
面液压支架、端头支架、过渡支架、巷道
支架、单体液压支柱、金属顶梁、液压支
架配件；工作面输送设备：工作面刮板输
送机、转载机、工作面破碎机、皮带自移
装置、玛蒂克 ( 转载机头和带式输送机尾
自移装置 )、刮板输送机配件 ( 链条、圆
环链 )、回柱绞车、调度绞车；机械化掘
进设备：全断面巷道掘进机、盾构机、岩
石掘进机、部分断面掘进机、悬臂式掘进
机、掘锚机、连续式采煤机、掘锚护一体
机、微盾、顶管机、竖井掘进机、反井掘
进机、硐室掘进机、斜井掘进机、掘进机
配件；矿山法掘进设备、凿岩台车、锚杆
台车、凿岩机、湿喷台车、喷浆机、撬毛车、
钻装一体机等

电话： 010-84293556、84293555
传真： 010-84293554
邮箱： chinaminexpo@163.com
网址： www.chinaminexpo.com

2021 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21/11/25—2021/11/27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寰亚 ( 北京 ) 国

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寰亚 ( 北京 )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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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30000 ㎡
内容： 电梯、模板脚手架、管材管件、防水、装

配式建筑、工程物流、建材装饰、集成房屋、
电力电工、交通技术设施、工程物资、建
筑设计与软件等

电话： 010-61354611
传真： 010-61354611
邮箱： caiecc@vip.163.com
网址： www.chinaiepc.com

2021 第 7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佛事用品博
览会
时间： 2021/11/25—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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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鑫

隆集团公司
承办： 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北京中盛博雅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佛像	、香、佛具用品、蜡烛、红木家具及

饰品、灯具、僧服绣品、纸製品、佛教书
画音像、佛教用品及密宗用品各类天然有
机素食、茶及茶具、紫砂艺术品、寺庙建
筑及寺庙维持保守综合建设、民俗用品系
列、喜庆用品系列、旅游工艺品系列、寺
庙文化古迹旅游推介会；风景名胜旅游推
介；风景区、餐饮、住宿、娱乐等推介；
风景区特产、工艺品、工业品推介等

电话： 010-56297596、57174311
传真： 010-84955066
邮箱： fojiaozhan@163.com
网址： www.fojiaowenhua.org

2021 第 23 届北京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
与技术博览会
时间： 春季
城市： 北京
地点： 北京展览馆
主办： 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2000 ㎡
内容： 数字照相机、数字机背、银盐照相机、镜头、

录像机、扩印设备及相关产品；供业余爱
好者的普通经济型、专业用高级型相机、
工业专用智能照相机、摄像机及其附件；
带有摄影功能的通讯设备 ; 幻灯机、投影仪、
打印机、及相关产品；影楼设备、无线传
输功能存储器、影室灯具、背景道具、婚纱、
婚纱头饰、胶片及相机、摄录像、手机摄
影等多种辅助器材、户外设备及摄影艺术
书刊等

电话： 010-68596577、68519501
传真： 010-68538552
邮箱： chinape@ccoea.org.cn
网址： www.ccoea.org.cn

2021 第 14 届亚洲国际物联网展览会 - 北
京站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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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政务、智慧民生、

智慧社区、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能制
造等

电话： 010-52860783、010-83276063、
	 18500344192
传真： 010-86393179
邮箱： 409555896@qq.com
网址： www.wlwexpo.net

2021 北京国际汽车测试及质量控制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报社
承办： 企耀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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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机联华 ( 北京 )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3000 ㎡
内容： 乘客 / 行人安全、发动机排气测试等
电话： 010-84967955
邮箱： testingexpo@163.com
网址： www.testingexpo-china.com

2021 第 12 届中国国际幼教产业与幼教装
备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待定
主办： 中国智慧教育联合会、中教联美育研究中

心、中教联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鸿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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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0789929
邮箱： 728697091@qq.com
网址： www.chpee.com.cn

2021 中国 ( 北京 ) 国际汽车自动化技术及
智能装配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报社
承办： 北京五洲卓越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车身制造工艺及装备、汽车设计与开发、

汽车工程与服务、智能产线物流技术、涂
装生产线及装备、工业机器人成套技术及
装备、底盘制造工艺及装备等

电话： 18210975752
邮箱： mark_xj@yeah.net
网址： www.znzp-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烧烤、食材、设备用品展览

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老馆 )
主办： 北京京贸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中国烧烤协会
承办： 北京京贸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5000 ㎡
内容： 各类特色烧烤食材、烧烤调味料、烧烤相

关设备、烧烤用品、烧烤店装修、收银终端、
点菜系统等

电话： 18817261746
邮箱： 2865711256@qq.com
网址： www.skz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食品与加工包装展览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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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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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市场发展部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 ㎡
内容： 各类流体、膏体、固体充填包装、制袋

封口设备、机器人及各类智能后道包装设
备、各类标签印刷、激光打码设备、金属、
塑料、玻璃及各种复合材料的制品和容器、
包装创意设计及展示、饮料乳品生产、罐
装、封口及贴标设备、肉类屠宰、加工及
冷藏冷冻设备、果蔬、油脂、豆制品加工、
保鲜设备、休闲和烘焙食品加工设备、中
央厨房及餐饮设备、品质控制和检测设备、
其他管道阀门、传动输送等配套技术设备、
数字化、智能化食品工厂、5G、人工智能
应用方案及新技术、新装备、食品安全检
测仪器及设备、实验室仪器、认证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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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10-64787342,84414061
传真： 010-58043750
邮箱： fengfeng99@vip.163.com
网址： www.cifie-expo.com

中国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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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贸促会、

中国公路学会、中国交通报社、交科院华
运展科技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7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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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8566504、58566925
传真： 010-58566000、58566501
邮箱： l i u j ing@biec .com.cn ,zhao luda@

biec.com.cn
网址： www.chinatranspo.com

2021 北京华夏家博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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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门窗、家具软装等
电话： 010-85896917
网址： www.jiabohui010.com

2021 年第 46 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北京
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中国文房四宝杂志社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5000 ㎡
内容： 文房四宝精品、名品、大师作品等
电话： 010-65279101、18618465106
传真： 010-65596050
邮箱： xh65279109@sina.com
网址： www.cafts.org.cn

重庆市

中国重庆国际珠宝首饰玉石及艺术藏品年
终狂购节
时间： 2021/01/22—2021/01/25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重庆博昌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博昌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天然宝石、半宝石、

人造宝石、其它有色宝石等
电话： 023-62975588、62975599
传真： 023-62769028
邮箱： qdblh@126.com
网址： www.zbblh.com

中国金属冶金展及中国汽车技术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能源矿产

2021 中国 ( 重庆 ) 智慧城市、社会公共安
全暨雪亮工程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重庆计算

机安全学会
承办： 重庆京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四星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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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智慧公安、雪亮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社区
展示区；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展区：视频监
控防范系统、社区家居安全防盗报警系统、
LED、液晶拼接大屏显示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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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管理、巡更管理
系统、人脸、指纹等智能识别系统、智慧
医院、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电视系统、电
源、电线电缆、综合布线及周边器材、机柜、
控制台、锁、防雷技术及产品；智能交通：
交警执法装备、安全防护、ITS 智能交通、
交通安全产品、驾驶人考试培训系统、交
通信息系统、交通安全显示设备、ETC 相
关技术与设备；智能家居 : 智能家电、智
能安防监控、智能灯光、网络设备、可视
对讲；控制传输记录设备：光端机、硬盘
录像机、DVR 与板卡、网络数字视频矩
阵、网络视频服务器、智能视频分析、编
码器；警用反恐技术装备及产品：警用车辆、
无人机、机器人、爆炸物探测设备、安全
检查技术和设备、红外成像设备、应急照
明、抢险救援设备、消防设备、生物检测、
司法审讯、刑侦器材类产品、技侦器材类、
警用通信装备、警用传输系统、警用地理
信息、应急指挥系统、警用服装、人体安
全防护及防爆产品等

电话： 023-67936317
传真： 023-67657881
邮箱： 395919840@qq.com
网址： www.cqafz.com

2021 中国 ( 重庆 ) 网络信息安全展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信息安全协会、重庆市公共安全技

术防范协会
承办： 北京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商用密码应用、数据库安全、文件传输加密、

密钥管理与密钥恢复、计算机密钥等
电话： 023-67936317		
网址： www.cqafz.com

2021 第 29 届中国中西部 ( 重庆 ) 医疗器
械博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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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新型医疗仪器和医用配套仪器、心脏

监护、医学影像、生化分析仪器、血压计
及体温计等各类居家医疗器材；血液分析
系统、生化分析系统、免疫分析系统、细
菌分析系统、尿液分析系统临床医学检验
辅助设备、诊断试剂、血液检测试剂等

电话： 028-66323120
传真： 028-66323912	
邮箱： allen@hope-tarsus.com
网址： www.cwmee.com

2021 中国 ( 重庆 ) 国际砂浆技术产品及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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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通用混凝土、各种原材料、砂浆及砌筑相

关等
电话： 023-86376000
传真： 023-86376218
邮箱： jianyuzl@163.com

2021 第 19 届中国 ( 重庆 ) 国际绿色建筑
装饰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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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工商联 ( 总商会 ) 建材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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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整体家居及衣柜、软装饰材料、门窗及五金、

加工机械配件、集成房屋及别墅配套、墙
体保温及防水材料等

电话： 023-86376000、62925058
邮箱： jianyuzl@163.com
网址： www.bmjianyuzl.com

2021 第 5 届中国 ( 重庆 ) 国际装配式建筑
及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工商联 ( 总商会 ) 建材商会、重庆

市防水防渗灌浆技术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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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重型钢结构、轻型钢结构、网架膜结构等

各种钢结构体系；钢结构施工及焊接技术；
钢构防火、防腐、防水等材料和技术；钢
材、钢板、钢管等各类建筑钢材；钢结构
设计以及其它相关配套产品等；集中展示
以现代建筑方式搭建的样板房、通过示范
性住房样板间的设计理念与集成技术、展
示各种装配式建筑体系、以及低碳环保住
宅集成技术和成果；预制构件 (PC) 生产
设备、预应力拉筋设备；预制结构连接件、
预埋件及配件；混凝土化学品；成型工具；
预制构件支撑体系；建筑模板、脚手架及
安装系统；施工电梯、高空作业车、现代
化运输车辆及装备等；城市规划最新理念、
展示建筑设计创新成果、前沿思想、经典
案例、地域特色；墙材保温系统、内墙保
温装饰系统、外墙保温装饰板、屋面防水
保温系统、隔热涂料外保温系统、保温砂浆、
加气混凝土砌块、建筑遮阳、新型建筑装

饰防火材料、屋顶及立体绿化材料等
电话： 023-86376000
传真： 023-86376218
邮箱： jianyuzl@163.com
网址： zpsjz.jianyuzl.com

重庆国际女性时尚博览会暨重庆国际美容
美发美体博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美容美发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电话： 023-61962636
网址： www.xmhcq.com

2021 第 20 届中国西部国际广告节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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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出版
内容： 户内外数码喷绘写真设备及配件、UV 平

板机打印设备及耗材、数码纺织印花机、
热转印机、数码影像技术输出设备、条幅机、
冷裱机、热裱机、拼接机、覆膜机等

电话： 023-62822298、13983602379
传真： 023-62986138
邮箱： 781846701@qq.com
网址： www.west-af.cn

2021 第 16 届中国 ( 重庆 ) 国际 LED 及城
市景观照明展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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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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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芯片等
电话： 023-62822298、62986128、
	 62986178、62980159
传真： 023-62986138
网址： www.west-af.cn

2021 第 8 届南方口腔医学大会暨南方牙科
器械与耗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6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广州日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牙科联

盟
承办： 广州日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口腔设备：牙科综合治疗机、影像设备、

内窥镜成像系统、消毒灭菌系列、空气压
缩机、洁牙机、光固化机、种植机、口腔
内 ( 外 ) 科器械、口腔修复器械、口腔正
畸器械等；牙科材料：口腔内外耗材、种
植材料、正畸材料、修复材料等口腔医疗
的各类耗材；口腔护理：牙膏 ( 药物牙膏、
漂白牙膏 )、牙科用药品、清洁剂、消毒剂、
保健牙刷、专用牙刷、漱口水、牙齿漂白剂、
牙线、假牙清洁剂、假牙固定剂、牙粉等；
义齿加工：氧化锆、数字化义齿、种植体、
义齿压铸机、烤瓷炉、烤瓷笔、活动义齿、
全口义齿、固定义齿、种植义齿、义齿基
托粉、义齿抛光材料、贵金属烤瓷及金属
支架、精密附着体、各种造牙；3D 技术
打印及材料等；牙科诊所 ( 诊室 )：诊所 ( 诊
室 ) 设计、整体布局、技术要求、材料选
用等

电话： 020-82567179、13570109723
传真： 020-82567179
邮箱： 13570109723@163.com
网址： www.dentalshow.com.cn

2021 全球半导体产业 ( 重庆 ) 博览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08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半导体行业协会、重庆市电源学会、

重庆市电子学会、重庆市集成电路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重庆市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
业联合会、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
联盟、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重庆市福祥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 ㎡
内容： 半导体企业：半导体设计、制造、封测、

集成电路、嵌入式芯片厂商等；半导体材
料：硅晶圆、单晶硅、硅片、锗硅材料、
S01 材料、太阳能电池用硅材料及化合物
半导体材料、电子气体及特种化学气体、
靶材、CMP 抛光材料、封装材料、石英制品、
石墨制品、防静电材、纳米材料等

电话： 15320632579
邮箱： 298233172@qq.com
网址： www.gsiecq.com

2021 重庆国际火锅食材及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汉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5000 ㎡
内容： 火锅调理制品、冷冻禽肉类调理制品、冷

冻水产、速冻面米制品、裹面制品、菜肴
制品、果蔬制品、烧烤制品 ( 烟熏 ) 制品、
火锅汤料等

电话： 18375703297

2021 中国 ( 重庆 )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业
博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汉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酒店配套家具及户外休闲家具、酒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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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系列收银系统、客房专用话机、酒店布
草及纺织布艺、桌面用品、床上用品、装
饰布艺、针棉织品、地毯、窗帘、皂液器、
喷香机、一次性用品、旅游工艺品、酒店
服饰系列等；酒店 IT 智能电子产品、饭
店信息化管理技术及设备、饭店 ( 酒店、
宾馆、酒楼、夜总会等 ) 管理软件、防火
及保安系统、客房科技与贵宾服务、电讯
与信息科技系统及酒店设备用品市场等；
烹饪设备综合、制冷设备、洗碗机、厨房
辅助设备、自助餐设备烘焙与冰淇淋设备、
果汁、原料及制作设备、一次性厨具、厨
房炊事机械、饮料点心制造设备、啤酒酿
造设备、食品机械、空调制冷设备、酒柜、
橱柜、冷柜、制冰机械、咖啡、食品、红酒、
饮品、西点原料、烘烤制品及设备等

电话： 010-52338145
邮箱： 87421668@qq.com
网址： www.chinahotelexpo.com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5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国务院三峡办、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重庆市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10000 ㎡
电话： 023-88706072
网址： www.ccisf.com

2021 年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暨立嘉国际机
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3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电话： 023-86376300
传真： 023-86308307
邮箱： 104531805@qq.com

网址： cwmte.com.cn

2021 第 4 届中国 ( 重庆 ) 雅融建筑及装饰
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重庆智能家居技术

联盟、重庆市铝合金门窗联盟、《建材商界》
承办： 重庆雅融会议展览有限公司、重庆雅融建

博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5000 ㎡
内容： 整体家居及衣柜、软装饰材料、门窗及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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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88079295、15683424285
传真： 023-86376323
邮箱： 1581755387@qq.com
网址： www.yrjbh.com

2021 年第 7 届西旅会
时间： 2021/06/08—2021/06/14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2021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6/12—2021/06/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第 10 届中国西部留学游学移民海外
投资置业博览会 ( 重庆 )
时间： 2021/06/19—2021/06/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组委会
承办： 重庆港华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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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海外房产项目及销售代理机构、移民项目

及移民服务机构、各类海外投资项目、法
律及金融服务机构、高端生活及私人定制
项目等

电话： 023-62789252
网址： www.xbjyblh.com

2021 第 10 届中国西部加盟连锁创业投资
展览会
时间： 2021/06/19—2021/06/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西部加盟连锁展览会组委会
承办： 重庆港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咖啡连锁、中西式快餐、酒吧连锁、各

类食品及饮品、中西式餐饮、火锅、咖啡、
酒吧、小吃、烧烤、特色饮品等

电话： 023-62789252
邮箱： 1329532875@qq.com

第 2 届中国 ( 重庆 ) 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展览
会暨第 3 届中国 ( 重庆 ) 泵与电机展览会
时间： 2021/09/11—2021/09/13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第 19 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
时间： 2021/09/17—2021/09/20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21/10/15—2021/10/17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重庆市化工节能与

防腐蚀技术协会、重庆市新材料产业联合
会、重庆市环境产业保护协会

承办：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组委会、重庆国展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化工新材料及原料展区、化工装备及自动

化展区、智能化工展区、化工节能环保设
备及工程展区、化工安全技术装备展区等

电话： 023-88125881
传真： 023-62765720
邮箱： cqgzzlzp@163.com
网址： www.icie-expo.com

中国 ( 重庆 ) 住宅产业博览会暨建筑装饰博
览会
时间： 2021/10/29—2021/10/3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建筑建材
电话： 13052113787
邮箱： 198468129@qq.com

中国 ( 重庆 ) 家具家居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29—2021/10/31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电话： 13052113787
邮箱： 198468129@qq.com

2021 中国 ( 重庆 ) 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10/14—2021/10/16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有限公司
承办： 重庆沪渝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5000 ㎡
内容： 注塑机、挤出机及生产线、吹塑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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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空成型机、发泡成型机、真空模塑
机、塑料破碎机、塑料研磨机、塑料搅拌机、
塑料造粒机等

电话： 15023707473
传真： 023-60358644
邮箱： 954752010@qq.com
网址： www.cplas.com.cn

2021 第 12 届重庆汽车消费节
时间： 2021/11/11—2021/11/14
城市： 重庆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2021( 第 8 届 ) 一带一路名品展 · 重庆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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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分会、中

国国际商会上海分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上海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重庆沪渝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0000 ㎡
内容： 进口消费品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organizers@siec-ccpit.com
网址： www.brbexpo.com

福建省
福州市

2021 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0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鞋：女鞋、男鞋、童鞋、皮鞋、运动鞋、登

山鞋、室内鞋、沙滩鞋、拖鞋、鞋材、皮
革制品等；服装、面料：各种女装、男装、
泳装、内衣、童装、牛仔服装、服饰、家

纺、面料、辅料等；配饰：时尚挎包、背包、
电脑包、购物袋、皮带、眼镜、袜子、手套、
雨伞、围巾、帽子、配件等；家居礼品及
饰品、3C 数码家电、五金汽摩、母婴用
品玩具、彩妆护肤、直播产业等

电话： 0595-22178238、22178237

2021 福州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 技术展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保轩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保轩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数字喷印设备、数字雕刻设备、标识灯箱

展示器材、礼品节庆用品、办公设备展品、
LED 展品等

电话： 020-38200584、34044506
邮箱： sales@dpes.cn
网址： www.chinasignexpo.com

2021 中国 ( 福建 ) 海峡两岸智慧城市暨社
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福建省智慧城市协会
承办： 福州鑫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 ㎡
内容： 视频监控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传输设

备、LED 显示设备、一卡通、门禁、出
入口控制系统、巡更、智能楼宇、综合布
线、指纹识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信
导航、金融安防、军民融合技术产品、安
全生产等；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政务、
智慧社区、智能建筑、智能家居；警用装
备展区：执法装备、防护装备、反恐装备、
安检排爆、技侦装备、警用通讯装备、警
用车辆及特种车辆、无人机、机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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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91-83568771
邮箱： 550578843@qq.com
网址： www.fjafz.com

第 7 届海峡国际绿色家居建材博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2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建材
行业协会

承办： 福州中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儒释道印象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高端全屋定制、全铝家具、整体软装、集

成定制、卫浴、智能电器、智能家居、智
能锁、晾衣系统等

电话： 4008810218
邮箱： 120520298@qq.com

2021 年第 4 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
会暨第 23 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2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贸促会、福

建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贸促会福州市委员会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0591-87804746
传真： 0591-87801128
邮箱： f j@ccpit.org
网址： www.fzccpit.org

中国 ( 福州 ) 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城市： 福州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鲜活水产品、冷冻水产品、水产干货、海

洋食品、鱼糜制品 (火锅料等 )、海鲜调味品、
食品添加剂、福州金鱼及观赏鱼等休闲渔
业等

电话： 0591-88018843、15860769920
邮箱： expo4@hyfairs.com
网址： www.chinafife.com	

泉州市
2021 福建 ( 晋江 ) 国际纺织面辅料及纱线
展览会
时间： 2021/08/08—2021/08/10
城市： 泉州
地点： 晋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香港新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广州瑞鸿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 ㎡
内容： 丝织、棉织、毛织、麻织、化纤类梭织、

针织及涂层织物等
电话： 020-87585873
传真： 020-87584363
邮箱： ruihongfair@163.com
网址： www.texcantonfair.com

第 22 届晋江鞋业暨第 5 届体育产业国际博
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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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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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
内容： 鞋材及配件、皮革、机器、信息媒体、运动鞋、

合成革、制鞋机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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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95-85600609
邮箱： jif@cn-jif.com
网址： www.cn-jif.com

2021 泉州商品博览会暨海峡两岸纺织服装
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泉州
地点： 石狮市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

府、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65000 ㎡

2021 福建泉州晋江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泉州
地点： 晋江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广州瑞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针织机械：大圆机、提花机、织袜机、电

脑横编机、手套机、经编机、钩编机、编
织机等；纺纱机械：粗纱机、细纱机、捻
线机、络筒机、倍捻机、并条机、摇纱机
等；织造机械：织带机	、商标机、剑杆织机、
喷气织机、喷水织机、整经机、验布卷布
机等；印花及染整机械：印花设备、染色
设备、前处理设备、后整理设备、印染整
机械配件等；纺织零部件及其他：各种纺
织仪器、仪表、机电、器材、电脑辅助设备、
纺织软件科技、加湿等

电话： 020-87585873
传真： 020-87584363
邮箱： Ruihongfair@163.com
网址： www.rhfchinaexpo.com

厦门市
2021 中国马拉松展览会
时间： 2021/01/03—2021/01/05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田径协会
承办： 厦门文广体育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6000 ㎡
电话： 18859239610
邮箱： info@cmexpo.com.cn
网址： www.xmim.org

2021 第 16 届中国国际 ( 厦门 ) 渔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渔业协会智慧渔业分会、福建省淡水

养殖协会、厦门市渔业协会
承办： 厦门市中展世纪商务展览有限公司、北京

厦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水质改良剂、微生物制剂、培藻类、抗生

素、水产消毒剂、内服抗病类、营养添加
剂、水产渔药等 ; 养殖设备类 ; 智慧渔业 ;
水产种苗、亲本、育苗新技术推广类；水
产饲料类；远洋捕捞、捕渔船舶、渔机、
船上用品、船用仪器设备、助渔导航及通
讯技术设备、专用绳索、网具、拦网设施、
渔船渔具等

电话： 0592-5078295、3984166
邮箱： sinoshow@vip.163.com
网址： www.fishexpo.cn

2021 第 29 届厦门双赢家居行业展暨生活
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28—2021/04/30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双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义乌市双赢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120000 ㎡
内容： 百货专区、塑料和塑胶制品专区、杯壶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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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 & 玻璃制品专区、不锈钢制品、照明
和小家电专区等

电话： 0579-85592283
传真： 0579-85592284
邮箱： 546076847@qq.com
网址： www.hyqk.com

2021 中国 ( 厦门 ) 传统手工艺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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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
内容： 陶瓷、漆器、竹木、金属、染织绣、纸艺、

创意手作等
电话： 0592-5959589
传真： 0592-5959689
邮箱： info@handicraftfair.cn
网址： www.handicraftfair.cn

2021 中 国 厦 门 国 际 茶 产 业 博 览 会 /2021
中国厦门国际茶叶包装设计展览会 ( 春季 )
时间： 2021/05/06—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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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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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2-5959888
传真： 0592-5959611
邮箱： in fo@teafa i r.com.cnxm@teafa i r.

com.cn
网址： www.teafair.com.cn

2021 中国厦门国际佛事用品 ( 春季 ) 展览

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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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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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2-5959618
邮箱： info@buddhafair.com
网址： spring.buddhafair.com

2021 中国厦门国际素食暨有机产品 ( 春季 )
展览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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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2-5959510
邮箱： info@vffair.com
网址： www.vffair.com

第 21 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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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建材
面积： 182000 ㎡
内容： 荒料板材：花岗岩、大理石、石灰石、砂岩、

板岩、火山岩、人造石；石材制品：台面板、
异形石材、石材家具、墓碑、石雕、景观
石、雨花石、鹅卵石、马赛克；机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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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料磨具、清洁设备、护理产品、粘结剂、
着色剂等

电话： 0592-5959616
传真： 0592-5959615
邮箱： info@stonefair.org.cn
网址： www.stonefair.org.cn

春季厦门美博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美博国际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0000 ㎡
内容： 日用化妆品、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彩妆、

香水、婴幼儿护肤品、口腔护理用品 , 化
妆包；美容院护肤品、美体产品及仪器、、
纹绣、假睫毛、香薰、美甲产品及工具、
原料、OEM\ODM 等供应链产品 , 美业
微电商 , 软件；美发产品类：洗护染烫产品、
发制品、养发育发生发产品、美发设备；
医学整形美容：整形设备、仪器、整形技术、
整形机构、生物因美容产品；减肥养生保
健类；口腔美容等

电话： 13120659176

第 4 届厦门零售业博览会 ( 智慧零售、设
计美陈、自有品牌 )
时间： 2021/06/02—2021/06/04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厦门市商务局、厦门会

展集团
承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思尔福智慧零售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40000 ㎡
内容： 国内国际智慧零售品牌、智慧零售软件

企业、智慧零售硬件配套及自动售货设施、
门店设计与零售陈列设备等

电话： 4001601568
邮箱： sef@sefexpo.com

网址： www.sefairexpo.com

第 2 届中国 ( 厦门 ) 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
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6/05—2021/06/07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中国 ( 厦门 ) 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技术装

备展览会组委会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应急管理智能及信息化、智慧城市、灾害

预警监测、航空应急救援、智慧消防、水
域救援等

电话： 0592-5066005
传真： 0592-5066005
邮箱： 979558429@qq.com	
网址： www.xmyjz.com.cn

2021 年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6/11—2021/06/13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厦门国际商会、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国际商会、厦门国贸会展运营有限公
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 ㎡
内容： 跨境专供品牌和生产厂家展区 : 运动与户

外用品、鞋服箱包、母婴玩具、美容个护、
家装建材、家具、家居百货、工艺品饰
品、3C 数码智能产品、汽摩配件、五金
配件、宠物用品、节庆用品等；跨境平台
展区 :B2B 平台、B2C 平台、新兴 / 垂直
类 / 综合类平台、特色独立站等

电话： 010-64404657、13716587264
传真： 010-64515234
邮箱： zhangyachuan@tdb.org.cn

2021 第 7 届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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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6/18—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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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餐饮、酒店、民宿、境内外航空公司、

两岸旅游省市、商贸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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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2-2592728
传真： 0592-2110873
邮箱： xmxbh@jfits.com
网址： www.xmxbh.com.cn

2021 厦门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城市： 厦门
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上海易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易盛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 ㎡
内容： 户外照明：广场照明、公共照明、装饰照明、

建筑物泛光照明、体育馆照明、工程照明、
园林景观照明、路灯、太阳能灯、高杆灯、
探照灯、洗墙灯、投光灯、庭院灯、护栏灯、
水底灯、喷泉灯、地下灯、防潮灯、园林灯、
外景激光灯、交通警示灯、电筒和提灯等；
城市亮化及设计：城市楼宇亮化、绿地夜
景亮化、照明设计、亮化设计、LED 亮化
工程技术设备、智能控制及配电系统、外
景激光技术产品等；智慧照明等

电话： 021-62963333
传真： 021-62966328
邮箱： yishengexpo@126.com
网址： www.xmzmz.com

2021 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
时间： 2021/09/08—202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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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2-2669893、2669867、2669819、

2669866
网址： www.chinafair.org.cn

2021 中国厦门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08—202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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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健康管理、医疗器械、保健营养品、健

康家庭养生、女性健康、大健康产业园区、
基地、智慧医疗等

电话： 0592-2261020
传真： 0592-2261021
邮箱： sales@lcfairs.com
网址： www.healthexpo.cn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 中国厦门国
际茶叶包装设计展览会 ( 秋季 )
时间： 2021/10/14—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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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
内容： 品牌茶叶、精致茶器、台湾贸易、国际市

场以及茶叶包装设计等
电话： 0592-5959888
传真： 0592-5959611
邮箱： info@teafair.com.cn
网址： www.teafai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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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
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花卉
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漳州
地点： 漳州市
主办： 漳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
行业： 农林牧渔
电话： 0596-2058636
网址： nyncj.zhangzhou.gov.cn/cms/html/

zzsnyj/hxlaxdnyhhblh

甘肃省
兰州市

2021 第 8 届兰州年货会
时间： 2021/01/25—2021/02/08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甘肃省商业联合会
承办： 甘肃旭峰会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白酒、保健酒、各类食品、水产海鲜、糕

点、糖果等；葡萄酒、果酒、乳制品、液
态饮料、固态饮料等；腌腊制品、干果炒货、
肉制品、粮油、调味品、茶叶、水果等；
甘肃本地各类名、优、特、新农副特产；
各类清真食品、食材、调味品等；年庆文
化用品、礼品、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展演、
年画、字画等；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皮具、
床上用品等

电话： 13002988649、029-81296836

第 59 届中国 · 兰州 ( 春季 ) 广告标识产业
博览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三力会展机构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码喷绘设备、影像写真设备、雕刻切割

设备、亚克力吸塑设备等
电话： 0931-8260666

2021 甘肃 ( 兰州 ) 暖通展览会
时间： 2021/04/18—2021/04/20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电供暖委员会、甘

肃省太阳能风能协会、北展东方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北展盛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电采暖、锅炉、空气能、散热器、太阳能、

空调等
电话： 13999262521
传真： 0991-6997686
邮箱： 478545981@qq.com
网址： www.gsntz.com

2021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 兰洽会 )
时间： 7 月
城市： 兰州
地点：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台办、工商联、侨联、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肃省政府
承办： 甘肃省人民政府
行业： 其他
电话： 0931-8831109
传真： 0931-8833109
邮箱： huizhanchu@163.com
网址： gsinvest.yejuzhi.net.cn

敦煌市
丝绸之路 ( 敦煌 ) 国际文化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敦煌
地点：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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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贸促会、国家广电总台、
甘肃省人民政府

承办： 甘肃省人民政府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0 ㎡
内容： 文化、旅游、创意、艺术、工艺、美术等

展览内容
电话： 18993199345
网址： www.gswbj.gov.cn

第 4 届中国 ( 甘肃 ) 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待定
地点： 待定
主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甘

肃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中医科学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商务厅、定西市人民政府
网址： ybhzx.com

广东省
广州市

2021 第 16 届广州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23—2021/02/07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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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2000 ㎡
内容： 港澳台地方特产、休闲食品、礼品礼盒、

酒水饮料、糖果、烘焙食品等
电话： 18826242303

2021 广州国际 3D 曲面玻璃及触控面板玻
璃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2/27—2021/03/0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玻璃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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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机电
面积： 40000 ㎡
内容： 2.5D 玻璃、3D 玻璃、玻璃后盖、触控面

板、显示面板、电子面板玻璃、陶瓷后盖
材料等

电话： 020-87015209
邮箱： Ruihongfair@163.com
网址： www.chinaglassfair.com

2021 第 24 届迪培思广州国际广告展
时间： 2021/02/27—2021/03/01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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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数控雕刻机、激光雕刻机、激光切割机、

等离子切割机、弯字机	 激光焊接机、刻
字机、开槽机、抛光机、刀具及相关配件、
LED 户外 / 户内显示屏、LED 全彩 / 双
色 / 单色显示屏、LED 数码显示屏、LED
点阵图文显示屏、OLED	、LED 视频显
示屏、显示屏组件、交通指示牌、LED 广
告标识、立体发光字、发光模组、LED 背
光源及应用、霓虹灯电子变压器、霓虹灯
粉管、霓虹灯成品、数字喷印设备、户内
外数码喷绘设备、写真设备、UV 平板打
印机、数码纺织	印花机、热转印机、数码
影像技术输出设备、条幅机、冷裱机、拼
接机、覆膜机等、标识、标牌、标识产品、
三面及多面翻灯箱各式灯箱、3D 立体产品、
多媒体广告机及其他发光产品、展示器材、
展览展示器材等

电话： 020-38200584、34044506
传真： 020-38023815
邮箱： sales@dpes.cn
网址： www.chinasign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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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金属加工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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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CNC 及多功能复合加工

中心数控镗、铣、钻、磨、车削机床衍
磨、研磨、抛光及超精加工机床锯床及其
他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型机床：数控激
光、高压水、等离子切割机床数控转塔冲床、
高速精密冲床数控剪板机、剪切机、折弯
机板料、薄板、管料旋压机矫直机、线性
成型机管材折弯成型机各类压力机、冲压
机激光打标、焊接、雕刻机等

电话： 020-82578826
邮箱： jinjian7172000@126.com
网址： www.gymf.com.cn/asiametal/cn

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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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模 具 制 造 及 加 工： 精 密 模 具、 塑 胶 模

具、压铸模具、注塑模具、模具配件、零
件、模具材料、精密加工工具、制模和原
型、快速成型、级进模、热流道、热处理、
模具表面处理、模具生产加工咨询；设
计、工程、应用发展：设计、仿真、可视化、
模具开发和工程技术、虚拟实境、产品技
术和检测、测量仪器、CAD/CAM、快速
成型制造、3D 打印；3D 打印机：工业级
3D 打印机、桌面级 3D 打印机、快速成
型制造设备、激光快速成型机、真空浇注机、

3D 打印配件等
电话： 020-38251558
邮箱： karen.hu@china.messefrankfur t .

com
网址： www.gymf.com.cn/asiamold/cn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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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调心球轴承、调心

滚子轴承、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圆锥滚子
轴承、英制圆锥滚子轴承、双列深沟球轴
承、推力球轴承、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
轴承、推力圆柱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
承、外球面球轴承、四点接触球轴承、滚
针 ( 长圆柱滚子 ) 轴承、关节轴承、转盘
轴承 ( 回转支承 )、组合轴承、螺旋滚子
轴承、轧机用四列短圆柱滚子轴承、陶瓷
轴承、塑料轴承、动力磁悬浮轴承、自润
滑轴承、气浮轴承、液压轴承、轴承套圈、
钢球、陶瓷球、陶瓷圆柱滚子、滚针、滚子、
防尘盖、密封圈、保持架、滚动轴承附件、
轴承加工原材料、各种特殊要求的轴承等

电话： 020-82578826
邮箱： jinjian7172000@126.com
网址： www.gymf.com.cn/asiabearing/cn

广州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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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工业级 3D 打印机、桌面级 3D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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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型制造设备、激光快速成型机、真
空浇注机、3D 打印配件；3D 打印材料：
光敏树脂、塑料粉末材料 ( 尼龙、尼龙玻
纤、尼龙碳纤维、尼龙铝粉、Peek 材料 )、
金属粉末材料 ( 模具钢、钛合金、铝合金
以及 CoCrMo 合金、铁镍合金 )、其他材
料 ( 陶瓷、木头、玻璃等 )、表面处理；
三维扫描以及相关软件：三维扫描仪、三
维测量仪、三维坐标测量机 / 仪、三维激
光检测系统、三维摄影测量系统、三维激
光雕刻机、三维成像系统、CAD/CAM 系
统、逆向工程软件、三维扫描软件、三维
设计软件等

电话： 020-38251558
邮箱： karen.hu@china.messefrankfur t .

com
网址： www.gymf.com.cn/3D/cn

2021 第 2 届亚洲智能陈列展示及商超设备
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智慧商业分会、广东省对

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广东省经销商商会、
亚洲商业与办公供应商联盟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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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包装
面积： 80000 ㎡
内容： 智能陈列展示、商超货架、仓储物流设备、

商超安全设备、商超零售业设备、商业设计、
全称冷链设备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邮箱： power-c@foxmail.com
网址： www.srde-expo.com

2021 亚太生鲜配送及冷链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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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

销商商会、中国商业联合会智慧商业分会、
亚洲商业与办公供应商联盟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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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物流
内容： 冷链信息系统、冷藏冷冻运输设备及配件、

冰鲜设备技术、冷冻冷藏柜陈列柜、生鲜
电商等

电话： 4006258268
网址： www.ipctgz.com

2021 广州国际商业支付系统及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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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

销商商会、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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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商业 POS 机产品及支付系统、设备零部

件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邮箱： zhubohui2016@163.com
网址： www.srde-expo.com

GFE2021 第 41 届广州特许连锁加盟展览
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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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城 . 招商加盟、广州

富众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富众展览管理有
限公司、广州富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连锁经营协会、中促会连锁加盟专业委
员会、国际美食餐饮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富众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富国会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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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中西式餐饮、火锅、咖啡、吧、小吃、烧

烤、特色饮品等特许连锁机构；茶叶、茶具、
时尚饰品、珠宝首饰、超市、便利店、药店、
图书音像等特许连锁机构；名牌服饰、布艺、
布包、鞋袜、箱包皮具及相关特许连锁机
构等

电话： 020-38265758	
邮箱： 2001@foro.cn
网址： www.foro.cn

2021 第 27 届华南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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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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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印前处理系统与软件、数码印刷及打样设

备、CTP 版技术及设备、胶印设备及机械、
标签、柔印及凹版印刷设备、丝网印刷设
备及材料、特种印刷技术设备、喷墨印刷
及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及器材、各类包装印
刷设备等

电话： 0755-23547123/23547126
传真： 0755-82326252
邮箱： plp@adsale.com.hk
网址： www.printingsouthchina.com

2021 亚洲乳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奶业协会、广东省经济投资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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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及其

他消毒乳；发酵乳制品：发酵乳 ( 酸乳 )、
发酵风味乳 ( 风味酸乳 ) 等；乳粉：全脂
乳粉、部分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脱
脂乳粉、调味乳粉 ( 全脂、脱脂 )、牛初乳粉、
配方乳粉、营养强化配方乳粉及其他乳粉
等；奶油、奶酒、奶茶、奶酪；炼乳；乳
清粉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邮箱： 281142928@qq.com
网址： www.ade-asian.com

2021 第 27 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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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自动化包装生产线	、包装生产线整体集

成	、包装工业机器人 ( 码垛机、搬运机、
分拣机、装箱机、集装运输设备、拆卸机 )、
其他一次包装机械封口机械、裹包机械、
真空包装机械、无菌包装机械、成型 - 充
填 - 封口包装机、灌装机械、计量充填机
械、多种直接包装机械、均质机、其他二
次包装机械码垛机、捆扎机、装盒机、收
缩包装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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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粒机、其他产品标识喷码机 ( 小字
符喷码机、大字符喷码机、高解像喷码
机、TIJ 喷码 )、激光打码机、热转印设备、
条形机、标识系统、软件平台、其他塑料
包装制造机械、包装容器制造机械吹塑机
械、吹瓶机械、膜内贴标、注塑机械、制
盖机、制瓶机、制箱制盒机、制杯机、吹
瓶机、制碗机、制罐机、纸浆模塑机、其



广东省

· 4 5 ·

他智慧物流装备及系统成套物流解决方案
( 集成商、供应链服务商 )、物流设备及
自动化系统 ( 输送设备 )、电商与快递物
流、其他软包装机械设备制膜设备 ( 吹膜机、
挤出设备、流延设备 )、复合设备、各种
制袋设备和其他设备 ( 合掌机、烫金机 )、
其他包装检测设备包装辅助配套设备传感
器、减速机等各零配件

电话： 0852-28118897
传真： 0852-25165024
邮箱： SINOPACK@adsale.com.hk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
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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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团 )
承办： 北京雅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标签及窄幅网印机械设备供应商、智能标

签及条形码印刷机械设备商、标签防伪技
术、安全方案及应用供应商、射频识别标
签技术设备供应商、模内标签材料商及模
内贴标机械商、标签检测设备、自贴材料
供应商及黏合剂及热熔胶设备商、标签印
刷物料及配件提供商等

电话： 0755-23547123/7127
传真： 0755-82326252
邮箱： plp@adsale.com.hk

2021 第 13 届 沸 点 会 -CMBE 中 国 微 商 博
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6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交会展馆
主办： 沸点天下
承办： 沸点会展广州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食品零食、服装鞋包、家居百货、小家电、

母婴产品、跨境产品、新零售技术及服务
等

电话： 15360075616
邮箱： fdexpo@foxmail.com
网址： www.feidianhui.com

2021 第 56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美博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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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协办、广州

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0 ㎡
内容： 美甲产品、美体内衣、名牌化妆品、包装

材料及生产设备、香水及化妆品等
电话： 020-86259008、86257099
传真： 020-86259533
邮箱： in fo@ch ina in te rna t iona lbeau ty.

com
网址： www.cantonbeauty.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家用医疗康复护理
及福祉辅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承办： 广州佳美金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 ㎡
内容： 康复设备、康复辅助器具、假肢与矫形器、

康复护理设备、现代中医器械、救援器械、
家用医疗器械、疗养与养老无障碍产品类、
康复机构软件产品、及相关服务机构等

电话： 020-66318831
邮箱： info@cantonrehacare.com
网址： www.cantonrehacare.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广州 ( 国际 ) 车用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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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冷藏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空调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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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物流
面积： 26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车用空调产品及配件：压缩机、冷凝器、

蒸发器、散热器、温控器、风机、电子扇、
过滤网、热力膨胀阀、空调管路、空调电
机、空调轴承、皮带、开关、离合器、接
头、高低压阀、电磁阀、换向阀、暖风机、
水箱、密封件、贮液罐、制冷剂、冷媒等
产品。车用空调生产设备及材料：车用空
调生产设备、管路切割、检测仪器、模具、
铝料、钢料、橡胶品、复合材料等生产原料。
商用车空调系统及配件：客车、货车、卡
车等商用车空调系统及产品、驻车空调及
客车空调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热泵、
温控器、风机、管路、电控系统等产品配件。
汽车热管理系统及配件：新能源空调系统、
膨胀阀、电磁阀、换热器、过滤器、风机、
PTC、热泵、制冷剂、压缩机、管路等产
品配件。冷冻冷藏设备及材料：制冷机组、
冷藏厢体、冷藏运输箱、冷冻包装盒、保
温材料、车载冰箱、车用冷藏机组及部件
等冷藏冷链物流配套产品等

电话： 020-89617099
传真： 020-89617161
邮箱： bestguangzhou@vip.163.com
网址： www.a2echina.com

2021 第 27 届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承办： WINDOOR 门窗幕墙新品博览会组委会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门窗、幕墙、型材、耐火材料、密封材料、

智能家居、五金配件、设备、结构胶、门
窗辅料等

电话： 400-860-7808
邮箱： info@windoorexpo.com
网址： www.windoorexpo.com

2021 年第 47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家具博
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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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现代家具展区：客厅家具、卧室家具、软

体、沙发、餐厅家具、儿童家具、青少年
家具、定制家具古典家具展区：欧式家
具、美式家具、新古典家具、古典软体家
具、中式红木家具、其他饰品 / 家纺展区：
灯饰、装饰画、装饰器皿、日用陶瓷、相
框、人造花卉、雕刻、留声机、电话、时钟、
小件家具、家居装饰用布、床上用品、工
艺家纺、地毯户外家居展区：户外家居：
庭院家具、休闲桌椅、遮阳设备、户外摆
设和用品庭院生活：烧烤用品、帐篷、篷
房园艺布置装饰、工具及设备：花园规划
与维护、花植物养护器材设备、园林工具

邮箱： 27197482@qq.com
网址： www.ciff-gz.com

2021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东省医院协会、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

中国医疗器械创新产业联盟
承办： 北京斯图加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广州利

兴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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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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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
室和环境控制、制造设备：塑膜成型服务
与设备；合同制造服务；管件和挤压加工；
表面处理；制药设备和服务；测试、计量、
检验和校准设备及用品；印刷、标签和条
码；包装和消毒、咨询服务等

电话： 13240913765
邮箱： 13699111293@139.com
网址： www.shfbexpo.com

2021 第 10 届中国 ( 广州 ) 定制家居展览
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博骏传媒
承办： 广州博骏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85000 ㎡
内容： 整装、整木、全铝、门窗、智能家居、家

居软装、厨房电器、护墙板、地板、楼梯、
卫浴、淋浴房、集成吊顶、机械设备、五
金配件、软件、铝材、包覆铝材、保险柜、
移门、门板、板材、智能锁、设计、策划、
装饰材料等

电话： 400-807-3990
传真： 020-37276774
邮箱： yg0318@126.com
网址： www.chfgz.com

2021 年第 47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家具博
览会 ( 第二期 )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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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省家具协会、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有限
公司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办公家具展：办公家具：办公坐具、书柜、

办公桌、保险柜、屏风、储物柜、高隔断、
文件柜、办公配件、其他酒店家具：酒店
套房家具、酒店床垫、宴会家具、酒店沙发、
酒吧桌椅商用家具：公共场所家具 ( 机场
家具、剧院 / 礼堂家具等 )、公共座椅系
列、学校家具、实验室家具家具生产设备
及配件辅料展：机械类：封边机、木材加工、
干燥设备、雕刻机、裁皮机、刀具、锯片、
气动工具、床垫、缝纫设备、其他配料类：
五金配件、椅类配件、铝型材、板材、石材、
软体家具材料、包装材料、PVC、贴面材料、
布艺、皮革、化工原料、其他

电话： 020-89128076、89128072
网址： www.ciff-gz.com

2021 第 6 届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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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膜工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保水处理：水务、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气浮设备、拦污设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备、过滤沉淀设备、蒸发器、结晶器、消
毒杀菌、河道治理、过滤器材、污水配套
设备、水处理药剂、油水分离设备等；膜
与水处理：膜与膜组件 ( 微滤、超滤、纳滤、
反渗透、陶瓷膜等 )、膜壳、膜分离设备
与技术、膜生物反应器 (MBR)、EDI 技
术与设备、膜实验装置、制膜设备、膜原
材料与辅助设备、超纯水设备、软化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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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设备 (DTRO、STRO 等 )、垃圾渗
滤液处理设备与技术、废水零排放处理设
备与技术、膜处理药剂、工业滤芯、离子
交换树脂、过滤器材、其他过滤与分离相
关设备和技术等

电话： 021-33231300
传真： 021-33231366
网址： www.watertechgd.com

2021 第 6 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离心泵、化工泵、螺杆泵、转子泵、污水

提升泵、计量泵、活塞泵、喷射泵、隔膜
泵、往复泵、其他泵；球阀、止回阀、调
节阀、安全阀、蝶阀、闸阀、截止阀、疏
水阀、电磁阀、节流阀、铜阀、其他阀门；
数控机床、软密封件、法兰、阀门定位器、
铸造件 / 锻造件、电机、硬密封件、泵壳、
轴承 / 联轴器、泵阀检测设备、其他泵管
阀配套产品等

电话： 4006653755
传真： 02133231366
邮箱： visitor@wietecchina.cn
网址： www.flowtechgd.co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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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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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科学仪器：分析、测量仪器：色谱、气相、

波谱、频谱、质谱、光学、光谱分光镜；
通用实验室仪器：计量称重仪器、显微镜
和光学图像处理等仪器与设备等；生化仪
器、生命科学及微生物检测仪器、实验动
物设施；行业专用分析仪器与设备；试剂
/ 消耗品：通用试剂；仪器专用化学试剂；
标准物质；实验室用化学品；电子试剂、
光化学试剂；生化和分子生物学试剂；医
学 / 诊断 / 检验试剂；实验室消耗品等

电话： 020-83555190、83554050
邮箱： hjy@ste.cn
网址： www.chinalabexpo.com

2021 第 4 届广州复合材料及制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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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材料及辅料类：纤维及增强材料 ( 碳

纤 / 玻纤 / 玄武岩纤维 / 芳纶 / 天然纤维等 )、
树脂 ( 不饱和 / 环氧 / 乙烯 / 酚醛等 )、胶
黏剂、脱模剂、各种助剂、填料、色料及
预混料、预浸料、高分子材料等；复材制
品类：碳纤维制品、玻纤制品及其它复合
材料相关制品；其它复合材料：真空材料、
泡沫材料、轻质材料、木塑复合材料、金
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复材生
产设备：材料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喷射、缠绕、
模压、注射、拉挤、RTM、LFT、真空导
入等各类新成型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020-82557080、82392022
邮箱： info@compositesexpo.org
网址： www.compositesexpo.org

2021 第 8 届广州国际数码印刷、图文快印
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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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广州出版印刷行业协会数字印刷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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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
内容： 数码印刷、图文办公设备、数字印刷系

统、数码印刷机、彩色复印机、黑白复印
机、工程复印机、蓝图机、晒图仪、绘图仪、
叠图机、扫描仪、多功能一体机、喷墨打
印机、大幅面打印机、数码打样机、写真机、
其它数字印刷商用设备；胶装机、切纸机、
切卡机、覆膜机、淋膜机、冷裱机、装订机、
打孔机、条幅机、刻字机、压槽机、折页机、
配页机、书壳机、上光机、淋膜机、订书机、
压痕机、塑封机、压平机、烫金机、碎纸机、
精装菜谱机、其它印后加工设备相关配件
及耗材相关齿轮、喷头、碳粉、硒鼓、墨
盒、色带、墨水、粉盒、打印机连供系统；
办公用纸、相片纸、打印纸、条码纸、条
码碳带、收银纸、洗水布等

电话： 020-85605399、28309360
传真： 020-28309360
邮箱： hzqexpo@163.com
网址： www.gzhzqexpo.com/tw

2021 年第 129 届 ( 春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一期 )
时间： 2021/04/15—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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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内容： 电子及家电类、五金工具类、机械类、车

辆及配件类等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中国 ( 广州 ) 编织品、礼品及家居装
饰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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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广州益武工艺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000 ㎡
内容： 家居用品系列、户外园艺系列、家居装饰

品系列、季节性装饰品系列、纪念品及礼
品系列、家居家纺系列

	 家居用品系列、户外园艺系列、家居装饰
品系列、季节性装饰品系列、纪念品及礼
品系列、家居家纺系列

电话： 020-89231623
传真： 020-89231633
邮箱： 594970769@qq.com
网址： www.cacfair.com

2021 年第 129 届 ( 春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二期 )
时间： 2021/04/23—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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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内容： 日用消费品类、礼品类、家居装饰品类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年第 129 届 ( 春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三期 )
时间： 2021/05/01—202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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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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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内容： 纺织服装类、鞋类、办公、箱包及休闲用

品类、医药及医疗保健类、食品类等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第 13 届亚洲花卉产业博览会暨亚洲
花卉种植技术及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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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企业集团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花卉、盆栽植物、花店用品、花艺、园艺资材、

设施及技术、花园用品等
电话： 020-23318542
传真： 020-36657099
邮箱： service@gzhw.com
网址： www.flowerexpochina.com

2021 亚洲乐园及景点博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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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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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室内乐园、主题公园、景区装备、文化旅

游等
电话： 020-36657000
传真： 020-36657099

网址： www.aaaexpos.com

2021 亚洲 VR&AR 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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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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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258268
网址： www.vrarfair.com

2021 亚洲泳池 spa 博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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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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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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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258268
网址： www.poolspabathchina.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仪器仪表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广东省特种设

备行业协会无损检测专业委员会、广东省
实验室设计建造技术协会、广东省制造业
协会、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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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协会
承办： 广州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2000 ㎡
内容： 无损检测技术与设备、实验室设备、仪器

仪表
电话： 020-22031351
传真： 020-22031359
邮箱： hc@flowexpo.org
网址： www.ciime.com.cn

2021 第 6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气体低温设
备及天然气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广东省特种设

备行业协会、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贵州
省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广东省制造业协会

承办： 广州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流体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2000 ㎡
内容： 工业气体设备及技术、液化天然气、石油气、

低温设备 ( 装置 ) 及技术、锅炉、压力容器、
燃气装备等

电话： 020-22031351
传真： 020-22031359
邮箱： hc@flowexpo.org
网址： www.gasexpochina.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集成住宅
产业博览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展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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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装配式农
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广东省钢结构
协会、广东省建设工程绿色与装配式发展
协会、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装配

式建筑分会、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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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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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低能耗
建筑、全装修与内装工业化、地下综合管廊、
海绵城市、特色小镇、智能化系统、绿色
建材及设备等

电话： 4006-258-268
网址： www.cihie.net

2021 年华南国际口腔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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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7200 ㎡
内容： 牙科医疗器械与设备、牙科医疗材料、工

具、颌面外科专用器械、材料、牙体牙髓
专用器械、材料、牙周病科专用器械、材料、
正畸专用器械、材料等

电话： 020-83549150、83558271
邮箱： dentalvisit@ste.cn
网址： www.dentalsouthchina.com

2021 第 15 届广州国际台球及配套设施展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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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
内容： 台球桌、台球杆、台球板 ( 石板 )、台球

布、台球、球杆盒、皮头、巧克、专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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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灯、台球篓、三角架、球台五金配件、
洗球机、计费系统、计分器、俱乐部运营
管理系统等

电话： 4006258268
网址： www.gbechina.com

2021 第 23 届广州国际流体展暨阀门管件
管材及法兰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广东省特种设备行

业协会、广东 - 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浙江省泵阀行业协会、温州市龙湾区阀门
行业协会、温州市管件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流体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市禾川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2000 ㎡
内容： 流体控制设备：阀门、调节阀、执行器、阀体、

配件；流体仪器仪表 : 流体温度、压力、
流量、物位、分析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流体运送系统：泵、压缩机、风机、真空
设备；流体运送管道：管件、管材、钢管、
管路系统等

电话： 020-22031351
传真： 020-22031359
邮箱： hc@flowexpo.org
网址： www.flowexpo.org

2021CPF 国际宠博会 · 广州国际展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广州
地点： 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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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55000 ㎡
内容：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活体宠

物等

电话： 020-82002487、18933970006
邮箱： mingyigz@qq.com
网址： www.chinapetfair.com

2021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
时间： 2021/05/16—202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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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

览 (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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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
内容： 专业音响设备、系统和配件 : 音箱、音

响配件及线料、调音台、DJ 器材、效果、
功放系统、麦克风、公共广播设备、Vod
点播系统、其他音响设备；专业灯光设备、
系统和配件 : 建筑照明、激光技术、LED、
各种光源、灯光配件、调光设备、户外照
明、舞台灯光系统、其他灯光及相关设备；
舞台设备及系统 : 航空箱、转台、升降台、
活动平台、投影及显示技术、舞台特效、
舞台装饰材料、幕布、各类桁架及吊挂装置、
其他舞台设备等

电话： 020-83561590
邮箱： slmvisit@ste.cn
网址： www.soundlight.cn

2021 第 18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乐器展览
会
时间： 2021/05/16—202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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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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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科展 )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50000 ㎡
内容： 钢琴和键盘乐器、提琴及拉弦乐器、电



广东省

· 5 3 ·

子电声乐器、吉他、乐器配件、打击乐器、
木吉他、管乐器、手风琴口琴、民族乐器、
乐谱及书籍、音乐教育与培训等

电话： 020-83556291
邮箱： slmvisit@ste.cn
网址： www.guangzhoumusic.cn

2021 广州第 16 届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
术展览会 / 国际智能缝制及绣花工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香港浩瀚资讯传播有限公司、《纺织品印

花》杂志社
行业： 纺织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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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7048301
邮箱： kary@allallinfo.com
网址： www.citpe.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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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内容： 中餐工业化、中央厨房展；餐饮食材、水

产冻品、肉类展；智慧餐饮展及餐饮连锁
加盟展；调味品、餐料、粮油、面食、点
心展等

电话： 020-89637162
传真： 020-82006397
邮箱： haolian168@126.com
网址： www.chcex.com

2021 第 24 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 广州 )
时间： 2021/05/24—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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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中连鼎和烘焙食品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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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4204949/61137813
传真： 020-62614589
邮箱： fbzl123@163.com
网址： www.china-baking-expo.com

第 15 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暨
2021“ 一带一路 ”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时间： 2021/05/25—2021/05/2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

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广东省城市垃圾
处理行业协会、香港环境保护协会、澳门
绿色环境保护协会、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广州博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3000 ㎡
内容： 水环境、大气治理、固废处理、土壤修复、

环境监测、综合治理等
电话： 020-87267388
传真： 020-87272188
邮箱： ktb8@163.com
网址： www.huanbaozhan.com.cn

2021 第 5 届中国广州国际制冷空调通风及
冷链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5/25—2021/05/27
城市：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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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制冷学会、广东省暖通空调协会、

香港空调及冷冻商会、	澳门空调制冷商会、
广西制冷学会、湖南省制冷学会、贵州省
制冷学会、四川省制冷学会、云南省制冷
学会、福建省制冷学会

承办： 广东省制冷学会、广东省暖通空调协会、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博昌国际会
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3000 ㎡
内容： 制冷空调通风设备、空调设备、热泵、通

风与新风设备、电气及自动控制设备、冷
链技术设备等

电话： 020-87267388
传真： 2087272188
邮箱： ktb8@163.com
网址： www.bochang.net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21/05/25—2021/05/2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汉诺威米兰佰特展览 ( 广州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 ㎡
内容： 仓储技术、叉车及配件、物流机器人 (AGV)、

输送分拣及配件、仓储与车间物流设备、
物流包装、物流装载技术、起重设备、物
流配送车辆、冷链物流、港航及航空物流
设备等

电话： 020-89617180
邮箱： info@chinalet.cn
网址： www.chinalet.cn

2021 第 86 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 / 中间
体 / 包装 / 设备交易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制药设备：原料药设备、医药包装机械、

环保与净化设备、药物检测设备、制剂设备、
药品电子监管设备、药用粉碎设备、制药
用水设备、中药设备、制冷设备、流体设备、
实验室设备及耗材、药品包装设备、生物
工程、自动化与信息化系统与设备；制药
原料：制药原料药、中间体、精细化工、
化工原料、兽药原料、生物技术、化学试剂、
中药原料、饲料原料及添加剂、保健品原
料及添加剂、食品原料及添加剂、化妆品
原料及添加剂、合同外包生产及服务等

电话： 021-61200958、18616981016
邮箱： 1054348312@qq.com
网址： www.apichina.com.cn

2021 春季中国 ( 广州 ) 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31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
承办： 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广州益武茶

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茶叶；茶具；茶家具；茶饮料；茶食品；

茶保健品；茶工艺品；茶主题旅游；茶包
装及设计；茶叶采摘、制作、加工、包装
机械；种茶、制茶、茶叶保鲜及贮藏新科
技；茶叶专业市场；茶叶流通、经销、连锁、
投资融资机构；茶社、茶馆、茶休闲企业；
茶业媒体等

电话： 020-89231623
传真： 020-89231633
网址： www.teaexpo.cn

2021 广州国际鞋类、皮革及工业设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5/31—202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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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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鞋业厂商会
承办： 广州市显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50000 ㎡
内容： 机械：制鞋机械、制革机械、合成皮革

机械、皮具机、纺织机械、3D 打印设备、
自动化设备；材料：皮革、成衣皮、家私
皮、合成皮革、原皮料、鞋材、化工、配
件 / 辅料等

电话： 020-83631061
传真： 020-83631063
邮箱： toprepute@toprepute.com.cn
网址： www.toprepute.com.cn

2021 第 3 届广东 ( 广州 ) 日用百货商品博
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旭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旭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0000 ㎡
内容： 不锈钢餐具厨具：叉、勺、筷、碗、碟、盘、

保温饭盒、保鲜碗、壶、瓶、刨子、削皮器、
蒸锅、厨房置物架、烧烤炉；一次性用品：
保鲜膜、垃圾袋、水晶杯、碗、吸管、棉签、
台布、快餐盒、打包盒、鞋套；塑料制品：
收纳箱、凳子、椅子、刷子、衣架、水桶、
口杯、脸盆、密封罐、垃圾桶、真空压袋、
花盆、喷雾器、皂盒、衣叉等

电话： 020-8762898
邮箱： xuquanexpo2018@163.com
网址： www.xuquanexpo.com

2021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及智能
家居展
时间： 2021/06/09—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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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99000 ㎡
内容： 建筑电工电气：电器附件及电工材料；供

配电及能源管理；电源、仪器、仪表及工具；
电气节能改造装置；控制系统及调光设备；
开关、插座；防雷电气系统及装置；智能
建筑及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智能遮
阳系统；影音视讯系统；空调及制冷系统；
系统集成；综合布线系统；对讲监控及家
居安防等

电话： 020-38251558
邮箱： gy@abuilding.cn
网址： www.gymf.com.cn/gibt/cn

2021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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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90000 ㎡
内容： 电灯附件；电子元器件；光学组件；量度

仪器；LED 封装器材；检测仪器；LED
封装器件；LED 光源；电源、驱动及电子
元器件；LED 特殊应用；综合照明；城市
景观、建筑亮化、道路照明；光源；灯光城、
文旅照明；灯光秀、智慧路灯；家居空间、
商业空间等

电话： 020-36047630
邮箱： gy@alighting.cn
网址： www.gile.gymf.com.cn

2021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
时间： 2021/06/10—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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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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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旅游局、旅游联盟、旅游协会；组团社、

地接社、旅游批发商；景点景区、主题公园；
航空公司、航空联盟、航空代理；主题旅游、
定制旅游；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等

电话： 020-86266696
传真： 020-86266690
邮箱： vanda.weng@hmf-china.com
网址： www.gitf.com.cn

2021 广州国际水族展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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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水族产品 : 水族箱、过滤设备、照明器材、

饲料、水族药品、造景装饰、水槽沙、水
草及肥料、增氧设备、温控设备、鱼缸清
洁用具、观赏水族活体；两爬产品 : 各种
名龟、养龟场、龟饲料、药品、龟箱及周
边器材、两栖爬虫及周边用品器材；园艺
产品 : 室外喷泉、养鱼池、园林雕塑、假山、
人造草坪、花园家具、配套设施等

电话： 020-87146888
网址： www.fishgz.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应急安全博览会
时间： 2021/06/16—2021/06/1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应急管

理学会、广州市消防协会、广东省安全生
产协会、广东省应急协会、广东省气象防
灾减灾协会、广东省应急产业协会

承办： 广州海俊会展商务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立升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60000 ㎡
内容： 火灾报警设备、自动灭火设备、消防装备

器材、防火材料设备、救援处置产品、监
测预警产品、预防防护产品等

电话： 010-86203328
邮箱： market@zzhxzl.cn
网址： www.cbfe119.com

2021 第 5 届广州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6/24—202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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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连锁

经营协会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60000 ㎡
内容： 中式餐饮、西式餐饮、时尚饮品、特色名吃、

休闲食品、餐饮设备、包装材料、一站式
开店、餐饮供应链、预加盟专区；餐饮空
间板块：餐厅家具、商业空间设计、家装
连锁；教育连锁板块：学前教育、课外教
育、创新教育；新零售连锁板块：无人售
货机、( 无人 ) 便利店、智慧零售配套；
服务连锁板块：美容美发业、家政及健康
服务、住宿业及维修业等

电话： 020-3227-8818
传真： 020-86679396
邮箱： Paul.Chen@imsinoexpo.com
网址： www.jmgle.com

2021 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6/24—2021/06/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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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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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肉、禽类产品：冷冻 / 冰鲜肉、即食食品
分割肉、禽肉、禽类调理食品；机械设备：
烘培设备、烹饪设备、食品包装设备 / 材料、
食品加工设备、食品检测设备；水产海鲜：
冷冻 / 速冻水产、水产调理食品、深加工
制品；休闲食品：饼干 / 糕点 / 月饼、糖
果 / 巧克力、坚果 / 干货、膨化食品；饮
料饮品：葡萄酒 / 烈酒、啤酒、茶 / 咖啡、
饮料 /乳品、高端水；绿色有机及保健食品：
新鲜水果、蔬菜 / 干果、燕麦、谷物及豆
制品、素食、保健食品等

电话： 18926252542、020-89857249
传真： 020-89857249
邮箱： 421002021@qq.com
网址： www.gifms.com

2021 第 31 届广州汽车用品零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
时间： 2021/02/28—2021/03/0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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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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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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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7970888
传真： 010-57970999
邮箱： yasn@yasn.com
网址： www.yasn.net

2021 年第 23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建筑装
饰博览会
时间： 2021/07/08—202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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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420000 ㎡
内容： 定制家居、室内装饰、门窗、卫浴、建筑

装饰五金、机械等
电话： 18078822558
邮箱： 27197482@qq.com
网址： www.gzfair-cbd.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亚洲电力电工暨智能电
网展览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3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德国法兰克福展

览有限公司、广州博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 ㎡
内容： 智能输变电设备、电力通信与信息、智能

计量与用电管理、电工附件等
电话： 020-82562179、38390023
邮箱： buexpo@163.com
网址： www.epexpo.cpooo.com

2021 第 14 届国际 ( 广州 ) 表面处理、电镀、
涂装展览会
时间： 2021/07/26—2021/07/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中国表面工程协

会电镀分会、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广东省涂料行业协
会

承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5000 ㎡
内容： 电镀工业：电镀设备及辅助设备、电镀

原材料、电镀添加剂、电镀加工工艺、检
测设备等；涂装工业：涂装设备及辅助设



广东省

· 5 8 ·

备、涂装工程设计、涂装生产线、涂装加
工工艺、检测设备等；表面处理与智能制
造：喷涂机械人、面向表面处理的工业控
制系统、工业计算机装备、工业自动化软件、
工业通讯、工业 4.0 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
案等；机械式表面处理 ( 前处理 )：抛 ( 喷 )
丸、喷砂、拉丝、抛光、研磨等表面处理
设备及表面处理剂；真空镀膜：真空镀膜
设备及配套、真空镀膜工艺、靶材等消耗
材料、检测仪器等；工业涂料：粉末涂料、
水性涂料、交通涂料、防腐蚀涂料、UV
涂料、地坪涂料、UV 固化技术、红外线
固化技术等；环保及安全：废水处理技术
及设备、VOCs 处理技术及设备、危险化
学品回收及处理、安全生产及防护设备及
配套等

电话： 020-29193588、29193589
传真： 020-29193591
邮箱： ex360s@126.com
网址： www.sf-expo.cn

2021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暨第 6 届亚太电
池展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电池行业协会、天津市电池行业协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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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锂电行
业协会、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硕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60000 ㎡
内容： 电池与储能、电池材料及配件、电池设备、

电池回收利用、固态电池、超级电容产业、
氢能与氢燃料电池产业等

电话： 020-32373488、32382644
传真： 020-32382644
邮箱： Honestexpo@126.com
网址： www.battery-expo.com

2021 第 10 届亚太国际生物质能展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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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8000 ㎡
内容： 生物质固体燃料及设备；生物质锅炉、蒸

汽发生器、壁炉、采暖炉及生物质燃烧机；
生物质热解气化技术及设备、生物质热电、
生物质发电设备；沼气生产、发电、压缩、
液化、提纯及沼气工程等相关设备；垃圾
处理、垃圾发电、废水废弃处理、余热回
收利用等设备；生物液体燃料；秸秆利用
等

电话： 4006258268
邮箱： 1256761899@qq.com
网址： www.cnibee.com

2021 亚洲热能科技及舒适家居系统博览会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30000 ㎡
内容： 供热采暖设备；热泵、烘干干燥、空调通

风、温控设备；舒适家居系统；电能替代、
电采暖、电加热、太阳能、生物质能、地
热能、微波能、地暖产品及设备；燃气技
术及设备；水处理、泵、阀、管道、热计量、
自控与节能环保设备；余热利用、热处理、
热工材料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网址： www.heat-china.com

2021 世界太阳能光伏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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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8/16—2021/08/18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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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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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面积： 60000 ㎡
内容： 光伏电池：光伏电池生产商、电池组件生

产商、电池组件安装商；零部件：蓄电池、
充电器、控制器、转换器、记录仪、逆变器、
监视器、支架 / 追踪系统、电缆等；光伏
原材料：硅料、硅锭 / 硅块、硅片、封装
玻璃、封装薄膜、其它原料；光伏工程及
系统：移动能源、离网型太阳能光伏系统、
光伏系统集成、太阳能光伏储能技术设备
及系统、智能电网储能电站系统、太阳能
空气调节系统、农村光伏发电系统、太阳
能检测及控制系统、太阳能取暖系统工程、
光电建筑一体化技术、太阳能光伏工程过
程控制、工程管理及软件编制系统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网址： www.pvguangzhou.com

2021 华南国际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FCE 展览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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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9220050、89220100
邮箱： info@fce.cn
网址： www.cafce.cn

2021 广州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中国连锁餐饮产业联盟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5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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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8575728
传真： 020-82036160
	 3469790377@qq.com
网址： www.ai-fair.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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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命关怀

协会医养融合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养老服
务业商会、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广东
省居家养老服务协会、广东省老龄产业协
会、广东省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广州养
老服务产业协会

承办： 广东银龄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跨
采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0000 ㎡
内容： 辅助器具、智慧养老及智慧医疗、养老项

目 / 医养结合、适老化环境改造、家庭医
疗器械、中医药大健康、保健养生、健康
管理及精准医疗

电话： 18028652986
邮箱： 253734799@qq.com
网址： www.eldexpo.com

CGE 广州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暨广州国际
玻璃展
时间： 2021/09/09—202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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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玻璃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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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机电
面积： 40000 ㎡
内容： 幕墙系统：玻璃幕墙、各类金属幕墙及非

金属幕墙、幕墙板材、五金配件等相关产
品；门窗系统：防火门窗、玻璃门窗、智
能门窗、新型门窗、塑钢门窗、铝门窗、
百叶窗及五金配件等相关产品；建筑玻璃：
建筑装饰玻璃、门窗幕墙玻璃、中空玻璃、
防火玻璃、遮阳玻璃、新型节能玻璃、安
全玻璃、特种玻璃、新能源玻璃等相关产
品；材料配件类：玻璃防火材料、分子筛、
密封材料、间隔条、玻璃隔热膜、纳米涂
料涂膜、五金配件等

电话： 18922420512、020-87585873
传真： 020-87584363
邮箱： Ruihongfair@163.com
网址： www.chinaglasstecexpo.com

2021 广州世界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09—2021/09/10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香港海外入口果菜

商会、澳门蔬菜批发商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团体展区、水果区、蔬菜区、肉类区、水产区、

粮油区、调味料区及农产品加工食品综合
区、农资区、装备区、智慧种植区、畜牧
养殖区、水产养殖区、智慧养殖区

电话： 020-84225918
网址： www.wagrichina.com

第 12 届广州国际食品及饮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安全食品溯源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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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0000 ㎡
内容： 天然有机食品、进口食品、健康食品、富

硒食品、粮油制品、餐饮加盟、食品包装
及加工设备

电话： 020-84120550
邮箱： hci@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ipfe.com

第 6 届广州国际氢产品与健康展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振威展览股份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 ㎡
内容： 富氢饮用水、富氢水杯、富氢水机、富氢

水瓷、氢水棒、氢水滤芯等
电话： 020-84120550
邮箱： 2850965798@qq.com
网址： www.hweexpo.com/cn

第 12 届广州国际中医养生、理疗产品暨中
医馆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振威展览股份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50000 ㎡
内容： 中医经络养生馆、艾灸馆、中医减肥馆、

药浴养生馆、康复理疗中心等
电话： 020-84120550
邮箱： hci@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mhc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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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环博会广州展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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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给水和排污系统、水资源

管理中的机械工程和设备工程、水利工程、
垃圾管理和回收、废弃物能源化及资源化、
街道清洁与维护、场地与土壤修复、大气
污染治理、烟气净化和通风、噪声与振动
控制、环境服务、环境监测与检测、教育、
科研和技术转让

电话： 021-23521038
邮箱： ieexpo@mm-zm.com
网址： www.ie-expo.cn

2021 广州国际先进陶瓷产业链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粉体圈 ( 珠海铭鼎科技有限公司 )
承办： 珠海铭承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8000 ㎡
内容： 先进陶瓷原材料、先进陶瓷加工设备、先

进陶瓷制品等
电话： 13392955590、0756-8633680
传真： 0756-8633591
邮箱： cac_sales@sina.com
网址： www.cac-world.com

2021 广州巨浪国际金属暨冶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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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8620782
传真： 020-38620781
邮箱： julang@julang.com.cn
网址： www.julang.com.cn

第 22 届广州国际热处理、工业炉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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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各种常规热处理炉及气氛炉、真空炉、流

态床、离子渗氮设备等
电话： 13535164056
传真： 020-38620781
网址： www.heattreatmentexpo.com

2021 广州国际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品牌展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 广州市伯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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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7209192
邮箱： meiling.yang@cechina-ifa.com
网址： www.cechina-ifa.com

2021 中国 ( 广州 ) 国际渔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24—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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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环球搏

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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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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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6319008
传真： 020-66319008
邮箱： info@gzboyi.com.cn
网址： www.chinafishex.com

2021 第 7 届中国 ( 广州 ) 国际冷链设备暨
生鲜配送展览会
时间： 2021/09/24—2021/09/2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冷藏行业协会、广州环球搏毅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冷藏、冷冻设备、冷藏、冷冻运输装备技术、

保鲜 / 保温设备、冷链生鲜包装设备、冷
库及配套设备技术、制冷材料及配件及物
流装备、冷链及配送服务、生鲜电商、冷
链温控信息技术等

电话： 020-66319008
传真： 020-66319008
邮箱： coldchain-china@coldchain-china.

com
网址： www.coldchain-china.com

2021 世界水果产业博览会暨世界水果产业
大会
时间： 20210/09/24—2021/09/26
城市： 广州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主办：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促进会、广东省对外

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广东经济投资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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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0000 ㎡
内容： 连锁品牌、鲜果、果汁果饮、果干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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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电话： 15820298864
传真： 020-36657099
邮箱： 460640429@qq.com	

2021 第 7 届广州国际锂电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10/13—2021/10/15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FCE 展览集团、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电池、动力电池等
电话： 020-29198999
传真： 020-29198999
邮箱： info@zhongqiexpo.com
网址： www.battery-expo.cn

2021 第 60 届中国特许加盟展 ( 广州站 )
时间： 2021/11/26—2021/11/28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中式正餐、中式快餐、休闲饮品、特色小吃、

火锅烧烤、甜品、咖啡馆、西式餐饮、日
韩式餐饮等

电话： 010-68784990
网址： gz.chinafranchiseexpo.com

2021 年第 130 届 ( 秋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一期 )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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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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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电子及家电类、五金工具类、机械类、车
辆及配件类、建材类、照明类等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年第 130 届 ( 秋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二期 )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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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内容： 日用消费品类、礼品类、家居装饰品类等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年第 130 届 ( 秋季 ) 中国 ( 广州 ) 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 第三期 )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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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90000 ㎡
内容： 纺织服装类、鞋类、办公、箱包及休闲用

品类、医药及医疗保健类、食品类等
电话： 4000888999、020-28888999
邮箱： info@cantonfair.org.cn
网址： www.cantonfair.org.cn

2021 第 7 届广州国际 3D 打印技术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FCE 展览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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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9220050、89220100
邮箱： info@fce.cn
网址： www.gz3d-expo.com

2021 第 12 届广州国际新能源汽车工业展
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FCE 展览集团、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轿车、大巴、公交车、各旅行车、各种

纯电动特种车 ( 环卫车、电力车、邮政车、
小型客货车、高尔夫车等

电话： 020-29198999
邮箱： info@zhongqiexpo.com
网址： www.guangzhouauto.cn

2021 第 13 届广州国际充电桩 ( 站 ) 技术
设备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广州
地点：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主办： FCE 展览集团、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中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充电桩、充电机、充电柜、换电设备等
电话： 020-29198999
邮箱： info@zhongqiexpo.com
网址： www.china-eve.cn

2021 广州国际电线电缆及附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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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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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电网传媒有限
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8000 ㎡
内容： 高压线缆、弱电线缆、控制电缆、通信电

缆、特种电线电缆、线缆材料、电缆附件；
线缆制造及精加工机械、测控技术、测工程、
辅助加工材料等

电话： 020-38251558
邮箱： wire@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 wirecable.gymf.com.cn

东莞市
2021 中国 ( 广东 ) 国际名家具机械材料展
时间： 2021/03/15—2021/03/19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国际名家具 ( 东莞 ) 展览会组委会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0000 ㎡
内容： 家具生产机械、智能化及数控机械、木材

加工机械、绿色环保设备等
电话： 0769-85981127
网址： www.cifmmf.com

2021 第 45 届东莞国际名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3/15—2021/03/19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广东现代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香港家私协会、东莞名家具俱乐部、广东

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7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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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9-85900111、85980099
传真： 0769-85585780、85993663
邮箱： 3f@gde3f.com
网址： www.gde3f.com

2021 第 5 届 CIME 亚太区线缆智能智造展
暨 2021 华南线束自动化及材料展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东莞
地点： 虎门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亚太线缆人俱乐部
承办： 东莞亚太智能展示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USB4、 雷 电 4、 苹 果 PD、Type-C、

HDMI、DB 高速线缆等、端子、连接器、
线缆、线束及加工技术设备、导体、绝缘、
填充、新型材料等

电话： 18122992157
邮箱： 3479328493@qq.com
网址： www.cime360.com

2021 中国 ( 东莞 ) 国际彩盒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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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包装
面积： 30000 ㎡
内容： 印前设备、印刷设备、折叠纸盒印后加工

设备、硬盒类加工设备、塑 ( 胶 ) 盒加工
设备、纸袋设备、彩盒成品、软件、自动
化类、厂房配套设备、耗材及配件等

电话： 021-54131711
邮箱： 2623632402@qq.com
网址： www.cbpe-expo.com

2021 东莞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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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标签印刷技术协会、中国标签印刷产

业发展联盟
承办： 亨劢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20000 ㎡
内容： 标签印刷机械、印前系统、印后设备、辅

助设备、数码印刷设备供应商、防伪标签
解决方案、标签印刷配件供应商、标签标
识印刷、标签印刷耗材等

电话： 021-54155272				
传真： 021-51685454
邮箱： 295662837@qq.com	
网址： www.ilpt-expo.com

2021 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 ( 春季 )
时间： 2021/05/01—2021/05/04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现

代国际展览中心
承办： 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类汽车 ( 含轿车、越野车、商用车及特

种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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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各种汽车工业生产
的新工艺、新材料；各种汽车工业新能源
技术与产品；各种汽车工业环保技术与产
品；各种汽车用品、装饰件、美容品；各
种汽车维修设备等

电话： 0769-85981555
传真： 0769-22992793
邮箱： gdauto@163.net
网址： www.gdautoshow.com

2021 中国电子制造自动化 & 资源展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惠州智能终端制造协会
承办： 东莞惠智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85200 ㎡
内容： SMT、DIP、测试段设备、组装线设备、

包装段设备、制造环境、周边设备、信息
化及管理体系、过程材料及工具等

电话： 15007521992
传真： 0752-5310397
邮箱： yewenyuan@cmm86.com
网址： www.cmm86.com

2021 世界儿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29—2021/08/02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亚洲幼教企业联合会、亚太玩具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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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鸿
威国博会展有限公司、东莞鸿威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其他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教学设备类：仪器设备、实验室及功能教

室设备、智能教具、模型、试剂耗材、教
学用品印刷及复印设备、教学资源光盘、
优秀教学课件、特殊教育设备仪器、课堂
教育资源、教学用音乐、美术、图书及体
育设施及用品、课桌椅、幼儿园装备、舞
台设备、图书馆设备等；学生用品类：教
育图书教材、教辅、儿童读物、启智软件、
学前教育装备、益智玩具、室内玩具、校服、
学习用具等；多媒体教学类：投影机、电
子白板、液晶白板、显示设备、中央控制、
录音机、扩音机、一体机、班班通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worldkid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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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 ( 秋季 )
时间： 2021/10/01—2021/10/05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现

代国际展览中心
承办： 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类汽车 ( 含轿车、越野车、商用车及特

种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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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计算机开发
设计系统及应用技术；各种汽车工业生产
的新工艺、新材料；各种汽车工业新能源
技术与产品；各种汽车工业环保技术与产
品；各种汽车用品、装饰件、美容品；各
种汽车维修设备

电话： 0769-85981555
传真： 0769-22992793
邮箱： gdauto@163.net
网址： www.gdautoshow.com

2021 中国 ( 华南 )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展
览会
时间： 2021/10/11—2021/10/13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 ㎡
内容： 以自动化产品和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硬件、

以工业机器人为基础的智能装备、工业机
器人核心部件等

电话： 021-63811319
网址： www.iars-south-china.com

DME2021 东莞机械展暨东莞国际工业自
动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21/11/11—2021/11/14

城市： 东莞
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工业自动化技术、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

工业机器人整机与零部件、机器视觉工业
应用、AGV 无人搬运、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工业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等

电话： 13524655597
邮箱： info@cif-expo.com
网址： www.sia-dme.com

佛山市
2021 第 25 届中国 ( 顺德 ) 家电博览会暨
商用餐厨具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家电商会、顺德家电商会、慧聪集

团
承办： 佛山市慧聪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面积： 50000 ㎡
内容： 厨卫家电、生活小电、健康家电、白色家

电等
电话： 4001098896、13510795175
邮箱： sales@china-fairs.cn
网址： www.china-fairs.cn

2021 中国 ( 佛山 ) 国际橡塑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佛山
地点：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北京国威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国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河南国威国

际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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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注 塑 成 型 设 备 技 术、 机 械 手 及 滚 塑 设
备；压机、焊机、吹膜机、制袋机、凹印
机、挤出机械及挤出生产线、塑料辅助设
备、自动化智能包装机械设备、新能源产
品、电动塑料汽车及配件、塑料回收及再
生设备、瓦楞纸箱机械设备及生产加工设
备、测量、控制及试验设备、颜料及色母粒、
添加剂、塑料软包装设备及配件等

电话： 010-83326121
邮箱： hngwzl@126.com
网址： www.guoweizl.com

2021 中国 ( 佛山 ) 门窗博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0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中国木材与

木制品流通协会木门窗专委会、广东省门
业协会

承办： 佛山市中居联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 ㎡
内容： 定制门窗、建筑铝型材、系统五金、机械、

辅材、木门、整木家装、锁具五金
电话： 0757-85574345
邮箱： cndoorexpogz@126.com
网址： www.cndoorexpogz.com

2021 中国 ( 佛山 ) 国际陶瓷及卫浴博览交
易会
时间： 2021/04/18—202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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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佛山中国陶瓷城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0 ㎡
内容： 建筑陶瓷墙地砖、岩板、石材、陶瓷机

械原材料、马赛克、卫生洁具、休闲卫浴、
五金水件、家居等

电话： 0757-82521999
邮箱： cerambath@eccc.com.cn
网址： www.cerambath.org

2021FME 中国 ( 佛山 ) 机床展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佛山
地点：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佛山华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展：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

火焰切割机、水切割机；金属成型机床展：
车床、铣床、镗床、钻床、磨床、加工中
心；磨削工具展：各型面加工刀具、组合
刀具、非标刀具、涂层刀具；智能工厂展：
工业机器人整机、机器人配件、先进科技、
3D 打印等

电话： 021-60280779
邮箱： fme@5ifme.com
网址： www.5ifme.net

2021 佛山潭洲陶瓷展
时间： 2021/06/03—2021/06/07
城市： 佛山
地点：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佛山陶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20000 ㎡
内容： 陶瓷与卫浴；装备与材料：陶瓷喷墨技术

及材料、陶瓷机械设备及配件、发泡陶瓷
专业、装备和联合采购招标等

电话： 13925431547
网址： uniceramics.com.cn

2021 第 8 届华南空气压缩机展览会
时间： 2021/06/10—2021/06/12
城市： 佛山
地点：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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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广州市雅斯展览有限公司、广东省压缩机
协会

承办： 广州市雅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空压机整机：螺杆式、活塞式、固定式、

移动式、滑片式、离心式、高压式、直联
式、皮带传动式、双罐式、往复式、给湿式、
隔膜式、透平式、有油压缩机、无油压缩
机、气体压缩机、空调制冷压缩机等；空
压机配件及辅助设备：压缩空气干燥器及
过滤器、空压机零配件、空分设备、干燥
设备、净化设备、离心机、分离机、压滤
机、润滑油、压缩空气后处理设备、膨胀机、
自动露点仪、检测仪器、压力容器、气阀、
变频器、电机、冷却塔、储气筒、气源发
生装置、气源处理装置、压缩动力系统设
备及消耗品配件等

电话： 020-86800482
传真： 020-86800836
邮箱： ach_expo@163.com
网址： www.ach-expo.com

2021 广东机床展
时间： 2021/09/03—2021/09/05
城市： 佛山
地点：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佛山市运高展览有限公司、东莞市振宗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佛山市运高展览有限公司、东莞市振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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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床等
电话： 18122874468
邮箱： 2355563426@com
网址： www.gmeexpo.com

第 17 届中国 ( 佛山 ) 机械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佛山
地点： 顺德陈村顺联国际机械城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 佛山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5000 ㎡
内容： 数控机床、加工中心、车床、铣床、镗床、

钻床、冲床、制齿、模具设计及制造技
术、模具 CAD/CAE/CAM 专业系统、塑
料模、锻压模、冷冲模、压铸模等各种模
具、模具标准件、模具材料及辅料、磨具
磨料、焊接辅 ( 耗 ) 材、机电产品、泵阀、
空压机、仓储货架、叉车及起重器具、桌
面 3D 打印、工业 3D 打印设备、快速成
型设备、3D 扫描与软件、打印耗材、3D
打印技术等

电话： 0757-23300088、23816729
传真： 0757-23300089
网址： expo.machcn.com

惠州市
2021 广货时尚商品 ( 惠州 ) 购物节
时间： 2021/01/01—2021/01/20
城市： 惠州
地点： 惠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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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0-66830276
传真： 020-66830278
网址： www.bohao-cn.com

2021 惠州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2/09—2021/12/11
城市： 惠州
地点： 惠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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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会展中

心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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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 ㎡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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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工
具、量具、夹具及机床附件；塑胶机械设备、
塑机周边设备及附件；工控自动化、工业
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设备；叉车、物流及
仓储设备；节能及环保技术与设备；包装、
印刷设备及材料等

电话： 0760-85311808
传真： 0760-23324768
网址： hz.ampf.com.cn

江门市
2021 江门元旦车展
时间： 2021/01/01—2021/01/03
城市： 江门
地点： 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江门日报社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0750-3502626

2021 第 10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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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5—202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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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讯联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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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0-85338006、85311800
传真： 0760-23324768
邮箱： zs5311809@126.com
网址： www.ampf.com.cn

深圳市
2021 年第 18 届深圳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23—2021/02/0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龙岗大体育中心
主办： 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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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年货
内容： 服装服饰类：品牌服装、外贸服装、休

闲服装、箱包皮具、时尚内衣、休闲运动
鞋、男女皮鞋、童装童鞋等；绿色食品类：
糖酒茗茶、港台食品、风味食品、肉禽食
品、干果炒货、水果、粮油、腊味、水产品、
特色小吃、绿色农产品、营养健康品等；
生活用品类：家纺用品、数码电子、儿童
用品、家居用品、日用消费品等；节日礼
品类：节日礼品、工艺礼品、手工艺品、
年饰年画等

电话： 0755-33654238
网址： www.nianbohui.net

2021 第 12 届深圳迎春年货博览会、名品
服饰专卖会
时间： 2021/01/27—202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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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庆节庆
面积： 50000 ㎡
电话： 0755-29644836
传真： 0755-29649029
网址： www.liviexpo.com

2021 大湾区国际智能鞋机鞋材工业设备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2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讯通展览公司、广东省缝制设备商会、广

东省鞋机协会



广东省

· 7 0 ·

承办： 讯通展览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45000 ㎡
内容： 机械设备类：制鞋机械、合成皮机械、皮

革加工设备；袋类、箱包机械、注塑设备；
电脑辅助设备、CAD/CAM 系统；缝纫设
备及配件、激光设备、超声波设备；鞋材
皮革类：鞋材、辅料、鞋楦、鞋衬、缝纫
线、鞋类五金 / 配件；各类皮料、合成皮革、
鞋面化工、化工原料等

电话： 0852-27639011
传真： 0852-23410379
邮箱： info@paper-com.com.hk
网址： www.dfmshow.com

2021 第 21 届大湾区国际智能纺织制衣工
业设备展暨 SCISMA 第 15 届华南国际缝
制设备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2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讯通展览公司、广东省缝制设备商会、广

东省鞋机协会
承办： 讯通展览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45000 ㎡
内容： 缝前、缝后、各类缝纫机设备、纺织服装

机械、皮革箱包机械、鞋类机械、绣花机、
激光机、CAM/CAD 系统 / 吊挂系统、印
花设备、信息管理系统、超声波设备、配件、
物流等

电话： 0852-27639011
传真： 0852-23410379
邮箱： textile@paper-com.com.hk
网址： www.dtcshow.com

2021 中国冰淇淋冷食展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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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40000 ㎡
内容： 糖果、巧克力、果冻、糕饼、炒货、蜜

饯、豆制品及肉制品等休闲食品；卡通食品、
进口食品；冰淇淋、冷冻冷藏食品及低温
乳品、饮料等；原料及配料；加工及包装
设备；包装材料及印刷；模具及配套设备；
安全检测设备及物流运输服务；媒体及相
关培训机构等

电话： 010-59798028
传真： 010-58076908
邮箱： 123294619@qq.com
网址： www.bqllsz.com

第 21 届深圳 ( 春季 ) 国际汽车改装服务业
展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广州九州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智能车联：智能车载交互系统、智能平视

显示系统、智能随动盲区自适应系统、车
辆手机远程智能控制系统、触屏智能驾驶
控制系统、多屏交互娱乐系统、导航地图
/ 智能操作系统、车载智能分析仪、运营商、
车联网软件服务商、智能硬件、芯片公
司、智能辅助驾驶 (Adas、雷达 )、通讯
模块运营商；汽车电子：防盗器、倒车雷达、
电子狗、行车记录仪、轨迹倒车、中控锁、
胎压监测、远程诊断 OBD 产品、车载冰
箱、车载充电器、加湿器、咖啡壶、汽车
氧吧、降压器、电源插座、电动窗、电源
转换器、车载剃须刀、机械防盗锁、车窗
升降器、跟踪器、防睡提醒器、一键启动、
车载保险箱、电动后视镜、汽车电器及线
束等

电话： 020-38219961
邮箱： 12705832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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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aaitf.org

2021( 春 ) 深圳国际家纺布艺暨家居装饰
展览会
时间： 2021/03/07—2021/03/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纺织服装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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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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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7-82363293/82363296
传真： 0757-82363290
邮箱： rho@szjfz.net
网址： www.szjfz.net

2021( 秋 ) 深圳国际家纺布艺暨家居装饰
展览会
时间： 2021/03/07—2021/03/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纺织服装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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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30000 ㎡
内容： 窗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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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艺沙发、软床、地毯、墙纸
墙布、皮革艺术墙面装饰、家居饰品、摆件、
家纺布艺设计；家纺生产机械、工具、电
脑设计系统；家纺工具书、杂志、家纺中
介服务、网站等

电话： 0757-82363293/82363296
传真： 0757-82363290

邮箱： rho@szjfz.net
网址： www.szjfz.net

2021 第 29 届深圳春季婚博会
时间： 2021/03/13—2021/03/14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福田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婚纱礼服、品牌珠宝、

婚宴预定、蜜月旅行等
电话： 0755-83643531
网址： hbh.jhw520.cn

2021 第 18 届深圳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
会
时间： 2021/03/13—2021/03/1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英富曼会展集团
承办： 英富曼会展集团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30000 ㎡
内容： 黄金、铂金、白银首饰、珍珠、钻石、宝

石首饰、钻石、宝石、珍珠、翡翠玉石；
机械和设备、工具和技术、包装和陈列用品、
相关产品和服务等	

电话： 020-86660158
传真： 020-86677120
邮箱： info-china@ubm.com
网址： www.shenzhenjewelleryfair.com

2021 深圳时尚家居设计周暨 36 届深圳国
际家具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
承办： 深圳市德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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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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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739129
网址： www.szcreativeweek.com

2021 第 14 届中国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 /
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05000 ㎡
内容： 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铅酸

蓄电池、空气电池、超级电容器、钠硫电池、
液流电池、锂一次电池、锌锰电池、碱锰
电池、锌镍电池、锌银电池、热电池、燃
料电池、半导体温差电组件及其他新型电
池；手机、对讲机、无绳电话、笔记本电
脑、数码照相机、移动 DVD、应急照明灯、
电动玩具、UPS、铁路机车和客车、船舶
等用电池组等

电话： 022-23959049
传真： 022-23959049
邮箱： luhui@ciaps.org.cn
网址： www.cibf.org.cn

中国 ( 深圳 ) 针织品牌创新设计周暨深圳国
际针织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深圳市纺织行业协会、

深圳市中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中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70000 ㎡

内容： 针织产品、文胸、内裤、保暖内衣、家居服、
T 恤、袜子、运动装、泳装、沙滩装、纱线、
针织面料、毛巾、围巾、花边、纺织设备、
专业市场、行业服务等

电话： 0755-83228556
传真： ckiw@ckiw.net
网址： www.ckiw.net

2021 第 2 届中国 ( 深圳 ) 针织品牌创新设
计周暨深圳国际针织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广东省内衣协会、深

圳市纺织行业协会、深圳市中盛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中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70000 ㎡
电话： 0755-83228556
邮箱： ckiwexpo@ckiwexpo.net
网址： www.ckiw.net

2021 第 12 届中国国际化妆品个人及家庭
护理用品原料展览会 (PCHI)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责任有限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展览责任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及配料等
电话： 010-84556677
传真： 010-62358292
邮箱： pchi@reedsinopharm.com
网址： www.pchi-china.com

CCH2021 深圳国际教育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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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广州军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军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K12 在线教育、在线英语、在线家教、在

线培训等
电话： 86-020-61218636
邮箱： 529055499@qq.com

CCH2021 第 9 届深圳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世界饭店联合会
承办： 广州军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电话： 020-82003189
邮箱： gzjunchuang@163.com
网址： www.gzjc8888.com

2021ITES 深圳工业展暨第 22 届 SIMM 深
圳机械展
时间： 2021/03/30—2021/04/0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深圳市协广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深圳市环

悦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40000 ㎡
内容： 数控机床及专用设备、核心工业技术与自

动化应用、机械零件及工业要素、3C 电子、
汽车制造、医疗器械、新能源技术、模具
五金加工、光通信、半导体、物流运输、
包装印刷等

电话： 13431538257、0769-83908630
传真： 0755-83458708		
邮箱： tsong@globalsources.com
网址： www.iteschina.com

2021 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 ( 深圳 ) 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广东省玩具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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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婴儿手推车及附件、学步车、自行车、汽

车安全座椅、电动童车、滑板车、三轮车；
育婴用品、婴儿喂养用品、婴儿护肤及沐
浴产品、婴儿口腔护理、婴儿尿片、婴儿
湿纸巾、孕妇用品、护理 / 哺乳垫及配件、
孕产服饰；婴儿床及配件、婴儿床上用品
及配件、婴儿安全围栏、婴儿家具、婴儿
餐具、家居装饰品、家居用品、家纺产品
等

电话： 020-66842210、83587037
邮箱： baby@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 cn.chinababyfair.com

2021 国际授权及衍生品 ( 深圳 ) 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广东省玩具协会、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法兰克福展览 ( 香港 ) 有
限公司

承办：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动漫 IP 授权、授权衍生产品、文创授权、

品牌授权、运动授权、名人授权
电话： 0852-22389932
邮箱： peony.yu@hongkong.messefrank-

furt.com
网址： www.chinababyfair.com

2021 第 7 届深圳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01—2021/04/04
城市：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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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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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45000 ㎡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饲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技术等；宠
物用品：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容
用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宠物医疗：
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保
健护理用品、生物制品、处方饲料、检测
试纸及试剂等；水族产品：水族箱、过滤
设备、照明器材、水族药品、造景装饰、
水槽沙、水草及肥料、增氧设备、温控设备、
鱼缸清洁用具、加热棒、鱼饲料、喷水设备、
护理产品等；活体宠物：犬、猫、兔、仓鼠、
鸟、观赏鱼等活体动物等

电话： 0755-33654238
传真： 0755-83206072
网址： www.szpetfair.com

2021 第 19 届深圳国际 LED 展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LED 显示屏：小间距屏、租赁屏、透明屏、

创意屏、控制系统、LED 电视及相关套件
等；LED 广告光源：发光字、标识、模组、
灯箱、灯条、护栏管、霓虹灯、控制器及
电源等

电话： 0755-26917607
邮箱： sign-trust.cn@informa.com
网址： www.ledchina.com

2021 深圳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展览会暨高峰
论坛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中国电子器材总

公司
承办： 扎雅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5000 ㎡
内容： 纳米新材料、微纳制造、纳米生物与医药、

纳米环保清洁、分析与检测、其它纳米材料、
技术及新材料等

电话： 13661794090、13917334429
网址： www.nmclexpo.com

INS 2021 中国 ( 深圳 ) 国际网络信息安全
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信息安全联盟、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促进会、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安全协会
承办： 欧曼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商用密码应用、数据库安全、文件传输加密、

密钥管理与密钥恢复、计算机密钥、防复
制软盘、加密存储设备、加密计算机与保
密通信等；网络安全与访问控制；可信计
算、可信软件、信息对抗、网络取证、信
息安全管理、容灾备份、网络编码、电子
商务安全、网格安全、数字内容安全、信
息隐藏与数字水印、电子印章、电子签名、
电子标签读写及授权；虹膜识别、视网膜
识别技术、声音识别技术、指纹识别系统、
手形掌纹识别技术、静脉识别技术、面相
识别技术、笔迹识别技术印章识别等；其
它以及商用密码、信息加密、生物识别在
金融、证券、税务、国防、公安、政府等
领域的应用经验及案例等

电话： 021-59780182
邮箱： 2172199780@qq.com
网址： www.ins-expo.com

2021 深圳国际电磁兼容与微波天线技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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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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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雅展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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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 屏
蔽材料、导电化合物等

电话： 021-54387881
邮箱： jw_expo@126.com
网址： www.szyjlsjm.com

2021 深圳国际嵌入式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嵌入式系统展览会组委会
承办：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与工具；嵌入式硬

件工程技术：MCU、元件、工业计算机
及配件；嵌入式与物联网安全；行业智能
系统与物联网解决方案等

电话： 021-67641180
传真： 021-51862460
邮箱： 2573929581@qq.com
网址： www.ese-expo.com

2021 深圳国际大数据与存储峰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励科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励科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0000 ㎡
内容： 大数据与云计算应用：大数据与云计算

应用于安防、金融、制造业、农业、能源、
交通、扶贫、零售、教育、家电、游戏等
行业解决方案；云服务、边缘计算、云管
理与迁移服务、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
云计算适用芯片和软件平台开发等构建技
术及产品等

电话： 16621727992
邮箱： chenth@likexpo.com
网址： www.likexpo.com

2021 第 34 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4/13—2021/04/16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

会、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广东省塑料
工业协会

承办：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3D 技术、辅助设备、吹塑机、挤出机及

挤出生产线、注塑机、综合自动化设备、
预加工、回收利用机械及设备、修饰、装潢、
印刷及印标机械及设备、泡沫、反应或增
强树脂机械、测量及试验设备、模具、热
流道、零部件、其他加工设备等

电话： 02133255649	
邮箱： chinaplas@adsale.com.hk
网址： www.chinaplasonline.com

2021CCEE( 深圳 ) 雨果网跨境电商大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雨果网果网	
承办： 厦门西西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数码家电、灯饰照明、鞋服箱包、消费电子、

运动户外、母婴玩具、美容个护、五金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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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建材、家居百货、宠物文具、新材料
等

电话： 021-80370547、13167028283
邮箱： YGexpo@126.com
网址： www.cifnews.com/active

2021 中国 ( 深圳 ) 国际品牌内衣展览会
时间： 2021/04/19—202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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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塔苏斯展览传媒集团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82500 ㎡
内容： 文胸、功能内衣、保健内衣、保暖内衣、

家居服、睡衣、运动型内衣等
电话： 0755-88606786
邮箱： chenmiaomiao@siuf.com
网址： www.siuf.com

2021 科隆世界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承办：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精细食品乳制品、肉类、甜食及休闲食品、

乳制品、精细食品等
电话： 021-63906161
传真： 021-63906858
邮箱： andy.ren@koelnmesse.cn
网址： www.anufoodchina.cn

2021 第 29 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礼品、工
艺品、钟表及家庭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25—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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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陶瓷餐桌用品水晶及玻璃器皿；玩具；珠

宝及时尚饰品；家庭用品床上用品厨房用
品家居装饰品；电子及电器；运动休闲旅
游用品箱包皮具；包装纸制品；钟表；文
具及文化用品、钱币及收藏品；烟具及打
火机美容工具；礼品工艺品促销广告类赠
品等

电话： 0755-33989240、13798467669
邮箱： fengdongming@163.com
网址： www.giftsfirsz.com

2021 年第 7 届深圳国际移动电子展览会
时间： 2021/04/25—2021/04/2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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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设备
内容： 游戏无人机、家庭陪护机器人、智能穿

戴、家庭音响、娱乐影音设备、智能投影
仪、VR/AR、平台电脑及周边产品；个人
生活 PC 类电子、小风扇、个人美容护理、
个人美发、电子按摩仪、电动牙刷、电动
剃须刀、智能香熏灯等；户外运动健康产品、
个人代步车、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及
轻型电动摩托车；电子烟、礼品套装、加
热不燃烧、烟油、包装、生产设备等

电话： 4006807088
邮箱： info@reedhuabo.com
网址： www.reedhuabo.com

2021 深圳国际航空航天高新技术工业展洽
会暨深圳国际民用航空技术及产品展洽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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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法国 ABE 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法国
BCI 国际商务集团、深圳市对外经济贸易
与投资发展促进会

承办： 深圳航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航空电子、机载设备、发动机及部件、航

空复合材料、飞控系统、机体部件等
电话： 0755-83118880
邮箱： aeromartchina@163.com
网址： www.aeromartchina.com.cn

2021 第 13 届中国气象科技展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气象学会
承办： 旻生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湖南旻生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公路铁路用气象装备；气象预报预测精准

度；气象大数据处理；气象整体解决方案；
地面气象监测设备和自动气象站系统：高
空精确气象探测、太阳辐射测量系统、微
波辐射计、防除冰技术、防除冰系统产品、
蒸发测量系统；能见度测量仪、气溶胶测
量仪、传感器 ( 温度、湿度、风力 ) 等；
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气象监测 ( 检测 )
车辆、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可视化系统；
高空气象探测设备；气象雷达；气象卫星
原子钟；遥感遥测；机场港口用气象装备；
气象方舱；极端天气 ( 灾害 ) 预警系统；
大屏幕显示系统：气象灾害预警监测发布
系统：预警广播系统：气象预警显示终端：
中长期预报技术；建模和模拟技术；气象
服务软件；气象相关的仪器仪表与设备；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等

电话： 18917352889
邮箱： jack.cai@minshengexpo.com
网址： www.mh-expo.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水文水资源技术与装备

展览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市水文协会深圳市水务学会、全球气

象水文企业协会 (HMEI)、中国气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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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监测仪器、高精度温盐深仪、水质

监测设备、地质水文勘测设备、水情预报、
在线监测技术、自动水文站装备、水文缆车、
自记水位计、自动记录和测绘装置、地下
水和地表水监测技术装备、水文水井钻探
技术装备、无人机、遥控船、ADCP、电
波流速仪、泥沙测验设备、电波流速仪、
三维激光扫描仪、光电颗分仪、多波束水
下地形测量仪、、水质移动实验室和便携
式监测设备、水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水质实验室检测分析仪器装备、水质数据
分析评价系统、水质自动采样器、视频采
集设备、红外测距仪、水质样品储藏设备、
巡测船、巡测车、经纬仪全站仪、绘图仪、
水准仪、流速仪、泥沙测验颗分设备、河
床质采样器、非接触式速仪、流速测算仪、
ADCP、采样器、侧沙仪、超声波测深仪、
渠道、管流流量监测设备、污水流量监测
设备、防汛车、泥沙颗分仪器水库河道测
绘仪器装备等

电话： 021-54375929、18701903309
邮箱： sen.cai@minshengexpo.com
网址： www.grfexpo.com

2021 第 15 届中国防雷技术与产品展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气象学会 (CMS)、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CAST)
承办： 旻生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湖南旻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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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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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工程、防雷产品和器
件；闪电定位技术与设备；电磁兼容技术
与产品；降阻剂、防雷、低电模块；防雷、
防静电检测技术与设备；防雷装备用元器
件；测试试验用仪器；防雷接地技术和产
品；其他相关技术与产品

电话： 18917352889
邮箱： jack.cai@minshengexpo.com
网址： www.cmheexpo.cn

2021 第 11 届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生命科技行业协会、深圳市中医

药服务协会、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丽腾会展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博信通 ( 上海 ) 展览服务中心、尹宸会展
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健康食品、健康用品、运动健身、健康美容、

个人健康护理用品、健康睡眠、健康旅游
展区等

电话： 021-34780939
邮箱： yinuo_zl@163.com
网址： www.hleexpo.com

中国国际酒店投资加盟及特许经营系列展
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内容： 国际、国内高端连锁酒店；国际、国内终

端连锁酒店；国际、国内经济型连锁酒店；
旅游目的地、度假村；长短租公寓；客栈
民宿；精品酒店等

电话： 021-62898830
邮箱： info@jjexpo.cn
网址： www.chinahfe.cn

2021 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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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9—2021/06/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筑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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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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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8629938、13718912568
邮箱： cuiyang@zhuyitai.com
网址： www.chccchina.com

2021 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
博览会
时间： 2021/06/29—2021/07/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广东省激光行业

协会、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承办： 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 ( 深圳 ) 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 ㎡
内容： 激光器与光学材料及元器件、激光智能

制造加工、激光加工应用技术、激光器与
发光元件、光学与精密光学、集成自动化、
风电设备及技术应用等

电话： 021-20557138
邮箱： Darren.kong@h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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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laserfair.cn

2021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29—2021/07/0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

海 ) 有限公司、东浩兰生·上海工业商务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60000 ㎡
内容： 金属加工与数控机床、激光技术、新材

料、节能与工业配套、工业自动化、机器人、
机器视觉、数字工业、信息技术等

电话： 020-89203037
邮箱： jessica.lin@hmf-china.com
网址： www.sciif.com

2021 第 19 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
磁性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7/01—2021/07/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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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各类电机、各类制造及测试设备、各类磁

性材料制品及生产检测设备等
电话： 020-29193588、29193589
传真： 020-29193591			
邮箱： ex36008@126.com
网址： www.motor-expo.cn

2021 深圳国际线圈工业、电源电子变压器
及绕线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7/01—2021/07/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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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绕线机配件、送丝机、包胶机、焊锡机、

浸渍机、整形机、检测仪器设备、各类测
试设备等

电话： 020-29193588、291935868
传真： 020-29193591			
邮箱： ex36008@126.com
网址： www.ex360.com/etexpo

2021 深圳国际粉末冶金及硬质合金、先进
陶瓷展
时间： 2021/07/01—2021/07/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香港智展展览有

限公司
承办：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3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粉末冶金原料、硬质合金原、辅材料、粉

末冶金与硬质合金生产设备、粉末冶金制
品、硬质合金制品、检测设备及技术等

电话： 020-29193588、29193589
传真： 020-29193591			
邮箱： ex36008@126.com
网址： www.pmccexpo.com

2021 深圳国际酒店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7/01—2021/07/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广东佛兴英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佛兴英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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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桌面用品展区：不锈钢餐具、竹木餐具、
陶瓷餐具、玻璃餐具、美耐皿餐具、料理
用具、酒精炉、玻璃器皿、玻璃转盘、金
银器、筷子类；厨房餐饮设备用品展区：
中西厨设备、厨房炉灶、宴会餐炉、不
锈钢厨具、电磁炉、快餐设备、烘焙设
备、制冷设备、冷藏柜、保鲜柜、保鲜
膜、保鲜铝箔、食品机械、洗碗机、制冰
机、热水器、排风设备、环保设备、啤酒
设备；清洁及洗衣设备展区：洗地机、抛
光机、擦地机、电子打泡箱、吸水机、吹
风机、吸尘器、垃圾桶、尘推、地垫、清
洁剂、洗涤剂、洗手液、皂液机、干肤器、
石材护理设备、空气清新机、洗衣房设备
等

电话： 15914335058
传真： 020-31701215
邮箱： 1210997150@qq.com
网址： www.china-hotshow.com

中国 ( 深圳 ) 智能家居及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21/07/03—2021/07/0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深圳报业

集团、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20000 ㎡
内容： 智能家居、智能建筑及电工电气、AIOT

解决方案、定制家居、墙体装饰、木工机
械及工具等

电话： 18078822558
邮箱： 27197482@qq.com
网址： www.gzfair-cbd.com

2021 时尚深圳展
时间： 2021/07/07—2021/07/09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服装行业协会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10000 ㎡
内容： 箱包、鞋履、配饰、家居用品等
电话： 4008329333
邮箱： info@fashionszshow.com
网址： www.fashionszshow.com

2021 深圳焙烤展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钦诺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钦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烘焙原料、烘焙产品包装解决方案、烘焙

设备、家用烘焙产品及家用烘焙产品生产、
烘焙相关实验室与检测设备、烘焙店、饼
干店、甜品店、巧克力糖果店等

电话： 15298662199
传真： 1280713928
邮箱： 1280713928@qq.com
网址： www.hongbeiexpo.com

2021 第 9 届深圳国际 IP 授权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12—2021/08/14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前域文化展览 ( 深

圳 ) 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前域会展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50000 ㎡
内容： 卡通形象、影视、游戏、文旅、吉祥物、

人物角色、艺术作品、体育、时尚生活、
运动、汽车、娱乐、博物馆文创等 IP 展示；
主题乐园、购物中心、玩具、文具、出版物、
IP 美陈、VR/AR、礼品家居、服装服饰、
食品、珠宝、游乐设备、数码电子、婴童
幼教用品、箱包等衍生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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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55-83350303
传真： 0755-83360303
邮箱： 3184877200@qq.com
网址： www.0086L.com

2021 第 6 届中国 ( 深圳 ) 华人华侨产业交
易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
承办： 深圳市侨交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广

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 ㎡
内容： 新经济展区——“城市 + 产业”；粤港澳

大湾区 9+2 城市联合展区；无废城市装备
技术展区主题；新零售展区——全新“人
+ 货 + 场”组合；全球网红 IP/KOL 展区；
电子潮玩展区；海外潮品展区；新技术应
用潮域展区

电话： 4008110220、15889601356
邮箱： Service@octf.cn
网址： www.octf.cn

2021 第 16 届国际物联网展 · 深圳站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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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联网

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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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0 ㎡
内容： 感 知 层：MEMS、RFID、 智 能 卡、 传

感器、条码、生物识别、视频监控；网
络传输层：NB-IoT、LoRaBluetooth、
2G/3G/4G/5G、eSIM、ZigBee、GPRS、
WIFI、UWB、Z-wave；运算与平台层：
云计算、边缘计算、云平台、大数据与数

据安全、人工智能；应用层：实时精准定位、
智慧零售、工业 4.0、智慧物流、智慧城市、
智能家居等

电话： 0755-86227055、18676385933
邮箱： cjh@ulinkmedia.cn
网址： www.iotexpo.com.cn

2021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学分会、博寒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上海励悦展览服务中
心

承办： 中国热设计网、北京新材料技术协会、深
圳市艾邦智造资讯有限公司、粉体圈

行业： 其他
内容： 高功能薄膜、保护膜、胶粘带等
电话： 021-56698188			
邮箱： 792898421@qq.com					
网址： www.bopp-expo.cn

2021 深圳国际点胶喷涂自动化及焊接展览
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2021 深圳国际点胶喷涂自动化及焊接展

览会组委会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 ㎡
内容： 点胶设备、喷涂设备、点胶专用器材、锡

焊机、配套设备、配件及测试技术等
电话： 021-34780939
邮箱： yinuo_zl@163.com
网址： www.szasexpo.com

2021 深圳国际连接器、线缆线束及加工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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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香港贸发展览集团、深圳自动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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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1626920、021-51210329
邮箱： ich@oemao.com
网址： www.ich-expo.com

2021 第 11 届深圳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
人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深圳自动化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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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 ㎡
内容： 工业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部件、工业自动

化核心智能系统、工业电气及机械零部件、
智慧物流 AGV 产品及系、工业装配及非
标设备定制、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电话： 13506139970
邮箱： 15002173354@163.com
网址： www.are-expo.cn

2021 第 11 届深圳国际 3C 自动化装配与
测试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深圳自动化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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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3C 电子自动化加工技术及智能装备、为

包括手机通讯、家用电器、平板电脑、数
码相机、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VR/AR
设备终端、娱乐机器人、无人机、汽车电

子等产品领域及集成电路、电路板、液晶
模组、背光模组、触摸屏、外壳、电池、
摄像头等电子零部件制造领域提供一站式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电话： 13262961668
邮箱： 1120773060@qq.com
网址： www.3c-ate.com

2021 第 7 届深圳国际半导体石英材料及制
品应用展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电子学会材料学分会、上海氟伦展览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电子学会材料学分会、上海氟伦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40000 ㎡
内容： 半导体石英：石英玻璃、电容器陶瓷、高

纯石英材料、电子级石英材料、半导体陶瓷、
绝缘陶瓷、热释电陶瓷、石英舟、石英缸、
石英加热槽、石英花篮、石英晶片、石英
舟架、二次加料设备、石英异性件等；石
英玻璃：石英隔热板、石英烧瓶、石英器皿、
石英盅、石英罩、石英灯管、石英毛细
管、石英 T 件、石英陶瓷、石英仪器、石
英蒸流塔、石英砖、石英烧杯、石英球碗
等；石英特殊制品：石英棉、石英纤维制品、
玻璃棉、石英陶瓷棉、光学镜片、石英镀
膜玻璃、有色滤光玻璃、超大石英管、超
大石英片、磨沙石英件、K9 玻璃、有色
石英管等；石英沙、石英砣、气炼管、连
熔管、进口沙、进口管材、石英毛片、石
英抛光片、石英棒石英石；石英生产设备：
石英矿粉碎机、酸洗设备、石英沙烘干设
备、打砣机、拉管机、放管车床、复拉管
设备、电弧坩埚设备、切割设备、双面磨
平机、抛光机、成型车床、退火炉、石墨
制品、石英晶体谐振器；振荡器、石英頻
率元件、切割片 / 金刚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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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59250197
邮箱： shfulunzl@yeah.net
网址： www.bdtsyclzp.com

2021 第 4 届 5G 加工产业链展览会暨精密
陶瓷展览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艾邦高分子科技有限

公司
承办： 艾邦智造资讯有限公司、东莞市世贸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20000 ㎡
内容： 5G 通讯设备及智能终端：通信基站、路

由器、手机、笔电、智能穿戴、新消费类
电子等；5G 材料：工程塑料、氟材料、树脂、
玻璃纤维、阻燃剂、空心玻璃微珠、助剂
填料；散热材料：导热石墨膜、导热界面
材料、导热硅胶、导热双面胶、导热凝脂、
石墨烯、吹胀板、半固态压铸、热管 / 均
热板；屏蔽材料：导电布、导电橡胶、导
电泡棉、导电涂料、吸波材料、金属屏蔽器、
导电屏蔽胶带等

电话： 18319055312
邮箱： jyg@polytpe.com
网址： www.cmpe360.com

亚洲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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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4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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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317010

传真： 2122317181
邮箱： julia.gu@reedexpo.com.cn
网址： www.nepconsouthchina.com

2021 汽车电子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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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展博览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 ㎡
内容： 车身电子展区、智能网联技术展区、自动

驾驶展区、测试技术展区、新能源汽车技
术展区、汽车材料展区

电话： 2122317111
邮箱： arick.li@reedexpo.com.cn
网址： www.automotiveworld.cn

2021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时间： 2021/09/01—2021/09/03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

限公司
承办：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60000 ㎡
内容： 信息通信、激光、红外、紫外、精密光学、

镜头及模组、传感等
电话： 0755-86290901
传真： 0755-88242599
邮箱： cioe@cioe.cn
网址： www.cioe.cn

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
展览会
时间： 2021/09/09—2021/09/1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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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新之联
伊丽斯 ( 上海 )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 ㎡
内容： 材料、粉末冶金、增材制造、前处理以

及后处理等全产业链的前沿的技术、设备、
产品以及解决方案

电话： 020-38251558
邮箱： formnext-pm@china.messefrank-

furt.com
网址： formnext-pm.hk.messefrankfur t .

com

2021 第 3 届深圳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博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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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时代

公关顾问 ( 香港 )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 ㎡
内容： 静态葡萄酒、加强型葡萄酒、起泡酒、烈酒、

精酿啤酒、各式酒具等
电话： 0755-88312100
邮箱： lydia.xu@cetimes.com
网址： www.toewine.com

中国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深圳市

绿色产业促进会、深圳市农产品国际流通
协会、深圳市绿然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市农产品国际流通协会、深圳市绿然
展业投资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粤港澳大湾区品牌农业展区、“精准扶贫”

成果展区、全国区域品牌农业展区、“一

带一路”生态原产地产品及进口食品展区、
智慧农业及农业高新技术展区、大健康及
手信产品展区、绿色产业与现代农业种子
展区

电话： 0755-25476097、82373971
传真： 0755-82373944
邮箱： 2976708713@qq.com
网址： www.szigie.com

第 15 届深圳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际华展览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 ㎡
内容： 塑料类、化工原料与助剂类、塑料机械类、

橡胶、弹性体与机械类、塑料回收再生技
术设备类等

电话： 021-52270816
传真： 021-52270819
邮箱： jihua@jihuaexpo.com
网址： www.szplas.net

2021 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10/28—2021/10/3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新馆 )
主办：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慕尼

黑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先进激光制作技术、高端智能装备、先进

光源等
电话： 021-20205500
传真： 021-20205688
邮箱： sherry.jin@mm-sh.com
网址： www.lasersouthchina.com

2021 第 15 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金融博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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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11/08—2021/11/10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 深圳市银行业协会、深圳市证券业协会、

深圳市保险同业公会、深圳市投资基金同
业公会、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深圳市金
融办、深圳银监局、深圳证监局、深圳市
证券交易所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0000 ㎡
内容： 银行展区；证券、基金、期货及保险展区；

证券、基金、期货及保险展区；科技金融
展区；金融技术设备展区等

电话： 021-31201953
邮箱： lizhi@financeshow.cn
网址： www.financeshow.cn

2021 亚洲橡塑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塑胶行业协会、广东省经济投资促

进会、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广
东省粤港经贸合作交流促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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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通用塑料、工程塑料、改性塑料、色母粒、

热塑性弹性体、再生塑料等
电话： 4006258268
网址： www.asiaplasexpo.com

2021 第 13 届深圳国际品牌特许加盟展览
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深圳市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深圳市品牌促进会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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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4586038
网址： www.sztxjmz.com

中国 ( 深圳 )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深圳
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 文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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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展示国内、国际文化产业项目及产品
电话： 0755-83521188
网址： www.cnicif.com

中山市
2021 第 26 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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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灯饰之都 ( 中

山 • 古镇 )
承办： 中山古镇灯都博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5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灯饰、室内及户外照明、设备、智能家居、

建材、软装等
电话： 0760-22353188
传真： 0760-22359619
邮箱： Jade.Deng@informa.com
网址： www.jia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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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21 届中山机床模具及塑胶机械展
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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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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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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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工
具、量具、夹具及机床附件、塑胶机械设备、
塑机周边设备及附件、工控自动化、工业
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设备、叉车、物流及
仓储设备、节能及环保技术与设备、包装、
印刷设备及材料等

电话： 0760-85311808
传真： 0760-23324768
邮箱： zs5311809@126.com
网址： zs.ampf.com.cn

2021 第 27 届中国 • 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
( 秋季 )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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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灯饰之都 ( 中

山 • 古镇 )
承办： 中山古镇灯都博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灯饰、室内及户外照明、设备、智能家居、

建材、软装等
电话： 0760-22353188
网址： www.jiagle.com

珠海市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珠海
地点： 中国珠海国际航展中心
主办：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

员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承办：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

导航系统等
电话： 0756-3233175
网址： www.airshow.com.cn

2021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暨全球水产养殖
大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珠海
地点： 待定
主办：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长城国际展览

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育苗与良种、养殖网箱、水产养殖病害防治、

拦网设施等
电话： 010-65067227
邮箱： cappmaexpo@126.com	
网址： www.apaexpo.com.cn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2021 年华南元旦车展
时间： 2021/01/01—2021/01/03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华南城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年第 22 届广西广告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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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广西标识行业协会
承办： 南宁南春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UV喷印设备、写真机、雕刻设备、切割设备、

影像设备、图文设备、印刷设备、喷码设备、
打标机、工业刻字机、贴标机、装裱、拼
接、条幅机、丝网印刷、热转印设备及其
他相关设备等；喷绘布、灯箱布、反光材料、
墨水、各种板材与有机玻璃、展览展示器材、
广告设备零配件等

电话： 0771-2865401、2865402
	 13481154445
传真： 0771-2865401
邮箱： nanningnanchun@163.com
网址： www.nanchunhz.com

2021 第 15 届广西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
暨反恐警用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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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消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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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装备反恐应急装备、

智能家居产品、智能交通智能停车产品等
电话： 0771-5625479
传真： 0771-5625479
邮箱： lingjiezhanlan@163.com
网址： www.gxylxx.com

2021 年第 32 届北部湾广西医疗器械展览
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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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林杰商务策划有限公司、广西南宁力
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8000 ㎡
内容： 诊断治疗设备：X 线诊断设备、功能检查

设备、超声诊断设备、心脑电监护设备、
医学诊断设备、实验室设备及生化分析仪
器、内窥镜系统、五官科设备、神经科设备、
手术器械、理疗仪器、整形美容设备、激
光治疗设备、低温冷冻治疗设备、血透设备、
骨科器械、眼科诊断设备、眼科激光治疗
设备、急救器械、远程诊断治疗方案等；
互联网＋移动医疗：移动云端、穿戴医疗、
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康复养老等

电话： 0771-5625479
传真： 0771-5625479
网址： www.gxylxx.com

2021 中国 - 东盟博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3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务部、文莱工业和初级资源部、柬

埔寨商业部、印度尼西亚贸易部、老挝工
业贸易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缅甸商务部、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新加
坡贸易及工业部、泰国商业部、越南工业
贸易部、东盟秘书处

承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休闲食品、清真食品、保健食品、冷冻 /

冷藏食品、调味品等
电话： 0771-12343
邮箱： service10@caexpo.org
网址： www.caexpo.org

广西 - 东盟食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21/10/16—2021/10/18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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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广西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南宁市食交会商务服务中心、南宁环博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 ㎡	
内容： 名优农副产品、粮油、饮料、乳制品、茶、

调味品添加剂、综合食品、食品加工包装
机械	

电话： 15078818775	
邮箱： guangxishipin@163.com	
网址： www.gxspw.com.cn	

第 25 届南宁国际学生用品交易会暨 2021
中国 • 东盟南宁国际教育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广西分会
承办： 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南宁市教育局、

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广西东博会场馆运营有限
公司、广西东博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0771-2212085
传真： 0771-2212501
网址： nnispf.gxexpogp.cn

第 19 届 广 西 - 东 盟 食 品 糖 酒 博 览 会 暨
2021 广西扶贫产品订货大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食品工业协会、广西国际商会
行业： 食品饮料

2021 海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宁
地点：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西贸促会

承办： 广西国际商会
行业： 其他
内容： 展示5G融合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与大数据；物联网及传感技术；边
缘计算；通信互联；安防及信息安全；智
慧城市；数字化工厂；区块链技术；AR/
VR；新型平板显示等软硬件产品等

电话： 0771-5772853

贵州省
贵阳市

2021 年第 9 届华展贵州广告节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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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30000 ㎡
内容： 喷印设备展区 : 户内外数码喷绘设备、写

真设备、UV 平板打印机、数码纺织印花
机、热转印设备、条幅机、冷裱机、拼接
机、覆膜机、喷印相关耗材及配件等；
雕刻设备展区 : 数控雕刻机、激光雕刻机、
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弯字机、激
光焊字机、刻字机、开槽机、抛光机、雕
刻刀具及相关配件等；标识灯箱展区 : 标识、
标牌、灯箱、铝型材、展示器材、LED 亮
化标识、装饰材料、数字标牌、标识灯箱
胶水、单立柱高炮、三面翻等；LED 展
区 :LED 显 示 屏、LED 照 明、LED 广 告
光源、LED 封装、LED 芯片、LED 控制
系统及 IC、LED 制造设备及检测仪器等

电话： 028-86131990、13666227043

2021 国中国 ( 贵州 ) 国际煤炭机械展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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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贵州省矿业行业商会
承办： 中煤国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2021 第 16 届中国 ( 贵阳 ) 国际润滑油、脂、
养护用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润滑油行业协会、天津市润滑油脂

协会
承办： 北京鼎成创赢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车船用润滑油、脂 : 柴油、发动机油、润

滑脂、车辆齿轮油、船用润滑油、摩托车
润滑油；工业润滑油、脂 : 液压油、齿轮油、
压缩机油、真空泵油、传导油、电器用油、
橡胶专用油、导轨油、导热油、冷冻机油、
链条油、食品级润滑油、轴承油、变压器
油、减震器油、高温润滑油、通用油、针
织机油、阻尼油、金属调质剂、设备用油
脂、其他工业用油等；添加剂：抗氧抗腐剂、
抗磨极压剂、催化剂、抗氧防胶剂、增稠
剂、防锈剂、降凝剂、破乳剂、金属钝化
剂、粘度指数改进剂、消泡抗泡剂、复合剂、
PH 值调节剂、极压剂、清净分散剂、其
他添加剂等

电话： 18518787799、13581675251
传真： 010-69727670
邮箱： luexpo@luexpo.com
网址： www.luexpo.com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贵阳 ）
时间： 2021/05/26—20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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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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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贵州省
商务厅、贵州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办公室、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络电
视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
会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智慧城市、大数据金融、大数据营销、移

动互联网、车联网、大数据健康等
电话： 0851-87989676
传真： 0851-87989676
邮箱： zhaozhan@bigdata-expo.org
网址： www.bigdata-expo.cn

2021 年第 21 届贵阳美博会
时间： 2021/06/24—2021/06/26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华夏至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贵州华夏至美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奇卓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护肤品、美体养生产品及仪器、保健

品、水疗 SPA 产品及设备、美发美甲产
品及工具、原料、OEM/ODM 等供应链
产品、医疗仪器、包装制品等；日用化妆
品、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彩妆、香水及
包装制品等；洗护染烫产品、发制品、养
发育发产品、发用饰品、美发设备、用具类、
仪器类、沙龙家具、专用工服、织品等

电话： 0851-85756278、13758210753
邮箱： 2831536993@qq.com
网址： www.china-expo100.com

2021 中国 ( 贵州 ) 橡胶塑料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7/28—2021/07/30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塑料工业协会丶贵州橡胶行业协会
承办： 龙威国际展览 ( 贵州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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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橡胶机械设备：橡胶产品制造和测试用

成套设备、单机及技术等；橡胶原材料：
天然胶、合成胶、骨架材料、热塑性弹性
体、再生胶及胶粉、混炼胶等；橡胶助剂：
各类橡胶用助剂、炭黑、填充剂等；非轮
胎橡胶制品：轮胎、力车胎、胶管、胶带、
汽车用橡胶制品、矿山工程用橡胶制品等；
挤出机械及挤出生产线；塑料辅助设备等

电话： 4009602660
传真： 0851-84111099
邮箱： 540176851@qq.com
网址： www.guizhoulongwei.com

2021 年第 11 届贵阳美容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24—2021/06/26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贵州省

保健科技协会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个人护理、美容美发、医美等

2021 第 5 届贵州贵阳建博会
时间： 2021/08/06—2021/08/08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中高端家居产品及智能家居产品

中国国际 ( 贵阳 ) 畜牧业交易会
时间： 2021/08/20—2021/08/2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贵州省畜牧兽医学会、贵州省饲料工业协

会、贵州省禽业协会、贵州省牛羊产业协会、
贵州省养猪行业协会、贵州省肉类行业协
会、贵阳尚牧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市千裕展览有限公司、贵阳尚牧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 ㎡
内容： 国内外种畜禽、商品畜禽养殖及其生产资

料等；兽药、疫苗、动物保健品及兽药生产、
加工、包装机械、设备、材料、兽医器械等；
饲料 (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特种饲
料等 )、饲料加工机械设备及配件、饲料
质量检测仪器设备、微机控制系统及软硬
件、饲料配方技术、饲料科技等

电话： 0371-55983801
传真： 0371-55983802
邮箱： 3068236040@qq.com
网址： www.cfpie.net

2021 第 11 届酒博会
时间： 2021/09/09—2021/09/12
城市： 贵阳
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贵州省政府
承办： 贵州省贸促会 ( 省博览局 )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酒业和经贸投资

安顺市
2021 安顺第 9 届新春年货节
时间： 2021/01/22—2021/01/25
城市： 安顺
地点： 若飞广场
主办： 安顺市人民政府
承办： 安顺市商务局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精品年货
电话： 0851-33223663
邮箱： 200734770@qq.com

2021 第 6 届贵州 ( 安顺 ) 国际石材博览会
时间： 2021/08/26—2021/08/29
城市： 安顺
地点： 中国 ( 安顺 ) 石材城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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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投资促
进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贵州省委
员会 ( 贵州省博览事务局 )、安顺市人民
政府

承办： 安顺市人民政府、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行业： 其他
面积： 50000 ㎡
内容： 石材、石材机械、观赏石等
电话： 0851-33223663
邮箱： 200734770@qq.com

毕节市
第 5 届毕节实验区 . 乌蒙山农特产品交易
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毕节
地点： 待定
承办： 毕节市商务局
行业： 农林牧渔

铜仁市
2021 年新春年货节
时间： 1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年货商品展销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年春节文化庙会
时间： 2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民族风情园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民俗文化
电话： 15286440771

铜仁市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城市： 铜仁
地点： 会展中心
主办： 流通协会工业协会
承办： 贵州仁创大数据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乘用车、配件、保险、金融
电话： 17384776888
邮箱： 398680830@qq.com

2021 贵州 · 铜仁汽车文化博览会 ( 春季 )
时间： 4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展览展销
电话： 15286440771

铜仁商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5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行业协会
承办： 贵州仁创大数据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5000 ㎡
内容： 社销商品
电话： 17384776888
邮箱： 398680830@qq.com

2021 年房地产交易展示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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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民族风情园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房地产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年秋季家装节
时间： 6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民族风情园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具建材展览展销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年华南 CKU 国际名犬大赛 / 世界名
猫展
时间： 7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民族风情园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宠物类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年贵州 · 铜仁婚博会
时间： 8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民族风情园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庆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贵州 · 铜仁汽车文化博览会 ( 秋季 )

时间： 9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展览展销
电话： 15286440771

2021 年抹茶大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省农业农村厅、铜仁市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茶产业商品展
电话： 15286440771

印江国际民族文化节
时间： 待定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行业协会
承办： 贵州仁创大数据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8000 ㎡
内容： 非遗类文化用品
电话： 17384776888
邮箱： 398680830@qq.com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铜仁 ）
时间： 待定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省 ( 市 ) 大数据主管部门
承办： 贵州仁创大数据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0000 ㎡
内容： 大数据企业展示
电话： 1738477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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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398680830@qq.com

铜仁市家居建材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行业协会
承办： 贵州仁创大数据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3000 ㎡
内容： 家居建材商品
电话： 17384776888
邮箱： 398680830@qq.com

2021 贵州 · 铜仁山地旅游文化节
时间： 待定
城市： 铜仁
地点： 待定
主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铜仁梵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山地旅游
电话： 15286440771

六盘水市
2021 农民丰收节暨“ 生态凉都·高山珍品 ”
特色农产品展销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六盘水
地点： 待定
行业： 农林牧渔

2021 六盘水工业产品产销对接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六盘水
地点： 待定
主办：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承办： 六盘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行业： 农林牧渔

六盘水市凉都第 3 届车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六盘水
地点： 待定
主办： 六盘水汽车协 ( 商 ) 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六盘水市凉都第 4 届车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六盘水
地点： 待定
主办： 六盘水汽车协 ( 商 ) 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凯里市
中国 ( 贵州 ) 国际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凯里
地点： 待定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银饰、刺绣等

海南省
海口市

2021 海口国际新能源汽车暨智能网联汽车
展览会
时间： 2021/01/08—20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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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商务局、北京中贸国汽经贸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内容： 整车、充电和配套设施、零部件、新一

代信息通讯、智能交通、互联网、微电子、
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联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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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企业和机构等
电话： 010-82809681
传真： 010-82331410
邮箱： haikounev@auto-ccpit.org
网址： www.haikounev.com

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3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海南国际酒店用品暨餐饮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21/04/10—2021/04/12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海南华港两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北诚 ( 北

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厨房餐饮设备、餐具桌面用品、酒店家具、

家居装饰、酒店纺织布艺布草、酒店智能
系统、客房用品照明、康体休闲、清洁设
备用品、咖啡茶酒食品饮料等

电话： 18810430835
邮箱： 3222567317@qq.com
网址： www.xie-expo.com

2021 海南国际智慧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
时间： 2021/04/10—2021/04/12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智慧物流专业委员会、

海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海南省冷链物
流协会

承办： 海南华港两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北诚 ( 北
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航空货运服务、铁路货运服务、港航货运

服务、公路货运服务、多式联运服务；智
慧物流：物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自动引

导搬运车 (AGV)、物流信息化系统、自动
识别系统、物流安防系统、仓储系统集成
与解决方案；物流服务等

电话： 010-53512060
邮箱： apcche@163.com
网址： www.chinaspe-expo.com

2021 中国 ( 海南 ) 城乡环卫一体化新技术
新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4/28—2021/04/30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移动厕所、生态厕所、车载厕所、智能厕所、

泡沫厕所、玻璃钢水冲厕所、免水冲厕所
及配套设备；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市政
清洁设施、智能环卫等

电话： 18500551158
邮箱： 578641751@qq.com

2021 海南自贸港建设 · 绿色建筑建材及装
饰材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4/28—2021/04/30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智能化装配式建筑

委员会、海南省建筑装饰协会、海南省门
窗幕墙协会、海南省室内装饰协会

承办： 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城市建设：从事规划、设计、咨询、施工

等相关机构成果展示、城市道路交通、给
排水、燃气热力、综合管廊、绿色照明、
城市绿化智慧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
理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装备；装
配式建筑设计 : 施工部品部件生产、装备
制造、科技研发成果等行业龙头企业展示；
超低能耗绿色建筑：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开
发建设的建筑材料以及被动式低能耗绿色
建筑示范工程中采用的技术和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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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86209967、18500551158
	 17310263696
邮箱： ddgj1618@163.com
网址： www.ucgme.com

第一车展 - 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时间： 9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时尚生活、食品、汽车、消费电子、文化创意、

珠宝钻石、旅居生活、医疗保健品、宠物
用品和服务业等

电话： 0898-66538991/65308146
传真： 0898-66538983
邮箱： hainanexpo@investhainan.cn

海口 · 动漫游戏嘉年华
时间： 10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海口市人民政府

行业： 交通物流
网址： www.wnevc.com

海南 ( 东盟 ) 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海南国际深海科技展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海南省贸促会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海洋科技和信息、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等
电话： 010-58236589
邮箱： zlh@zhenweiexpo.com

2021 第 5 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

海南省委员会、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 ( 集团 )

承办： 海南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广电联
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0000 ㎡
内容： 有机天然健康产品：健康食品、功能性食

品饮品、天然产品、生物保健品、抗衰老
产品、有机产品；运动健康：家庭运动装
备、健身器材、健身机构、体育用品、户
外运动用品；妇幼健康：孕婴童用品、产
后恢复机构、妇科检查器械、女性护理产品、
孕婴童协会、母婴服务协会、母婴连锁店、
月子中心等；美容美体健康：整形美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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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院校、医疗瘦身美体中心、家用
美容美体仪器、美容保健品等

电话： 4008110220、15889601356
邮箱： 1290327764@qq.com

2021 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中国旅游

车船协会、海口市人民政府、中国机械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相关分支机构、西麦克
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红帆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展示旅游客车、乘用车、特种车及零配件

制造企业等旅游出行体系全产业链资源；
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 +、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云平台等智慧与虚拟旅游服务
平台

电话： 17891911768
邮箱： 120520298@qq.com
网址： www.vanzol.com

2021 年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35000 ㎡
内容： 会奖旅游、休闲旅游目的地、休闲运动旅

游、康养旅游目的地、医疗旅游、游学旅游、
冬季旅游、主题公园、航空公司、包机服务、
旅游专列、旅游车辆租赁、游轮、酒店特
色餐饮、咖啡文化、茶文化等旅游相关的
机构和企业等

电话： 010-85862170
网址： www.leisure-expo.org

2021 年 ( 第 7 届 )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
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省商

务厅、海口市人民政府
承办：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市商

务局、海口市会展局、海南省旅游餐饮协会、
海南省餐饮服务管理协会、海南省食品生
产与流通协会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进口食品、餐饮、包装饮料、酒类、休闲食品、

甜食、肉类、水产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
名优农副产品、有机食品、调味品、食品
配料、咖啡、茶、厨用具设备、各类食品
机械设备等

电话： 010-85862170

中国 ( 海南 ) 国际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农业农村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海南省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沿线国家展区、国际农产品品牌馆、农业

产业扶贫展销馆、中国农业品牌馆、农业
装备展区等

电话： 0898-68550777

海天盛筵 -2021 第 11 届游艇、航空及时
尚生活方式展
时间： 12 月
城市： 海口
地点： 海口市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电话： 4008609695
网址： www.china-rendezvous.com



河北省

· 9 7 ·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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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

府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0898-65239382

三亚市
2021 第二届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暨三亚国
际芒果产业大会
时间： 2021 年 3 月底
城市： 三亚
地点： 三亚市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三亚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商务局、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400 ㎡
内容： 热带水果
电话： 88292930

2021 第 6 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展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三亚
地点： 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局、三亚市商务局、三亚市
文化产业协会

承办： 三亚琼州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海南自由贸易港展、“一带一路”展、国

内省事展、非遗文化展、文旅产业融合展、
数字文化科技展、体育文化展、文创市集展、
今日艺术汇展等

电话： 0898-88225858
网址： www.sygjwbh.com

琼海市
博鳌旅游发展论坛暨旅游商品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琼海
地点：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博鳌国际民宿产业发展论坛暨产业资源链
接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琼海
地点：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博鳌国际文创论坛暨首届文创周
时间： 待定
城市： 琼海
地点：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行业： 文教艺术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第 4 届石家庄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
时间： 2021/01/01—2021/01/02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漫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电话： 010-51166932

华北国际广告设备 LED 标识暨印刷设备技
术博览会
时间： 2021/03/02—2021/03/0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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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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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广告设备及技术：数码喷绘、影像写真、
雕刻切割、装裱、光电设备及技术等；广
告媒体及耗材：灯箱制品、LED 霓虹灯、
广告牌、屏幕显示设备、广告媒体；展览
展示系统：标牌制作、制证设备、指向系统、
展示器材及服务、装饰；数字影像领域：
影像产品及器材、图像处理、光学材料及
仪器、影像制作；广告物料及耗材：板材、
布料、介质、纸张、墨水、涂料、印制材
料等

电话： 0311-85277088、85277066
传真： 0311-85277088
邮箱： dingyazhanlan@163.com
网址： www.dingyazhanlan.com

中国国际 ( 河北 ) 茶文化博览交易会
时间： 2021/03/02—2021/03/0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茶叶流通协会
承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类茶品：绿茶、红茶、黑茶、白茶、花茶、

青茶、黄茶、保健茶、茶饮料和袋泡茶；
紫砂：工艺大师的各种紫砂精品；禅茶文
化：禅茶、禅茶用品；茶具：陶瓷、玻璃
器皿、煮茶器、冲茶具、端砚、根雕和茶盘；
红木家具、相关收藏艺术品；茶叶罐、茶
礼盒、茶纸盒、茶叶灌装机、保鲜机、烘
干机、除湿机等

电话： 0311-85277088、85277066
传真： 0311-85277088
邮箱： dingyazhanlan@163.com
网址： www.dingyazhanlan.com

河北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2—2021/03/04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河北省机械行业

协会、河北省模具行业协会、河北省工业
设计协会

承办： 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数控机床、加工中心、金属加工机

床、专用机床、机床部件及附件类、模具
及配套件材料类、锻压机械类、激光切割机、
铸造设备等

电话： 0311-85277088、85277066
传真： 0311-85277088
邮箱： dingyazhanlan@163.com
网址： www.dingyazhanlan.com

第 29 届河北 ( 石家庄 ) 国际医疗器械展览
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 ㎡
内容： 医疗器械、康复医疗、口腔设备、健康养

老服务、智慧健康、健康管理、中医中药、
药品与生物技术等

电话： 0311-87837390
邮箱： hebeiyiliaozhan@126.com
网址： www.hebeiyiliaozhan.com

2021 华北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论坛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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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牙科综合治疗机、影像设备、内窥镜成像

系统、消毒灭菌系列、空气压缩机、洁牙机、
光固化机、种植机、口腔内 ( 外 ) 科器械、
口腔修复器械、口腔正畸器械等；牙科材
料：口腔内外耗材、种植材料、正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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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材料等口腔医疗的各类耗材；口腔护
理：牙膏 ( 药物牙膏、漂白牙膏 )、牙科
用药品、清洁剂、消毒剂、保健牙刷、专
用牙刷、漱口水、牙齿漂白剂、牙线、假
牙清洁剂、假牙固定剂、牙粉等

电话： 0532-85861016
网址： hb.hmdent.com

2021 石家庄 ( 春季 ) 惠家家装博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石家庄恒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石家庄恒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卫浴陶瓷：整体浴室、卫生洁具、瓷砖、地砖、

淋浴房、龙头、花洒、卫浴五金等；橱柜
厨电：整体厨房、橱柜、厨房电器、舒适
系统、净水设施、水槽、厨房五金等；地
板门窗：强化地板、复合地板、地暖系统、
室内门、防盗门、塑钢窗、无框窗、隐形窗、
整体楼梯等；建材软装：油漆涂料、壁纸
家饰、硅藻泥、窗帘布艺、各类管材、装
饰玻璃、吊顶灯饰、装饰五金、锁具、开关、
照明、小电器、供暖、石材等

电话： 0311-85355433
网址： www.91jiabohui.com

2021 第 20 届华北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
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镇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石家庄镇杰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平安城市展：平安城市建设管理平台技

术与产品；城市综合应急处置平台；城市
治安监控系统 ( 金融、校园、文博、医疗、
地铁轨道等重点安保系统 )；平安智慧社
区系统、社区监控管理平台城市监控报警

联网系统；网络安全产品；智能交通系统；
智慧警务系统；解决方案与安防服务类：
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安防运营服务提供
商：通信网络服务、报警运营服务、保安
服务等；安防产品等

电话： 0311-83837330、18032153519
网址： www.zhenjieaf.com

河北省首届房车旅游 ·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0311-85655630	
邮箱： Master@hbaac.com
网址： www.hbaac.com

2021 年河北省教育装备展示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0311-66005382、67565604
网址： www.hbeeia.com

2021 第 20 届华北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主办： 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河北省墙材

革新和建筑节能协会、河北省绿色建材装
备协会、河北省地坪行业协会

承办： 石家庄镇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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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节能保温系统等

电话： 0311-8383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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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311-83835767
网址： www.gbctzhenjie.com

2021 年第 21 届河北供热采暖、空调制冷、
新风净化展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城镇供热协会、河北省燃气协会、

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河北省清洁
能源供暖行业协会、河北省农村能源协会、
河北省热泵与地暖行业协会、河北省冷藏
冷冻行业协会、河北省太阳能利用行业协
会、河北省土木建筑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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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末端产品等；新风、通风、净化产品
与净水技术产品等；泵、阀、管材管件及
水处理设备等；自控、管道系统与配套设
备等

电话： 0311-83835001
传真： 0311-83835767
网址： www.hbnuantong.com

2021 第 5 届河北装配式建筑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墙材革新和建筑节能协会、河北省

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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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工业化建筑设计、预制构件生产流转系统

及设备、钢筋加工机械、链接件、预埋件
及配件、成型工具、预制构件产品、混凝
土化学品等

电话： 0311-83835001
传真： 0311-83835767

网址： www.hebeizhuangpeishi.com

歌华药交会 ( 石家庄 )
时间： 2021 年 3 月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解放广场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歌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经国家批准的各类非处方药 (OTC)、中药、

西药、民族药、生物制品；中药材 / 中药
饮片 ( 大宗饮片、传统饮片、精致包装饮片、
小包装饮片、直接口服固体饮片、破壁饮
片、中药配方颗粒、新型中药饮片、中药
材、中药饮片生产设备、中药饮片包装等 )；
艾灸及艾产品；中医药养生 ( 中医养生馆、
足浴足疗药浴产品、中医药美容、中式药
油 / 药膏、药膳、养生酒等 )；中医诊疗
及中医药设备等

电话： 0531-85827000
网址： www.ghyjh.com

2021 中国 • 石家庄 ( 正定 ) 第七届燕赵国
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21/04/02—2021/04/05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汽车流通行业协会、石家庄广播电视

台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0311-85655630	
网址： www.hbaac.com

中国 ( 河北 ) 农机装备暨零部件博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汇春博览中心
主办： 河北省农业机械行业协会
承办： 河北博斯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业机械：动力机械、耕整地机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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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植保机械 (含农用航空器 )、收获机械、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农机零部件：
各类农业机械零部件、配件；畜牧机械：
青饲料收获机械、饲料 ( 草 ) 加工机械和
设备、畜禽舍建设和监控设备、孵化设备
及禽蛋分选收集设备、动物废弃物处理设
备；灌溉设备：高效喷灌和滴灌成套设备、
节水灌溉装备关键部件和自控系统、微喷
灌设备、灌排工程装备、各种农用泵、仪
器仪表、节水农业技术及农田水利工程机
械等

电话： 0311-82621580
邮箱： 3306138459@qq.com
网址： www.agr i cu l ture.bos i t ezhan lan .

com

2021 华北 ( 石家庄 ) 第 7 届建筑装饰与材
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承办： 河北桓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石家庄勇超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全屋家居定制、衣柜橱柜、卫浴组合柜、

五金宅配、功能五金、软包移门、组合
式挂衣间、板式家居家具软件设计；门
业：实木门、装饰工艺门、烤漆门、生态
门、移门、钢木门、免漆门、竹木门、复
合门、木塑门、木工机械、门业相关辅料；
艺术玻璃门、壁柜门、隔断门；门花、门拴、
高级门窗锁具、密封材料、门业新材料及
加工技术及木工设备；木楼梯、钢制楼梯、
室内装饰楼梯、楼梯扶手等

电话： 0311-85209478
网址： www.hbhuanji.com

2021 第 3 届河北国际奶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主办： 河北省奶业协会
承办： 河北博斯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奶牛 ( 羊 )、肉牛 ( 羊 ) 养殖：冻精、胚胎、

繁育技术与设备；动物营养、保健与兽药；
挤奶设备与配件；鲜奶检测设备；喂饲系
统；粪污处理系统；牧草、饲料、饲料添
加剂；装备机械：饲料粉碎机、搅拌机、
预混机等饲料加工设备；TMR 车、抛料车、
撒料车及相关饲料输送设备；贮奶罐等专
业设备；吸粪车、刮粪板等清洁设备；温控、
环控等辅助装备机械等；牧场建设：牧场
设计、牧场建设、畜牧装备、牧场管理咨询；
交钥匙工程、种养结合的生态牧场、清洁
能源等新技术；生活区、生产区、饲料区、
粪污处理区等场区配套系统设施、装备等

电话： 0311-82621580	
传真： 0311-66689928
邮箱： bositezhanlan@163.com
网址： www.dairy.bositezhanlan.com		

2021 第 9 届星桥华北石家庄五金工具交易
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石家庄星桥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五金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

风动工具；磨具磨料：砂轮、百叶轮、钢
丝轮、砂纸、磨头、金刚石锯片、合金锯
片；五金机电设备：焊机及配套产品、空
压机、电动机、发电机、减速机、振动器、
水泵、液压机械及配件、台钻、雕刻打标机、
激光喷码设备、喷涂设备、清洗设备及配件、
配电柜、起重吊索具、风机、园林浇灌设
备及配件、仓储设备及配件、衡器、建筑
机械、冲压锻造铸造设备及五金专用生产
设备、润滑油等

电话： 0311-89296931
网址： www.xingqiaoh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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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星桥华北 ( 石家庄 ) 第七届净水厨电
水暖卫浴展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石家庄星桥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电话： 0311-89296931
网址： www.xingqiaohz.com

2021 第 2 届中国 ( 石家庄 ) 国际糖酒食品
交易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主办：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瑞城传媒集团、

河北省副食流通协会
承办： 郑州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九州糖酒网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食品类：各类进口食品、休闲食品、烘

培食品、方便食品、肉制食品、保健食品
等；饮料类：茶饮料、果蔬饮料、功能饮
料、植物饮料、碳酸饮料、奶饮料、矿泉水、
啤酒等；酒类 : 各香型白酒、葡萄酒、冰
酒、威士忌、餐酒、洋酒、无醇酒、起泡酒、
保健酒等

电话： 0371-66399838
传真： 0371-65396288
网址： www.zztjh.org

2021 京津冀国际缝制设备暨纺织工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6/06—2021/06/0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
承办： 中博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缝制机械设备：各类缝纫机、缝前处理及

缝后整理设备及系统、缝制机械零部件；

电脑刺绣机、绗缝设备、针织设备、激光
设备、超声波设备、印花设备；服装生产
控制与输送设备、计算机辅助设备、打版
及制版系统；油污清洁设备、润滑油、清
洁剂等；包装设备、原料传输设备和系统、
自动仓储系统等；纺织工业：天然纤维和
化学纤维用纺纱机及加捻机械、无纺织物
机械、搓绳制绳机；织造准备机、织造机、
簇绒机；圆机、横机、袜机、经编、花
边、编带、编网、钩编等机械；漂白、染色、
印花、后整理及包装机械等

电话： 13552934058
邮箱： 1412017854	@qq.com
网址： www.sjz-expo.com

2021 华北 ( 石家庄 ) 生活用纸产品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21/11/16—2021/11/18
城市： 石家庄
地点：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 正定新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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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生活用纸类：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

餐巾纸、厨房用纸、擦手纸、座垫纸、一
次性纸杯等；妇幼呵护及老人护理用品
类：成人纸尿裤 / 片、成人拉拉裤、轻度
失禁用品、护理垫等湿巾、柔巾卷、湿厕纸、
纸内裤、压缩毛巾、面膜、卫生巾、卫生
护垫、产妇巾、乳垫、妇婴两用巾、卫生
棉条、婴儿纸尿裤 / 片、婴儿拉拉裤、隔
尿垫巾、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原辅材
料类：非织造布、水刺非织造布、双组分
纤维、ES 复合短纤维等纤维原料、非织
造布用聚合物、纸浆、绒毛浆；流延膜及
塑料母粒、胶带 / 胶贴 / 魔术贴、弹性非
织造布材料、松紧带、打孔膜、造纸化学品、
香精、表面处理剂及添加剂等

电话： 0371-55270660
邮箱： shzexpo@163.com	
网址： www.shz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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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
2021 第 4 届雄安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工
程车辆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保定
地点： 雄安县包装城广场
主办： 德维斯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德维斯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

雄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工程机械：挖掘机械、铲土运输机械、筑

养路机械、压实机械、桩工及地下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设备、工程起重机械、工业车辆、
凿岩机械、桥梁机械、高空作业及其它专
用工程机械等；砂石机械：建筑拆除设备、
破拆机器人、移动破碎站、建筑垃圾破碎机、
建筑垃圾粉碎机、履带式移动破碎站、轮
胎式移动破碎站、制砂设备、给料筛分设
备、破碎设备、再生骨料利用加工、固定
式建筑垃圾处理设备等；建筑施工设备：
混凝土机械、塔吊及施工升降机、施工电梯、
钢筋和预应力机械、模板及脚手架、活动
房屋、工地照明设备、工地用水泥和砂浆
处理设备等

电话： 010-52059528
传真： 010-52096866
邮箱： bjdevis@126.com
网址： www.cxem-expo.com

第 5 届雄安装配式建筑及绿色建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保定
地点： 雄县包装城广场
主办：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中国建筑材

料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
与材料研究院、德维斯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德维斯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
雄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大型央企国企施工单位、项目总包单位、

建筑设计院及项目成果展示；城市建设、
装配式建筑设计、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等

电话： 010-52059528
传真： 010-52096866
邮箱： bjdevis@126.com
网址： www.pbe-expo.com

第 3 届中国 ( 雄安 ) 国际智慧环卫及垃圾
分类处理展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城市： 保定
地点： 雄安新区容城体育馆
主办： 河北省环保引智工作专业委员会
承办： 上海达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国家循环经济产业园、

固废收集、垃圾分类及处理技术、餐厨废
物处理、废物循环再造技术及产品、转废
为能技术及设备、废弃物综合利用发电等

电话： 13162163562
邮箱： 3149674599@qq.com

衡水市
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衡水
地点： 安平县
主办： 安平县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
行业： 其他
电话： 0318-7880007
网址： www.1022.cn

廊坊市
2021 第 14 届中国农村清洁取暖博览会
时间： 2021/03/21—202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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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炉具网、北京华媒至信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承办： 北京英达奈特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有限公

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生物质采暖炉、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热风炉、

生物质壁炉、生物质蒸汽发生器、生物质
燃烧机及相关辅机配件；生物质成型设备、
生物质收储运设备及系统；洁净煤采暖炉
( 锅炉 )、兰炭专用采暖炉 ( 锅炉 )、烤火
炉等；洁净型煤、兰炭、无烟煤块等民用
煤产品及相关生产设备；空气源热泵热水
机组、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地 ( 水 ) 源热泵、
电锅炉、蓄热式电暖器、电壁挂炉、电暖
炕及其它电采暖设施；燃气锅炉、燃气壁
挂炉、低氮燃烧机；甲醇采暖炉、锅炉及
燃烧机等

电话： 18911988628
传真： 010-65709281
邮箱： chinaluju@126.com
网址： www.dingyazhanlan.com

2021 廊坊国际电梯展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梯协会	
承办： 廊坊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整机类：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住宅电梯、楼梯电梯、残障人用升降平台、
服务电梯、停车设备；部件和配件：电梯
及扶梯主机、控制系统、电梯调速器、电
梯操纵盘及按钮、显示及信号装置、对讲
通讯系统、电气开关及连接件、门系统及
部件、门保护装置、安全部件、导轨及固
定件、钢丝绳、轿厢、装潢材料、液压系
统及部件、电子元件、电梯和扶梯电缆、
专用测试仪器及工具、检测元件、专业杂志、

设计及咨询、附属设备等
电话： 0316-6078325、13363658885
传真： 0316-6078903
邮箱： zhanlan@cea-net.org
网址： www.elevator-expo.com	

2021 中国廊坊 ( 国际 ) 名鸽展示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信鸽协会、河北省体育总会、廊坊市

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鸽子等
电话： 0316-2033363
网址： www.lfgjgz.com

中国 ( 廊坊 ) 国际有机食品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廊坊
地点： 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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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员会
行业： 食品饮料
电话： 0316-6079112
网址： www.lfiofe.com

唐山市
华夏家博会 ( 唐山 )
时间： 2021/03/06—2021/03/07
城市： 唐山
地点： 唐山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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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装潢、家装设计、家装咨询服务机构

及相关企业等；整体浴室、卫生洁具、瓷砖、
地砖、淋浴房、龙头、花洒、卫浴五金等；
整体厨房、橱柜、厨房电器、舒适系统、
净水设施、水槽、厨房五金等；强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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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复合地板、地暖系统、室内门、防盗门、
塑钢窗、无框窗、隐形窗、整体楼梯等；
油漆涂料、壁纸家饰、各类管材、装饰玻璃、
吊顶灯饰、装饰五金、锁具、开关电器等；
实木家具、板式家具、沙发软床、定制家具、
儿童家具、移门衣柜、家纺家饰、窗帘布艺、
红木家具等

电话：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

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唐山
地点： 唐山陶瓷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政府、

轻工业联合会、建筑材料联合会
行业： 其他
电话： 0315-3271011

河南省
郑州市

2021 第 11 届大河国际珠宝展
时间： 2021/01/07—2021/01/1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4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郑州市首届品牌展示交易会
时间： 2021/01/08—2021/01/11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上海从品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0000 ㎡

内容： 科技文化

2021 第 11 届郑州精品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30—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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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河南省贸促会
承办： 河南省博览事务局有限公司、郑州汇之源

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18000 ㎡
内容： 名特优新农产品、电商扶贫、名酒豫酒、

中华老字号、民族民品、名优土特产、肉
制品、干调粮油、餐饮食材、进出口商品、
新春美食街、年俗文化、品牌汽车、时尚
服装、家电百货等

电话： 0371-65523770
网址： www.dahenhj.com

动漫展 (2 月 )
时间： 2021/02/06—2021/02/07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西安梦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6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2021 北方郑州卫浴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3000 ㎡
内容： 卫浴、洁具、浴室等
电话： 13523558232

2021 第 29 届 中 国 ( 郑 州 ) 门 窗 • 幕 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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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博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金属幕墙、玻璃幕墙、屏风隔断、建筑

玻璃、铝制幕墙、石制幕墙、钢结构、铝
结构及各种辅料等型材产品、玻璃间隔断、
幕墙五金专用配件、清洁剂、阳光房、五金、
型材、玻璃及加工设备、设备及辅料、铝
合金窗、淋浴房、密封条、化学胶、旋转门、
自动门、庭院门、防火门、防盗门、五金
配件、门控电机、控制系统等

电话： 13523558232

2021 中国郑州门窗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众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1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

2021 第 25 届中部国际 ( 郑州 ) 供热采暖
空调热泵博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锅炉、采暖炉、壁挂炉；各种供暖与热水

系统；各类采暖散热器；板式换热器及热
交换设备；泳池桑拿供热设备、燃气 / 热
泵热水器等；地暖管材及施工 / 清洗设备、
分 ( 集 ) 水器及附配件；热电缆、电热膜、
碳晶等新型电采暖技术；太阳能光热、热
泵供热与地热开发利用技术；燃气 / 电热
采暖器、暖风机、取暖炉、壁炉等；中央

新风换气系统；地源 / 水源 / 空气源热泵
系统；中央吸尘系统；恒温恒湿系统；空
调清洗检测维修设备；室内空气检测与净
化处理技术设备；空调、热泵循环水系统
设备；建筑给排水系统及水处理技术；家
用及中央净水系统等

电话： 15890954723

2021 中国郑州高端木门实木定制博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门窗业协会
承办： 河南中展动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0 ㎡
内容： 定制展区：整木定制、全屋家居、整体

橱衣柜、楼梯、裙墙、书房、厨卫、衣帽
间、全铝定制；木门展区：实木门、复合
门、钢木门、竹木门、免漆门、模压门等；
金属门：防盗门、防火门、进户门、单元
门、庭院门、电动门及门类辅料配件；移
门展区：玻璃移门、平开门、推拉门淋浴房、
全铝家居等；门窗展区：实木门窗、铝合
金门窗、塑钢门窗、不锈钢门窗、玻璃钢
门窗、金属门窗、系统门窗；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智能锁、智能开关、智能门控
系统等；机械设备：开料机、封边机、覆
膜机、电子锯、六面钻等板式家居生产设
备；配材辅料：PVC 膜、封边条、板材、
五金拉手刀具、油漆涂料、门配五金等

电话： 0371-66300596、66300598		
传真： 0371-66300600	
邮箱： doorfair@163.com
网址： www.door-fair.com

2021 春季建材博览会 ( 第一场 )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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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河南中原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

2022 春季建材博览会 ( 第二场 )
时间： 2021/03/06—2021/03/0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河南中原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

2021 年 ( 春季 ) 中国郑州第 37 届中原广
告展
时间： 2021/03/06—2021/03/0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天天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44000 ㎡
内容： 广告摄影器材
电话： 0371-65350051
传真： 0371-63227599
邮箱： ttad0371@163.com
网址： www.Signshow-zz.com

2021 年第 29 届郑州定制家居暨木工机械
博览会
时间： 2021/03/07—2021/03/09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3000 ㎡
内容： 整体家居、整体衣柜、入墙柜、壁柜、卫

浴梳洗组合柜、组合式衣帽间、旋转衣架
等

电话： 13523558232

2021 年第 39 届 ( 春季 ) 河南郑州中原医
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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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超声诊断设备、X 线影像诊断

设备、心脑电监护设备、扫描设备、生化
检测设备、康复理疗设备、功能检查设
备、病理诊断设备、内窥镜检查设备、光
学仪器及神经科、骨科、五官科、眼科等
检查诊断设备；治疗设备：内外科手术设备、
放射治疗设备、核医学治疗设备、激光设
备、理疗设备、低温冷冻治疗设备、透析
治疗设备、急救设备、麻醉和止痛设备及
病房护理设备等；辅助设备：消毒灭菌设备、
制冷设备、供氧设备、空调设备、血库设备、
监测系统和软件、分析仪器、数据记录和
处理设备、医院管理系统、各种医用车辆
等

电话： 0371-66619425
传真： 0371-66619419
邮箱： 3521106497@
网址： www.zyylz.cn

2021 中国郑州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分析测试协会、河南省高校实验室

工作研究会
承办： 郑州英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生化分析：通用分析仪器、生命科学仪

器、生物监测仪器、电化学仪器、光学仪
器设备、行业专用仪器、元素分析仪、水
分测定仪等；物理测试测量：测试检测仪器、
测量计量仪器、电工仪器仪表、材料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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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等；试剂及配套：化玻仪器、生化试剂、
分离、萃取、纯化等设备、实验室专用耗材、
标准物质等；实验室解决方案：实验室家具、
环保通风设备及解决方案、洁净系统及应
用、实验室建筑设计等；实验室前处理：
环保检测、食品药监、口岸检验、饲料检验、
制药科研等

电话： 0371-61655575
邮箱： ccse2020@126.com
网址： www.kysh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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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1000 ㎡
内容： 医药医疗保健

2021 第 20 届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5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2021 春季美容美发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郑州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5000 ㎡
内容： 美容美发用品
电话： 0371-66200988、66203288		
传真： 0371-66203288

网址： www.hnmr.com.cn

2021 中国中部 ( 郑州 )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暨第 23 届好博郑州国际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河南省机械工程学

会、河南省自动化学会、河南省工业经济
联合会、郑州瑞翔展览有限公司、郑州好
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瑞翔展览有限公司、郑州好博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工具、激光钣金设备、工业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自动化及工控仪表、动力传动
及控制技术、超硬材料及金刚石线切产品、
焊接与切割技术设备、3D 增材制造技术、
通用机械等

电话： 0371-66619428		
传真： 0371-66619430
邮箱： jacob@hope-tarsus.com
网址： www.ccieme.com.cn

2021 郑州铝单板及铝蜂窝板展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信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河南信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新型装饰板材：铝塑板、铝单板、铝蜂窝板、

隔热彩铝卷板、UV 装饰板、免漆板、皮
板、布板、PVC 装饰板、生态透光树脂板、
装饰地板、阳光板、亚克力板、人造石台
面、舒乐舍板、石膏板、保温隔热板、3T 板、
夹心板人造板、胶合板、密度板、刨花板、
防火板、装饰木线条、PVC 线条、铝线条
等

电话： 0371-55081899、13651983978
邮箱： 8070996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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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中部 ( 郑州 )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暨第 22 届中原 ( 郑州 ) 国际机床与金
属加工展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瑞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9000 ㎡
内容： 机床模具

2021 郑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装备及机器
人展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好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 ㎡
内容： 工业自动化

全国绿色建材智能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商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 ㎡
内容： 建材家具
电话： 0371-55081899
邮箱： 807099646@qq.com

2021 中国 ( 郑州 ) 绿色灯饰智能照明展览
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商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9000 ㎡
内容： 灯饰

电话： 0371-55081899
邮箱： 807099646@qq.com

2021 中国 ( 郑州 ) 国际化妆品、高端美容
院线产品及健康养生展览会、2021 中国 ( 郑
州 ) 国际医学整形美容高端论坛及展览会
时间： 2021/03/21—2021/03/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8000 ㎡
内容： 美容美发
电话： 18562577781
邮箱： 2838074832@qq.com
网址： zt.5588.tv

2021 药品保健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3/22—2021/03/24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内蒙古呼和浩特威联盛世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 ㎡
内容： 医药医疗保健

2021 中国郑州数字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优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7000 ㎡
内容： 新技术

2021 中国郑州国际电力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27—2021/03/3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华誉东方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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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电力自动化

第 18 届中原肥料 ( 农资 ) 产品交易暨信息
交流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展览服务分公

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3000 ㎡
内容： 农资产品

2021 第 10 届郑州软体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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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河南中展动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具展区 ( 家具 )：民用家具、软体家具、

酒店定制家具、休闲家具等；定制展区：
全屋定制、整体衣柜、书柜、橱柜、木门等；
机械展区：木工机械、软体机械、喷漆及
干燥设备、刀具、机械配件等；材料展区：
板材、木材、油漆、涂料、粘合剂、清洁剂、
拉手、家具辅料等

电话： 0371-55612582	
传真： 0371-66300600	
邮箱： ciff-zz@163.com
网址： www.ciff-zz.com	

2021 第 10 届郑州家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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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家具展区 ( 家具 )：民用家具、软体家具、
酒店定制家具、休闲家具等；定制展区：
全屋定制、整体衣柜、书柜、橱柜、木门等；
机械展区：木工机械、软体机械、喷漆及
干燥设备、刀具、机械配件等；材料展区：
板材、木材、油漆、涂料、粘合剂、清洁剂、
拉手、家具辅料等

电话： 13323815977

2021 中国郑州整屋定制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定制家居工作委员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定制展区：全屋定制、整体衣柜、书柜、

橱柜、木门等；民用家具、软体家具、酒
店定制家具、休闲家具等；机械展区：木
工机械、软体机械、喷漆及干燥设备、刀具、
机械配件等；材料展区：板材、木材、油漆、
涂料、粘合剂、清洁剂、拉手、家具辅料
等

电话： 0371-66300596/98				 	 	
传真： 0371-66300600				
邮箱： ciff-zz@163.com
网址： www.ciff-zz.com				

2021 第 14 届中国郑州烘培展览会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6000 ㎡
内容： 烘焙

2021 养猪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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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郑州易邦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 ㎡
内容： 农林牧渔

动漫展 (4 月 )
时间： 2021/04/02—2021/04/03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郑州游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中部宠物文化节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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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8000 ㎡
内容： 宠物用品

2021 春季大河国际车展
时间： 2021/04/09—2021/04/1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2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小飞象母婴用品特卖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河南小飞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8500 ㎡
内容： 玩具妇幼用品

2021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

承办： 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南省
委员会、郑州市人民政府、洛阳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4G/5G

移动通迅技术、智能城市、5G 工业机器、
工业机械臂、工业无人机巡检、十六路高
清视频、工业 VR/AR、烟草设备 - 卷、接、
包机组控制与检测系统、烟草设备 - 复合
滤棒 / 新型卷烟质量检测系统、冶金行业 -
激光测量系统、自动化超声波探伤系统等

电话： 0371-63576356	
邮箱： d12jtqh@163.com		
网址： www.hnfair.gov.cn

2021 第 5 届华誉东方中国 ( 郑州 ) 国际殡
仪文化展览会
时间： 2021/04/26—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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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联盟
承办： 华誉东方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6000 ㎡
内容： 火化设备：火化机、火化炉；棺材 : 环保

纸棺、蜂窝纸棺、卫生盒；骨灰器皿：骨
灰盒、寿盒、骨灰盒保护罩、骨灰桶、骨
灰架；防腐设备：遗体防腐剂、干燥剂、
防腐液、克菌灵、保护液、消毒手套、消
毒机、防腐喷雾液、骨灰保护丸；墓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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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墓碑石、中式墓碑、欧式墓碑、欧
美墓碑、韩式墓碑、日式墓碑、西式墓碑、
艺术墓碑、花岗岩墓碑、大理石墓碑及墓
碑雕刻机械、棺材雕刻机械、骨灰盒雕刻
机械等

电话： 13001021600
传真： 010-53561819
邮箱： 2457439220@qq.com
网址： www.hydfbyz.com

2021 第 27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
时间： 2021/04/26—2021/04/2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省酒业协会、河

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河南瑞城文化传
媒集团

承办： 郑州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3000 ㎡
内容： 食品类：各类休闲食品、名优特新产品、

烘培食品、方便食品、肉制食品、保健食
品等；饮料类：茶饮料、果蔬饮料、功能
饮料、植物饮料、碳酸饮料、奶饮料、矿
泉水、固体饮料等；粮油调味 / 餐饮食材
类：米面杂粮、调味品、食用油、火锅食
材、肉禽食材、干货、水产品、速冻食品、
特产食材等；食品包装及设备类：包装机
械与包材、加工设备、安全检测设备与仪
器等；酒类：各香型白酒、葡萄酒、烈酒、
啤酒、黄酒、果酒、保健酒、酒类包装等

电话： 0371-66399838、13140111458
邮箱： 695250138@qq.com
网址： www.zztjh.org

2021 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
会
时间： 2021/05/01—2021/05/0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2000 ㎡
内容： 农林牧渔

动漫展 (5 月 )
时间： 2021/05/01—2021/05/02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西安梦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6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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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展览服务分公

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8000 ㎡
内容： 茶叶

第 12 届中西部 IT 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甲方乙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32000 ㎡
内容： IT 及通讯

2021 郑州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北京西西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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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中西式正餐、中西式快餐、火锅、特色餐饮、
速食、饮品、咖啡、酒吧、休闲饮品、面
包蛋糕、传统名吃、速食糕点及其他饮食
加盟代理等；家用纺织品、床上用品、浴
室用品、毛巾、窗帘、刺绣、竹纤维、装
饰布、毛毯、地毯加盟代理等；时尚品牌
男装、女装、童装加盟代理、衬衣、运动装、
休闲装、内衣、孕妇装、皮具、鞋帽、箱包、
围巾加盟代理等

电话： 010-85785068
邮箱： 1017900837@qq.com
网址： www.jmzhanhui.com

2021 郑州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孕婴童产品博览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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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0712559
邮箱： chenjin666@163.com

2021 郑州玩具、童车及游乐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大河报社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河南芝麻花会展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30000 ㎡
内容： 童车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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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安全座椅等各类童车及相关产品；童床
类：各种童床、游戏床、婴儿椅、儿童椅、
餐椅、婴儿安全围栏、儿童房用品、床上
用品等；儿童玩具类：毛绒玩具、塑胶玩具、
纸质玩具、电子玩具、木制玩具、金属玩具、

皮制玩具、益智玩具、早教玩具、玻璃钢
玩具、儿童汽车及其他类玩具等

电话： 18620712559
邮箱： chenjin666@163.com

2021 第 3 届河南教育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河南省国茂

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在线教育平台运营商、在线教育技术支持

平台、教育直播平台、在线互动平台、在
线培训系统、在线考试系统、在线教育社
区、视频会议、在线教育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E—Learning 教学系统、云录播
设备、视频直播设备、数字图书馆、学习
解决方案、专业教育软件、语音识别系统、
智能语音技术、MOOC、微课等。

电话： 0371-65523770

2021 中国 ( 郑州 ) 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5/16—2021/05/1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环球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郑州中

展环球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铝及铝合金原材料；铝加工产品、包括板

带箔、挤压材、线材、锻件、铸件及合金
新材料等；精深加工产品：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汽车轻量化、建筑模板、包装、
电子、装饰、家电、家具、城市装扮、结
构材料、复合材料等；铝加工设备：熔铸
设备、挤压及轧制设备、精整设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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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热处理设备、在线处理设备、
表面处理设备、深加工设备、环保与节能
设备、再生铝预处理及加工设备、铝灰处
理设备等

电话： 0371-55369005
邮箱： xingdong5188@126.com
网址： www.zzlgyz.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郑州国际工业装备博览
会暨工业展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8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机床模具

2021 中国郑州国际物流展览会 /2021 中
国郑州冷链物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 /2021
中国郑州物流运输和商用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 ㎡
内容： 交通运输物流

2021 第 17 届中国郑州国际工业装备博览
会暨五金展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2000 ㎡
内容： 机床模具

中国 ( 河南 ) 国际暖通展览会

时间： 2021/05/24—2021/05/2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电供暖专业委员会、

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展东方 ( 北京 ) 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电采暖、锅炉；空气源、散热器、壁挂炉；

热水器、换热器；太阳能、空调；加热电缆、
电热膜；阀门、泵、锅炉燃烧器、；燃气
表、燃气技术设备、增压泵；燃气采暖炉、
燃气壁挂炉、燃气锅炉；热量表、温控阀、
温控器、换热器、智能水表；室内通风系统、
中央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及新风置换、暖
通空调及新能源；保温隔热材料等

电话： 0991-6997686
传真： 0991-6997686
邮箱： 2283021542@qq.com
网址： www.xjhce.com

2021 中国国际乘用车配件博览会暨全国汽
车易损件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配件用品业商会
承办： 郑州东信展览、郑州象过河展览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零部件：发动机系统、行驶系统、底

盘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
电气电子系统、车身及内饰件、汽配连锁、
加盟等；汽车易损件：机油滤芯、汽油滤
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刹车片、火花
塞、正时皮带、轴承、雨刷片、喇叭、灯泡、
蓄电池、球头拉杆、三角臂、控制臂、半轴、
减震等；汽车电子与改装：氙气灯、应急
电源、影音导航、内外饰部件、性能改装、
中网、护杠、行李架、轮胎、进气、排气、
涡轮增压、维修检测设备等

电话： 0371-55633000
邮箱： ciaaf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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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iaaff.org

2021 中国郑州清洁取暖通风空调及建筑新
能源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河南省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河南省空调

热泵专业委员会、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清
洁取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市暖通空
调节能学会

承办： 北京鹤展伟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郑州鹤
展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热泵、空调产品及配套设施：空气源热

泵机组 / 热风机、商用中央 ( 热泵 ) 热水
机组、地源热泵、空调、水源热泵 / 空调、
超低温空气能热泵机组、热泵热风机、太
阳能热泵、地源 / 水源热泵系统、商用机
家用中央空调系统、水暖毯、空调末端设
备、风机盘管、承压水箱、循环泵、地热能、
余热回收机节能减排技术；电采暖产品及
配套设施 : 电采暖锅炉 / 壁挂炉、电磁感
应加热器、电热膜 / 板 / 器 / 管、发热电缆、
散热器、地热地板、模块地暖、碳纤维取
暖、石墨烯取暖、发热瓷砖、超导暖气片、
电热画 / 毯、红外辐射采暖器、地暖管材、
管件、集 ( 分 ) 水器、温控阀、温控器配
套产品等

电话： 19949289571
邮箱： 1910305223@qq.com
网址： www.zzntexpo.com/index.php

2021 汽车坐垫展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内蒙古呼和浩特威联盛世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现代建筑及暖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郑州鹤展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6000 ㎡
内容： 暖通设备

2021 郑州国际新能源汽车暨充电桩 ( 站 )
技术设备 ( 春季 ) 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泽安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5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第 21 届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6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2021 中国 ( 郑州 )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
建材技术成果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翔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2000 ㎡
内容： 建筑工程机械

2021 大河国际珠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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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5/29—2021/05/3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6000 ㎡
内容： 珠宝首饰

2021 第 14 届郑州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集团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原辅材料：馅料、果料、果仁、果脯、肉松、

罐头、食用鲜花、果酱、油脂、奶油、面
粉、预拌粉、冷冻面团、淀粉、巧克力制
品、蛋及蛋制品、乳及乳制品、鲜果、食
品代加工 (OEM)、甜味剂、改良剂、香料、
香精、色素、防腐剂、酵母、营养强化剂、
保鲜剂等相关添加剂等；包装材料、制品：
蛋糕盒、月饼盒、西点盒、刀叉盘、衬
托、蜡烛、铝箔、装饰品、装饰材料、防
油纸、手提袋、面包袋、保温袋、慕斯杯、
彩带、扎丝、标签、包装、商标设计单位、
包装盒制作设备等；机械及加工设备：蛋糕、
糕点、面包、饼、休闲及膨化食品、月饼、
糖果、巧克力等加工设备、烘焙器具、模具、
烤箱、烤炉、馅料炒锅、夹层锅、打蛋机、
速冻隧道、调理食品及速冻食品生产设备、
蒸煮线、披萨设备、包装机械、检测设备、
喷码机、打码机等

电话： 0371-86023703
网址： zzhbz.zzhaiming.com

2021 第 20 届欧亚 · 中国 ( 郑州 ) 国际酒
店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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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省酒店业商会采供专业委员会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18000 ㎡
内容： 厨房与餐饮设备用品、客房及大堂用品、

酒店布草及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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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设备及
冷冻冷藏食品、烘焙与冰淇淋、酒店家具
等

电话： 0371-60272770、60272780、60272790
传真： 0371-6027	2750
邮箱： ouyainfo@126.com
网址： www.ouyahosex.com

2021 欧亚 · 中国郑州国际幼儿教育博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3000 ㎡
内容： 教育机构：幼儿托管、少儿编程、特色园所、

幼儿园加盟、早教中心加盟、幼教机构培
训指导等；教材教具：五大领域综合教
材、单科教材、英语教材、绘本、感统教具、
蒙氏教具、音乐器材、美术用品、多媒体
互动产品、DIY 材料、特教资源课室配制
等；幼教设备：户外游乐设施、家具、床、
课桌椅柜、校车等；幼儿玩具：启蒙玩具、
益智玩具、教玩具、桌面玩具、学习类玩具、
环保主题玩具等；幼教用品：园服、书包、
文具、床上用品、餐具、厨房用品、清洁
用品、婴幼用品等；教育软件：陪伴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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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电子白板、一体机、早教电子产品、
管理软件、家园互动软件、接送系统、多
媒体教学、平板电脑、动漫产品、故事机、
点读产品、线上教学等

电话： 0371-60272780
传真： 0371-6027	2750
邮箱： ouyainfo@126.com
网址： www.ouyakids.com

2021 第 12 届中国 ( 郑州 ) 国际消防安全、
应急救援、安全防护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08—2021/06/1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威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0500 ㎡
内容： 公共安全

中国中部砂石设备尾矿及建筑固废技术展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英富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7000 ㎡
内容： 建筑工程机械

2021 中原国际汽车展览会暨中原国际汽车
文化旅游节
时间： 2021/06/12—2021/06/1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融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7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第 47 届郑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暨
养生医学美容展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广东博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8000 ㎡
内容： 美容美发

中国兽药大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中国兽药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1500 ㎡
内容： 农林牧渔

2021 年郑州 ( 国际 ) 汽车改装展暨汽车内
外饰升级改装展
时间： 2021/06/26—2021/06/2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励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励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0371-55965677
邮箱： 1265650502@qq.com
网址： www.ciaaf.com.cn

2021 年中国 ( 郑州 ) 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
会
时间： 2021/06/26—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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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500 ㎡
内容： 汽车内饰精品、汽车内饰加工设备 / 材料

/ 配件：汽车坐垫 ( 冬垫、秋垫、夏垫 )、
汽车把套、汽车座套、汽车脚垫 ( 木质脚垫、
手缝脚垫、乳胶脚垫、丝圈脚垫、压痕脚
垫 )、汽车地毯、汽车香水 / 香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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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饰、汽车扶手箱、汽车尾箱垫等；绗绣机、
切割机、复合机、绣花机、缝纫机、绗绣
卷材、皮革、标识、包装、样板设计服务
等；汽车美容养护：洗车用品、洗车设备、
汽车保养用品、汽车美容工具 / 材料、汽
车养护工具 / 材料、汽车终端店技术服务、
终端店设计、终端店加盟连锁等

电话： 0371-55965619
网址： www.ciaaf.com.cn

2021 郑州国际汽车美容养护展
时间： 2021/06/26—2021/06/2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励达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河南励达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电话： 0371-55965677
邮箱： 1265650502@qq.com
网址： www.ciaaf.com

2021 中国 ( 郑州 )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
科技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7/09—2021/07/1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建设科技协会、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河南省房地产业协会、河南省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协会、河南省钢结构协会

承办： 河南翔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点吉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5000 ㎡
内容：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绿色建筑优秀

城市成就展示、产业园区建设成果及招商
引资；装配式建筑设计、制造施工、钢结
构体系、混凝土结构体系、现代木结构体
系等

电话： 0371-86118818
传真： 0371-86118808	
邮箱： 382046491@qq.com

网址： www.hnjzgyh.com

动漫展 (7 月 )
时间： 2021/07/10—2021/07/12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西安梦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6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2021 第五届中国 ( 郑州 ) 火锅食材用品及
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时间： 2021/07/15—2021/07/17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企阳典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25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2021 中国 ( 郑州 ) 研学旅行教育博览会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享誉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7000 ㎡
内容： 教育培训招聘

安团家博会 (7 月 )
时间： 2021/07/17—2021/07/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美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7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2021 第 12 届中国 ( 郑州 ) 三轮车、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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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7/24—2021/07/2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金奥阳光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8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年第 12 届远东联盟休闲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7/29—2021/07/3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远东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25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第 2 届中国 ( 郑州 ) 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8/03—2021/08/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省博览事务局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30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2021 中国 ( 郑州 ) 生活用纸产品技术展览
会
时间： 2021/08/03—2021/08/0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富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17000 ㎡
内容： 包装纸张印刷

动漫展 (8 月 )
时间： 2021/08/07—2021/08/08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西安梦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6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第 14 届中国冷冻食品产业大会暨冷冻与冷
藏食品工业展
时间： 2021/08/08—2021/08/1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冷冻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2021 年 ( 秋季 ) 中国郑州第 39 届中原广
告展、2021 年中国郑州第 16 届印刷包装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天天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33000 ㎡
内容： 包装纸张印刷

2021 第 22 届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5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2021 第 28 届中国 ( 郑州 ) 国际糖酒食品
交易会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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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郑州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30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第 33 届中原畜牧业交易会
时间： 2021/08/23—2021/08/2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歌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6000 ㎡
内容： 农林牧渔

2021 第 6 届 ( 郑州 ) 国际净水、空净新风
及智能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方圆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 ㎡
内容： 水技术及处理
电话： 0371-55636875
传真： 0371-68103785
邮箱： 3292443038@qq.com
网址： www.cwpe-expo.com

2021 年第 6 届郑州运动及户外用品展 / 健
身展 / 体育场馆设施展等系列体育产业类
展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高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 ㎡
内容： 体育用品

2021 中国郑州国际集成家居及移门展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中展动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

2021 欧亚 · 郑州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 年 8 月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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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用品、洗护用品、哺育用

品、智能电子产品、清洁消毒产品、安全
用品等；孕婴童食品及营养品：奶粉、辅食、
保健及营养品等；母婴服务机构：妇产医院、
产前后护理、婴儿游泳、推拿、早教幼教、
连锁加盟机构等；童装、婴装、童鞋及配
饰：童装、婴装、婴童鞋、童袜、纺织品等；
玩具、教具、婴儿玩具、儿童玩具、教育
用品及文具、纪念品等；童车、童床、安
全汽座、智慧家居等

电话： 0371-60272770
传真： 0371-6027	2750
邮箱： zzyyt001@163.com
网址： www.ouyaccbm.com

2021 秋季大河国际车展
时间： 2021/09/03—2021/09/0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2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第 40 届 中 原 医 疗 器 械 (2021 年 秋 季 ) 展
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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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6000 ㎡
内容： 医药医疗保健

2021 中国 ( 郑州 ) 绿色厨卫电器展览会 ( 秋
季 )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商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 ㎡
内容： 建材家具

2021 中国 ( 郑州 ) 绿色灯饰智能照明展览
会 ( 秋季 )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商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17000 ㎡
内容： 灯饰

数字经济峰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市大数据局
行业： 其他
面积： 18000 ㎡
内容： 新技术

2021 中国 ( 郑州 ) 国际化妆品、高端美容
院线产品及健康养生展览会、2021 中国 ( 郑
州 ) 国际医学整形美容高端论坛及展览会
时间： 2021/09/14—2021/09/16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美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8000 ㎡
内容： 美容美发

动漫展 (10 月 )
时间： 2021/10/01—2021/10/02
城市： 郑州
地点：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郑州游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 ㎡
内容： 动漫用品

2021 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21/10/15—2021/10/1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5500 ㎡
内容： 综合类	

2021 河南 ( 郑州 ) 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28—2021/10/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8000 ㎡
内容： 农林牧渔

中国 ( 郑州 ) 国际皮革、鞋机、鞋材展览会
时间： 2021/10/28—2021/10/3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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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30000 ㎡
内容： 鞋材、鞋料展区：鞋材鞋料、鞋模、鞋楦、

鞋衬、鞋样、配套材料、半成品、橡胶制品、
五金配件和辅料、CAD/CAM 系统等；制
鞋、中厚料设备展区：制鞋机械、中厚料
设备、注塑设备、聚氨酯机械、皮革加工
设备、箱包皮具机械、激光雕刻、切割设
备皮革化工助剂等；皮革、合成革展区：
皮革及合成革、PU 革、PVC 人造革、服
装革、鞋面革、沙发革、箱包革、真皮毛
料等

电话： 0532-85011486
网址： zzpgzx.hmfbh.com

2021 第 14 届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暨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11/05—2021/11/09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尚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内容： 汽车产业

2021 河南省秋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
会
时间： 2021/11/11—2021/11/13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2500 ㎡
内容： 农林牧渔

2021 第 6 届中原经济区 ( 郑州 ) 环保产业
博览会
时间： 2021/11/12—2021/11/1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5000 ㎡
电话： 13213166180、13903835055		
邮箱： 382046491@qq.com
网址： www.xyzyhbz.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11/12—2021/11/1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7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2021 中原经济区 ( 郑州 ) 环保产业暨水环
境治理博览会
时间： 2021/11/12—2021/11/14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翔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10500 ㎡
内容： 环保水处理

2021 年郑州国际纺织服装面辅料纱线、缝
制设备、皮革鞋机鞋材及印花工业展览会
时间：2021/11/18—2021/11/20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2000 ㎡
内容： 纺织工业

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
时间： 2021/11/19—2021/11/21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郑州海名汇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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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8000 ㎡
内容： 宠物用品	

2021 华糖万商领袖大会暨第 6 届中国糖酒
食品精品博览会
时间： 2021/12/06—2021/12/08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北华糖云商营销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4000 ㎡
内容： 食品饮料烟酒

安团家博会 (12 月 )
时间： 2021/12/10—2021/12/12
城市： 郑州
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美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7000 ㎡
内容： 家具装潢

洛阳市
2021 第 9 届洛阳工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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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0000 ㎡
内容： 机床及机床功能部件、工具、附件类：

数控机床、加工中心、车床、铣床、镗床、
镗铣床、钻床、磨床、刨床、锯床、拉床、
雕刻机、电加工 / 线切割机床、金属切削
机床、齿轮加工机床、专用机床等；各类
机床传动与控制技术、数控系统、机床电

器、刀具、刃具、卡具、工装、量具量仪、
磨料磨具、金属切削油、润滑油、机床附
件等；各类模具、模具材料、模具标准件、
模具检测设备及模具加工设备；激光加工
及金属成型类：激光切割机、打标机、焊
接机；冲压机床、金属薄板切割机床、数
控冲床、水刀、液压机、剪板机、折弯机、
卷板机、弯管机、铆接机及周边设备等；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类：工业机器人、特
种机器人、机器人功能部件及关键零部件；
传感技术、伺服步进电机、变频器、伺服
运动控制、控制系统；流体传动、机械驱
动系统、空气压缩技术、工业配套件；3D
打印技术及服务、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
软件等；工业检测与测量类：质量检测控
制设备、物理测试与材料试验机、机器视
觉检测设备；流体控制、阀、执行器、流
量计、计量测试设备、工业自动化仪器仪
表、分析 / 光学 / 科学 / 天平 / 电子等仪
器仪表与系统、及解决方案；五金机电类：
五金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
风动工具、汽保工具、液压工具、测量工具、
起重工具、刀刃具、钻头等；机电设备：
电机、空压机、清洗机、压缩机、喷涂设备、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物流仓储设备、砂轮机、
台钻、仪器仪表等

电话： 0379-64386498
邮箱： luoyangexpo@163.com
网址： www.luoyangexpo.com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2021 哈尔滨寒地博览会
时间： 2021/01/05—2021/01/07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哈尔滨市贸促会
行业： 商业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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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5000 ㎡
内容： 冬季服饰及运动器材
电话： 0451-86772319、86772328
邮箱： hrbhzb@163.com
网址： www.ccpithrb.org

第 3 届哈尔滨名优精品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29—2021/02/07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12000 ㎡
内容： 食品、消费品
电话： 0451-82405781
网址： www.ytblh.com

第 28 届哈尔滨广告印刷展览会
时间： 2021/03/02—2021/03/04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神州行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神州行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6000 ㎡
内容： 广告四新、印刷设备

第 3 届东北亚国际家居博览会
时间： 3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家具协会、上海良臣文化传播公司
承办： 哈尔滨中轩展览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0000 ㎡
内容： 家居、建材

第 15 届哈尔滨春季汽车展览会
时间： 3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中轩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中轩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内容： 汽车、配件

2021 第 21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建筑节能及
绿色建筑建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4/02—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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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

贸易促进委员会、哈尔滨市住房与城乡建
设局、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哈尔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哈
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6000 ㎡
内容： 建筑保温展区、墙体新材展区、防水材料

展区、建筑节能展区、混凝土展区、砂浆
展区等

电话： 0451-82288803
传真： 0451-85993836
邮箱： zxwyzl@163.com
网址： www.chbes.com

2021 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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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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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城镇供热协会、黑龙江省城镇供

水排水协会、黑龙江省城市建设管理协会
燃气分会、哈尔滨市贸易促进委员会、哈
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生态
环境局、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中信伟
业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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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4000 ㎡
内容： 供热暖通产品技术设备、暖通控制系统、

舒适家居系统、建筑给排水等
电话： 13613647391
传真： 0451-85993836
邮箱： 1415328770@qq.com
网址： www.cnhhe.cn

2021 第 21 届中国哈尔滨建筑装饰及材料
博览会暨哈尔滨门业及全屋定制家居展览
会
时间： 2021/04/02—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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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贸

促会、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哈尔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哈
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4000 ㎡
内容： 室内装饰材料、门窗、包覆铝材、装饰玻璃、

建筑装饰五金、整体家居、智能建筑电工
电气等

电话： 0451-82388693
传真： 0451-85993836
邮箱： zxwyzl@163.com
网址： www.chbde.com

第 21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水处理与给水排水
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02—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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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哈尔滨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贸促会、哈尔
滨市环境保护局、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
滨市城市管理局、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哈尔滨中信伟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6000 ㎡
内容： 给水和排水、终端净水技术与设备、工业

污水处理、膜及膜组件、空气净化技术与
设备、环境保护技术设备等

电话： 0451-82388901
传真： 0451-82388903
邮箱： 1415328770@qq.com
网址： www.chwape.com

哈尔滨第 25 届建筑装饰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旭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40000 ㎡
内容： 家装、建材
电话： 0451-82273868,	82273869
传真： 0451-82273868

第 27 届东北三省畜牧业交易博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奶业协会
承办： 哈尔滨金牧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8000 ㎡
内容： 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等
电话： 0451-82291294
传真： 0451-82291294
邮箱： dbxmyzwh@163.com
网址： www.dbxmy.com

2021 中国 ( 哈尔滨 ) 生活用纸产品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21/04/26—2021/04/28
城市：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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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河南富尼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生活用纸类：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

餐巾纸、厨房用纸、擦手纸、座垫纸、一
次性纸杯等；妇幼呵护及老人护理用品类：
成人纸尿裤 / 片、成人拉拉裤、轻度失禁
用品、护理垫等	湿巾、柔巾卷、湿厕纸 ,
纸内裤、压缩毛巾、面膜、卫生巾、卫生
护垫、产妇巾、乳垫、妇婴两用巾、卫生
棉条、婴儿纸尿裤 / 片、婴儿拉拉裤、隔
尿垫巾、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

电话： 0371-55270660
邮箱： shzexpo@163.com
网址： www.shzexpo.com

哈尔滨春季房展会
时间： 4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房地产协会
承办： 哈尔滨烽火天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 ㎡
内容： 民居

哈尔滨国际家具暨木工机械展览会
时间： 4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家具行业协会
承办： 哈尔滨市德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

2021 中国 ( 哈尔滨 ) 国际连锁 ( 特许加盟 )
暨创业项目博览会
时间： 4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耀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耀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20000 ㎡
内容： 连锁加盟

第 21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博览
会
时间： 4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宏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30000 ㎡
内容： 五金、建材

第 20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哈尔滨中信宏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3000 ㎡
内容： 高端装备制造、机器人、3D 打印等
电话： 13836127525
邮箱： 13836127525@139.com
网址： www.chhwf.cn

东北 ( 哈尔滨 ) 环卫博览会
时间： 5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东北三省环卫产业联盟、黑龙江省城市建

设管理协会
承办： 山东科盛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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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环卫产品、设备

第 13 届哈尔滨春季茶产业博览会
时间： 5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3000 ㎡
内容： 茶叶、周边产品

第 39 届哈尔滨亚太美容美发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1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美容化妆品商会
承办：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5000 ㎡
内容： 美容美发产品、化妆品
电话： 0451-53679638
传真： 0451-53679618
网址： www.hrbmbh.com

第 31 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时间： 2021/06/15—2021/06/19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86000 ㎡
内容： 综合经贸洽谈
电话： 0451-82340100
传真： 0451-82345874	
邮箱： chn@gjcjzx.org.cn
网址： www.chtf.org.cn

第 10 届哈尔滨糖酒会
时间： 6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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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酒水、糖果等食品

第 2 届哈尔滨马拉松体育用品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体育局、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哈尔滨烽火天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2000 ㎡
内容： 体育用品

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暨全国特色食品展销
会
时间： 6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3000 ㎡
内容： 丝绸服装、食品等

东北亚 ( 哈尔滨 ) 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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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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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宠物用品

第 3 届中国农垦食材交易会暨北大荒智慧
大厨房招商会
时间： 7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

公司、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中国农垦
经贸流通协会

承办：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 ㎡
内容： 有机食品、食材

哈尔滨国际乐器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哈尔滨演

艺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 ㎡
内容： 乐器

2021 哈尔滨暖通制冷及舒适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21-7-10—2021/07/12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
承办： 北展东方 ( 北京 ) 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2000 ㎡
内容： 制冷设备、暖通设备
电话： 0991-6997686
传真： 0991-6997686
邮箱： 1573904491@qq.com
网址： www.hrbnuantong.com

第 2 届哈尔滨儿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 ㎡
内容： 儿童用品

第 3 届哈尔滨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展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2000 ㎡
内容： 工艺美术品

第 15 届黑龙江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承办： 哈尔滨冰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40000 ㎡
内容： 文化产品

2021 第 24 届哈尔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 ㎡
内容： 汽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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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哈尔滨国际家具展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家具协会
承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0000 ㎡
内容： 家具、家居

第 3 届世界中医药服务贸易大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承办： 哈尔滨晟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中成药、中草药

第 21 届中国美食节
时间： 9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中国饭店协会餐饮业事业部等、哈尔滨市

商务局、市贸促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 ㎡
内容： 美食产品、美食文化

第 6 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国家工信部、黑龙江省政府
承办： 黑龙江省工信厅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 ㎡
内容： 新科技、新材料

第 3 届黑龙江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承办： 哈尔滨有昌展览展示服务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 ㎡
内容： 医疗、保健、健康

中国秋冬品牌服装羊绒皮草 ( 哈尔滨 ) 博览
会
时间： 9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2000 ㎡
内容： 冬季品牌服装、羊绒、皮革皮草

第 14 届哈尔滨秋季茶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承办： 亚泰东方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2000 ㎡
内容： 茶叶、周边产品

第 9 届黑龙江绿色食品博览会和第 4 届中
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
承办：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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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68000 ㎡
内容： 大米、绿色有机食品

第 3 届哈尔滨东北亚口腔设备及器材博览
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口腔医学会
承办： 哈尔滨有昌展览展示服务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2000 ㎡
内容： 口腔医疗器材、设备

2021 黑龙江中医药博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承办： 哈尔滨有昌展览展示服务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 ㎡
内容： 中成药、中草药

第 2 届哈尔滨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展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省安防行业协会
承办： 哈尔滨太平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0000 ㎡
内容： 安防技术、产品

第 2 届哈尔滨物业管理配套设施展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物业管理协会

承办： 哈尔滨太平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0000 ㎡
内容： 物管设施

哈尔滨家居材料交易博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蒜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哈尔滨蒜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3000 ㎡
内容： 家居、建材

第 27 届哈尔滨种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1-4—2021/11/06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上海名海营销策划中心
承办： 上海名海营销策划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种子、农资
电话： 0451-87115060
传真： 0451-87115065
邮箱： seed0451@163.com
网址： www.zyblh.com

第 2 届哈尔滨“ 双 11”家博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中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中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 ㎡
内容： 家居、家饰、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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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哈尔滨秋季车展
时间： 11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中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承办： 哈尔滨中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 ㎡
内容： 汽车、配件

黑龙江农用物资博览会暨东北现代农业创
新发展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新农村建设促

进会
承办： 黑龙江吉时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3000 ㎡
内容： 农业物资、农业科技

第 36 届黑龙江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
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厦门市凤凰创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厦门市凤凰创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 ㎡
内容： 种子、化肥、农药

第 6 届哈尔滨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哈尔滨市电动车流通行业协会
承办：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 ㎡
内容： 新能源汽车

哈尔滨国际酒店、餐饮及食品饮料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哈尔滨
地点：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3000 ㎡
内容： 酒店、餐饮

湖北省
武汉市

艾妮动漫游戏展
时间： 2021/01/01—202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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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游戏和平台、应用和媒体、游戏设备、直

播设备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ani-expo.com	

华夏家博会（ 武汉 ）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家具、建材等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h.51jiabo.cn

2021 第 13 届武汉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博览
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城市：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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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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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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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82859339
传真： 027-82439316
邮箱： wh@vaneexpo.com
网址： www.was-expo.com

武汉夏季美博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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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

博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武汉环球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日化线及微商展区：日用美容化妆品、护

肤品、彩妆、美甲美睫、香水、口腔护理、
个人洗护产品、微商电商及 O ＥＭ / ＯＤ
Ｍ等各类日用化妆品；医美整形：医疗美
容整形机构 ( 项目、技术、产品 )、各类
光子嫩肤、美容美体、丰胸瘦身、脱毛祛
疤痕美容整形仪器设备及相关产品技术；
中医养身展区：各类中医健康美容美容产
品及技术、艾灸针灸、口服美容保健品、
美容食品等

电话： 18616066636
邮箱： 97661586@qq.com
网址： whmbh.b58b.com

2021 春季中国 ( 武汉 ) 婚博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2021 年春季武汉中国婚博会组委会
行业： 其他
内容： 婚房、婚车、旅游、婚庆、婚纱摄影、婚

纱礼服、婚戒珠宝、婚礼用品等
电话： 4000365520
传真： 010-82731123
网址： www.wed027.net

2021 第 19 届武汉家博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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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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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84878188
网址： www.whjbh.com	

2021 第 25 届中国 ( 武汉 ) 广告技术与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21—202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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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内容： 数码图文及印刷包装展区：打印机系列、

复印机系列、数码成像系统、打印设备耗
材及墨水、印刷包装材料与设备等；标识
标牌系统及设备材料展区：标牌、标识产
品、三面及多面翻、数字标牌、3D 立体
产品、灯箱、霓虹灯、发光产品、反光材料、
亚克力板材、PVC 发泡板、铝塑板、胶粘
制品等；LED 显示屏及设备、LED 光源
引用产品展区：LED 显示屏系列、LED/
LCD 电视、LED 光源系列、LED 配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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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应用方案、亮化工程等
电话： 13141121230
邮箱： kane@hope-tarsus.com
网址： www.whadexpo.com

第 37 届湖北 ( 武汉 ) 国际先进医疗仪器设
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湖北省贸促会对外交流促进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 ㎡
内容： 诊断设备：超声诊断设备、X 线影像诊断

设备、心脑电监护设备、图像处理系统、
扫描设备、生化检测设备、功能检查设
备、病理诊断设备、内窥镜检查设备、监
护仪、光学仪器及神经科、骨科、五官科、
眼科、骨科等检查诊断设备；治疗设备：
内外科手术设备、放射治疗、核医学治疗
设备、透析治疗、射频治疗、低温冷冻治
疗设备、激光设备、康复理疗设备、急救
设备、麻醉和止痛设备、手术室设备、无
影灯、手术床、高频电刀等、透析治疗设备、
急救设备、麻醉和止痛设备及病房护理设
备等；辅助设备：消毒灭菌设备、制冷设备、
供氧设备、血库设备等、煎药设备；病房
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用车辆、医用床、柜、
手术椅等

电话： 18702714317
邮箱： 397618693@qq.com

良之隆 · 2021 年第 9 届中国食材电商节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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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零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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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饮品；服务业：教育培训、洗
衣洗染、连锁酒店、家居装修、汽车维修、
房屋中介、美容美体；服务商：咨询机构、
地产开发商、设施设备、商业设计、IT 服务、
物联网、其他服务等

电话： 18321336919
邮箱： 3532009663@qq.com

2021 中国 ( 武汉 ) 消防产品与应急救援装
备展览会暨新时代消防论坛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北省消防协会
承办： 湖北万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消防人工智能技术；智慧消防技术：城

市火灾报警联动系统、物联网、智慧消防
云平台、消防信息化、位置服务、消防云
安全服务平台、GIS 技术、信息传输、移
动测量技术、智慧消防监管平台等；火灾
探测报警系统类：火灾探测报警器、控制
器、漏电火灾报警、应急、消防电源等产
品；自动灭火设备类：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气溶胶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
统等技术和产品；消防装备类：消防车
辆、个人防护装备、抢险救援器材、呼吸器、
消防炮、缓降设备等产品

电话： 13545153836、027-50701383
传真： 027-50702682
网址： www.hubeixf.com

2021 年中国 ( 武汉 ) 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北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湖北万泽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

· 1 3 4 ·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 ㎡
内容： 防疫系统、视频监控、门禁控制系统、报

警系统、巡更巡检、楼宇及社区安防、安
全防护设备、人体生物识别、物联网技术
应用、防伪技术、LED 显示屏、数据存储、
信息安全防护、通讯传输、视频会议专业
视听设备、智能锁、智能交通安全等；智
慧医院、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社区、
智能家居、智慧校园、智慧生活、人工智能、
消费安防等

电话： 13301327515
邮箱： whabh@foxmail.com
网址： www.hubeiaf.com

2021 武汉种子交易会
时间： 2021/04/12—2021/04/1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武汉天鸿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0000 ㎡
内容： 蔬菜种子展区、包装机械及检测仪器展区、

植保展区等
电话： 027-52237529、52237530
传真： 027-52237369、87396171
邮箱： fair@whseed.com
网址： www.whseed.com

2021 中国 ( 武汉 ) 国际乐器展览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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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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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琴手风琴等吹奏乐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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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相关服务、媒体等

电话： 027-84225565
邮箱： 88952269@qq.com
网址： www.wuhanzhan.com.cn

第 4 届武汉国际玩具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幼教企业联合会、亚太玩具企业联合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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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50000 ㎡
内容： 益智类：动作及技巧游戏、3D 拼图、设

计师玩具、多米诺骨牌、玻璃弹珠、儿童
手工玩具、消闲及收藏品、仿真玩具、波
子机、粘土 / 泥胶、砌图、儿童编织玩具、
儿童绘画玩具、玩具印章、糖果玩具、胶
囊玩具、玩具工具、旅行游戏、铁线砌图
游戏、魔方、旋转拼图；魔术类：魔术 /
开玩笑玩具；模型及人偶类：玩具直升机
/ 飞机、动物模型、玩具火车 / 铁路、玩
具人偶 / 装饰、珍藏洋娃娃、金属玩具、
机械玩具火车、玩具赛车套装、爬虫模型、
玩具船、模型玩具、木制玩具火车、模型
汽车、模型火车、建筑模型、动漫模型及
配件、模型及配件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zgtie.com

2021 首届中国 ( 武汉 ) 国际应急安全博览
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5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湖北九州大健康会展有限公司、武汉新城

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消防装备器材：消防车、消防机器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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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器、摩托车、坦克；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消防侦检、警戒、救生、破拆、堵漏、输转、
洗消等仪器、设备；防火检查、火灾调查
设备；排爆设备；消防员个人装备：消防泵、
消防枪、消防炮；个人防护装备、抢险救
援器材、呼吸器、缓降设备等产品；消防
器材类：各类灭火器、及灭火灌装、维修
设备；消火栓系统、破拆工具、消防水带、
水带清洗、晾晒、绑扎、修补器材消防警
示标志等产品；消防卷盘、消火栓、水泵
接合器及其他消防供水器材、消防给水、
水喷雾、细水雾、泡沫、自动灭火设备类：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气溶胶灭
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等技术、固定炮等

电话： 15871682850
邮箱： 2096602083@qq.com
网址： www.ghexpo.com.cn

2021 第 4 届中国 ( 武汉 ) 国际幼教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4/30—2021/05/02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幼教企业联合会、亚太玩具企业联合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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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幼教智能产品类：电子白板、触摸一体机、

多媒体互动课程、投影仪、幼教互动云平台、
家园共育、儿童教育 APP 软件及安全管
理软件、幼儿园接送系统及幼儿园监控设
施、平板电脑、儿童智能教育机器人、体
感互动产品、3D 互动教育产品、AR/VR
儿童教育产品、儿童互动游乐产品及解决
方案、儿童智能穿戴产品及儿童安全智能
产品、儿童编程教育、儿童 STEAM 教育
产品及课程、DIY 产品、电子积木等；幼
教早教加盟类：早教机构、幼儿教育中心、
亲子中心、幼儿教育研发机构、幼教加盟
连锁机构、幼教咨询机构、国际少儿英语
培训机构、动漫及品牌授权机构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zgpee.com

中国 ( 武汉 ) 国际电玩及游乐游艺展览会
时间： 2021/04/30—2021/05/02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幼教企业联合会、亚太玩具企业联合

会、中国娱乐设计师协会、亚洲影剧院联
盟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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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鸿威国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0 ㎡
内容： 儿童乐园游玩设备：儿童乐园加盟与品牌

授权、儿童乐园设备、拓展淘气城堡、水
滑道、水寨水屋、戏水小品、人工造浪、
水上拓展、幼儿益智玩具等；儿童电玩游
艺、电子游戏：游艺模拟机、派对机；
VR 游乐设备；自助贩卖机；电玩产品及
配件、各式娱乐类机台、益智与娱乐设施
器材等；儿童乐园智能产品：儿童教育
APP 软件及安全管理软件；儿童智能教育
机器人、体感互动产品、3D 互动教育产
品、AR/VR 儿童教育产品、儿童互动游
乐产品及解决方案、儿童智能穿戴产品及
儿童安全智能产品、儿童编程教育、儿童
STEAM 教育产品及课程、DIY 产品、电
子积木等；儿童乐园项目投资、咨询、运
营管理机构等

电话： 027-84611828
传真： 027-84611829
网址： www.whgaf.com

2021 第 9 届中国 ( 武汉 ) 焙烤展览会
时间： 2021/05/10—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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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贝斯

特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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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北京贝斯特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武汉雄涛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烘焙食品：凡从事食品、糕点 ( 月饼 )、

面包、蛋糕、饼干及食品代加工 (OEM)；
烘焙原辅料：果粒、果仁、果脯、水果罐
头、鲜花、巧克力装饰、馅料、专用油脂、
鲜奶油、专用奶制品、专用面粉、预拌粉、
冷冻面团、淀粉、土豆制品等；食品添加
剂：改良剂、保鲜剂、酵母、香料、香精、
色素、甜味剂等；设备及用品：月饼生产线、
饼干生产设备、冷食生产设备、面食生产
设备、巧克力成型机、模具生产设备、包
装机械、烘焙器具、食品馅料炒锅、夹层锅、
烤炉、烤箱、厨房设备用品、西餐厅、咖
啡厅开店配套物料产品；烘焙包装及装饰
用品：纸包装产品、金属包装产品、其他
包装产品；肉松、巧克力制品、糖仔、蜡烛、
仿真食品模型等

电话： 15110010805
网址： www.whbkzlhexpo.co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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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14—202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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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黑茶 ( 云南普洱茶、

湖南黑茶、湖北青砖茶、四川边茶、广西
六堡茶、陕西茯茶、安徽黑茶等 )、青茶 ( 乌
龙茶 )、白茶、黄茶；再加工茶类：花 ( 草 ) 茶、
紧压茶、萃取茶、浓缩茶、果味茶、保健茶、
茶食品、茶饮料等；茶器具、茶包装、泡
茶用水等

电话： 027-65602982
传真： 027-65603179
邮箱： teaexpo@qq.com
网址： www.hzteaexpo.com

2021 第 19 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 汉阳 )
行业： 交通物流

2021 第 7 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 互联网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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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经贸
内容： 展示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

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数字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智能硬件技术、网络营销
推广、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技
术、5G 及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应用软件、
ERP/CRM 管理系统、可穿戴电子设备网
络化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智能化产品及
整体解决方案、电子竞技、电脑及相关设备、
质量与安全认证服务等

电话： 027-87828568、87820868
邮箱： 2541694338@qq.com			
网址： www.whiebe.com

2021 国际宠博会 · 武汉展
时间： 2021/09/17—2021/09/19
城市：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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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活体宠

物等
电话： 027-84686176
邮箱： demo@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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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hinapetfair.com

2021 年第 22 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10/21—2021/10/24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各类整车、汽车零部件、汽车售后相关产

品等
电话： 021-2055	7146
传真： 021-2055	7100
邮箱： whms12@163.com
网址： www.wh-motorshow.com

2021 中国 ( 武汉 ) 国际汽车零部件博览会
时间： 2021/11/17—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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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模具工业

协会、中国汽配行业协会、湖北省激光行
业协会、武汉市汽车行业流通协会、武汉
市汽车行业协会、武汉经开区 ( 汉南区 )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商会

承办：北京亚太瑞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 容：民用车、客 ( 货 ) 运车、工程车、乘用车、

商用车、微型车及专用车等整车、发动机
系统、底盘系统、制动系统、行驶系统、
转向系统、液压系统、车身及附件、汽车
玻璃、轴承、电子电器系统、排气系统、
汽车空调及散热系统、轮胎、汽车制造相
关技术设备、汽车专利技术、变速、驱动、
传动、轴、转向、刹车、悬挂、电源、点火、
起动、信号照明、仪表和辅助电气装置等

电话：010-52338149、18518323880
网址： fc_988@126.com

2021 武汉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暨童车展

时间： 2021-4-30—2021/05/02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幼教企业联合会、亚太玩具企业联合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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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母婴用品：幼婴儿哺育用品、清洁消毒产品、

洗护用品、育婴电器、安全产品、旅行用品、
婴童礼品、婴儿湿巾、婴儿纸尿裤、拉拉裤、
瓶奶嘴、卫生护理用品、电子类用品、安
全用品、妈妈用品等；婴童用品：婴童食
品及保健食品、奶粉、辅食、保健及营养
品、有机食品、有机保健及营养品等；童
车类：童车家具、婴童家具、床上用品及
饰品、幼儿桌椅、婴儿学步车、摇篮、婴
童汽车安全座椅、三轮车、自行车等；婴
童服饰：孕婴童内衣、鞋服及配饰、家纺
用品等；婴童娱乐：玩具、游乐设施、摄
影、纪念品制作等；婴童教育：教具、图书、
电子产品及早教、幼教等服务机构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bmefair.com

 2021 第 2 届武汉国际 AI 新零售博览会
时间： 2021 年 9 月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北省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湖北省人工智

能学会
承办： 武汉众智创品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武汉凯

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智能无人零售品牌展区、智能自助售货设

备展区、智能零售技术及产品展区等
电话： 027-51669128
邮箱： zhangkaiexpo@163.com
网址： www.kaixinexpo.com

第 22 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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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10/21—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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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市分会、武

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环球融创
会展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
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40000 ㎡
内容：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电话： 027-85733284
邮箱： 825149621@qq.com
网址： www.wh-motorshow.com

2021 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武汉
地点：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承办：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鸿

威国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俱乐部 /KTV 酒吧 / 迪厅规划装饰设计、

KTV 灯光音响、娱乐演绎视觉、专业设备、
室内外装饰及陈设、娱乐空间设计、配套
用品等；营销管理软件、灯光音响及广播
视像智能控制系统、智能自助点歌售卖设
备、系统、现场效果智能控制处理设备、
夜场游戏设备等；防火 / 隔音 / 消音 / 吸
音等材料、沙发、茶几、酒柜、吧台吧椅、
空调与空气处理设备、门面装饰及照明等；
酒水食品、玩具、飞镖机、激光娱乐系统、
洋酒、红酒、啤酒及其它饮料食品等；影
剧院播放设备、售票检票设备、多维眼镜、
车载移动影院等

电话： 027-84611828
网址： www.cnccee.com

“ 中国光谷 ”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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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
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武
汉市人民政府、中共湖北省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北省分会、武
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激光器与智能制造：激光器及组件、激

光生产与加工设备、光电附设及配套设备、
激光雷达、光电医疗、自动化及机器人；
光学与精密光学：光学测试与设计、精密
光学与光机械、光学元件、光学制造、红
外光学、机器视觉；光通信及 5G 技术：
各类信息光源、光放大器、光信息处理单元、
光智能组网设备和解决方案、传感器、处
理器、控制器、量子通信技术、智能终端
设备以及智慧生活、智慧城市等

电话： 027-65524712
邮箱： ovcexpo@ovcexpo.com.cn
网址： www.ovcexpo.com.cn

湖南省
长沙市

2021 长沙国际广告标识及印刷展
时间： 2021/03/06—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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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数字喷印设备：户内外数码喷绘设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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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设备、UV 平板打印机、数码纺织印花
机、热转印设备、数码影像技术输出设备、
条幅机、冷裱机、拼接机、覆膜机、喷印
相关耗材及配件等；数字雕刻设备：数控
雕刻机、激光雕刻机、激光切割机、等离
子切割机、弯字机、激光焊字机、刻字机、
开槽机、抛光机、雕刻刀具及相关配件等；
标识、灯箱、展示器材：标识、标牌、灯箱、
铝型材、展示器材、LED 亮化标识、装饰
材料、数字标牌、广告漆、标识灯箱胶水、
单立柱高炮、三面翻等

电话： 020-38200584、34044506
传真： 020-38023815
邮箱： sales@dpes.cn
网址： www.chinasignexpo.com

2021 长沙婚博会
时间： 2021/03/06—2021/03/08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沙市世纪潇湘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宴酒店	、婚纱摄影	、婚庆公司	、钻戒

对戒	、婚纱礼服	、家装建材	、婚车服务	、
婚礼用品、喜糖喜酒等

电话： 0731-85792528
网址： www.cshbh.com

2021 第 39 届湖南 ( 长沙 ) 春季美容化妆
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省展览馆 ( 老馆 )
主办： 湖南省化妆品经营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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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
内容： 专业线美容类：美容院护肤品、化妆品、

纹绣产品、香薰精油、美容养生产品、生
活护理用品等；美容整形类：医疗整形医院、
美容 SPA 会所、美容连锁机构等；美容

仪器类：美容瘦身仪器、设备 , 激光美容
仪器、SPA 设备、电子瘦身仪、光子嫩肤仪、
超声器、减肥瘦身仪器等

电话： 13170483733
网址： zt.5588.tv

2021 湖南长沙浩天广告四新及传媒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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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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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4455909
邮箱： cshotian@126.com
网址： www.cshthz.com

2021 湖南 LED 户外照明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照明学会
承办： 长沙市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户内外数码喷绘写真设备及配件、UV 平

板打印设备及耗材、数码纺织印花机、热
转印机、数码影像技术输出设备、条幅机、
冷裱机、热裱机、拼接机、覆膜机等；各
类喷墨写真墨水、油墨、喷绘布、写真布、
蓬盖布、网格布、单透膜、冷裱膜、车身贴、
即时贴、背胶、反光材料、相纸等数码打
印耗材；激光雕刻、切割、焊字机、CNC
雕刻机、刀具及相关配件等；等离子切割机、
弯字机、折弯机、刻字机、开槽机、抛光
机、吸塑机、迷你字 / 发光字设备、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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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卡设备等
电话： 0731-84455909
邮箱： 381654435@qq.com
网址： www.cshtgg.com

2021 第 21 届湖南智慧安防产品警用装备
博览会暨首届湖南 ( 长沙 ) 网络与信息安全
博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承办： 湖南兰德时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智慧安防展区：视频监控、防盗报警设

备、门禁一卡通、出入口控制、楼宇对讲、
智能家居、智慧停车设备、广播会议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数据传输设备、安防配件
等；警用、反恐装备展区：执法装备、防
护装备、警示灯具、安检排爆、技侦装备、
通信设备、反恐设备、警用交通设备、无
人机等；消防应急救援展区：智慧消防装备、
搜救破拆装备、应急救援装备、应急指挥
设备、防灾减灾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安
全生产预警系统、安全检测仪器与设备等

电话： 0731-85218559
网址： www.hnafxh.com

2021 第 89 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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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麦克国
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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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8130731、88127419、88134205	
传真： 010-88127418、88116923
邮箱： capf@qipeihui.com
网址： www.qipeihui.com

第 29 届中西部 ( 长沙春季 ) 医疗器械展览
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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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诊断设备、x 线影像诊断设备、心脑

电监护设备、扫描设备、生化检测设备、
康复理疗设备、功能检查设备、病理诊断
设备、内窥镜检查设备、光学仪器及神经科、
骨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等检查诊断设
备

电话： 0731-82865666
传真： 0731-82836036
邮箱： andy@hope-tarsus.com
网址： www.cwmee.com

2021 华中幼教产业博览会
时间： 4 月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教联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北京中展华

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湖南汇博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中教联

投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张家界童天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各种积木玩具、拼图玩具、智力拼装玩具、

桌面玩具、能教玩具、启蒙玩具、木制娃娃、
学习类玩具等

电话： 4008857393
传真： 010-58857392
邮箱： 27669759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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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idmeexpo.com

2021 长沙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暨中部 ( 长
沙 )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模具协会、湖南省焊接协会、湖

南省铸造协会、湖南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湖南省电镀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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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4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加工中心、铣床、普

通车床与自动化车床、镗床、锯床、插
床、拉床和刨床、制齿加工机床、组合机
床及组合部件、加工中心及并联机床、钻
削和攻丝机床、工具加工磨床、珩磨、研
磨、抛光及超精加工机床；金属成形机床：
金属薄板切割机床和加工中心、板料、管
料、薄板、型材剪床和旋压机、板材折弯机、
棒料、管材折弯成型机、矫直机、线材成
型机、冲床、冲压机、步冲轮廓机、各种
压力机；特种加工机床：电火花成型加工
设备、电火花线切割设备、电化学加工设备、
火焰切割设备、等离子体切割设备、水喷
射切割设备、快速原型制造设备、打标及
刻模机、表面处理及涂敷设备真空成型机
等

电话： 0731-82865666
邮箱： andy@hope-tarsus.com
网址： www.cceme.com

2021 第 13 届湖南茶文化节暨紫砂、书画、
红木、根雕、陶瓷、茶具工艺品展
时间： 2021/05/07—2021/05/10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沙仁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茶叶产品：白茶、绿茶、红茶、黑茶、黄
茶、乌龙茶、各类有机茶等；茶器具产品：
煮茶器、茶壶、紫砂、陶瓷等主茶具 , 茶盘、
茶巾、茶匙、消毒柜等辅助用品 , 以及竹木、
玻璃罐、金属等及其他附属茶器及泡茶水
等产品；茶包装产品：木制纸盒、竹木纸袋、
塑料纸杯、金属制罐、原料配件、设计印
刷等；再生茶及衍生品：主要展示花草茶、
降压茶、明目茶、萃取茶、浓缩茶、果味
茶、养生茶、速溶茶、袋泡茶等再生茶产品 ,
茶叶深加工产品、茶饮料、茶食品、茶化
妆品等茶衍生品；茶家具产品：古典茶家具、
红木根雕、文房用具、书画等	

电话： 0731-89703006
传真： 0731-89703006
网址： www.rchzgs.com.cn

2021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2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工程机械学

会、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贸促会、长沙市人民政府

承办： 长沙市会展办、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长沙高新区管委会、
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湖南力量之都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0 ㎡
内容： 2021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将全方位

展示工程机械全产业链领域上下游的新
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案 , 全力打
造价值交流平台 , 展馆会设立混凝土机械、
起重机机械、建筑机械、土方机械、铲运
机械、路面机械、海洋机械、工程专用车辆、
隧道工程机械、桩工机械、物流机械、高
空作业车、矿用机械、地下工程装备、市
政工程装备、工程机械配套件、金融服务
等 17 个专区

电话： 0731-8477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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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liujike@hnccpit.org
网址： chinacicee.com

仁创 · 2021 第 21 届中部 ( 长沙 ) 糖酒食
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仁创会展集团
承办： 长沙梅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综合白酒展区；葡萄酒、烈酒展区；食品

智能制造装备区；饮料及乳品展区；休闲
食品展区；啤酒展区

电话： 4006191965
传真： 0731-89703006
网址： www.rctjh.com

2021 长沙 ( 国际 ) 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机场管理
集团、长沙市人民政府、株洲市人民政府

承办： 湖南启航理想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湖
南省贸促会国际交流中心、湖南省通用航
空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60000 ㎡
内容： 通航制造馆、通航应用馆、通航体验馆、

通航科普馆等
电话： 07310586
邮箱： 429853661@qq.com

2021 第 8 届中国 ( 长沙 ) 百货批发市场商
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9/17—2021/09/19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沙前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不锈钢餐 \ 厨具：叉、勺、筷、碗、碟、盘、

保温饭盒、保鲜碗、壶、瓶、刨子、削皮器、
蒸锅、厨房置物架、烧烤炉；塑料制品：
收纳箱、凳子、椅子、刷子、衣架、水桶、
口杯、脸盆、密封罐、垃圾桶、真空压缩袋、
花盆、喷雾器、皂盒、衣叉；清洁用品：
胶棉拖、好神拖、平板拖、扫把簸箕套装、
垃圾桶、手套、百洁布、清洁球、海绵擦、
玻璃擦、雪尼尔、马桶垫 / 刷等

电话： 0731-83291996
传真： 0731-89675821
邮箱： hanhui888@vip.163.com
网址： www.frontiershow.cn

2021 长沙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 
时间： 2021/09/24—2021/09/26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湖南省人民政府
承办： 上海企汇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0 ㎡
内容： 粮油类、肉类、水产、果蔬类、酒饮、茶

叶、乳制品类、茶餐酒具类、进口食品类、
休闲食品类、特色食品类、老字号食品类、
餐饮、饭店、酒店、调味品、配料、食材类、
食品设备用品、技术类、机械类、包装类、
咖啡类、烘焙类、企业服务机构等

电话： 021-26134309

2021 湖南国际绿色发展博览会
时间： 2021/10/22—2021/10/24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 芒果馆 )
主办： 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长沙
市人民政府、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循
环经济协会、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承办： 湖南省贸促会国际交流中心、湖南纵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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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40000 ㎡
内容： 环保产业展区、绿色制造展区、循环经济

展区、清洁能源展区等四大展区 , 展示水、
大气、土壤污染防治理及修复、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 , 工业、农业循环经济、资源再
生利用与再制造、垃圾资源化利用 , 风力、
水力、太阳能发电等技术和装备。

电话： 0731-84773316
邮箱： 1017281098@qq.com

第 23 届中国中部 ( 湖南 ) 农业博览会 ( 国
际馆 )
时间： 2021/10/29—2021/11/02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湖南省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 会展部 )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3500 ㎡
内容： 农业技术、农业设备、农机装备、农用物资、

生态农业、科技农业、数字农业、特色农
产品及食品以及农业合作项目、农业文化
遗产等

电话： 0731-84773391

2021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11/17—2021/11/20
城市： 长沙
地点：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政

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投资促进部、

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长沙市人民政府、株洲市
人民政府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0000 ㎡
内容：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展区、轨道交通关键零

部件及原材料展区、湖南省轨道交通成果

示范及未来轨道交通馆展区、轨道交通建
设施工展区、智能化系统、运营维护及设
计咨询展区等。

电话： 0731-84773339
邮箱： liujike@hnccpit.org
网址： www.cirte.cn

第 7 届 湖 湘 动 漫 月 暨 第 3 届 长 沙 ( 国 际 )
动漫游戏嘉年华
时间： 待定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 芒果馆 )
主办：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旅厅、湖

南省贸促会
承办：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湖南省动漫游戏协会、湖南省贸促
会国际交流中心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原创动漫、游戏、衍生品、动漫影视、动

漫出版、动漫餐饮、动漫教育、动漫科技、
VRAR、新媒体播出平台、文旅及移动互
联网等领域

电话： 0731-84773381
邮箱： shichenying@hnccpit.org

2021 湖南 ( 长沙 ) 国际智慧交通暨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长沙
地点：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 芒果馆 )
主办： 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承办：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湘江

新区管委会产业促进局、湖南启航理想国
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 ㎡
内容： 智慧交通工程技术与设施、智慧交通应用

场景及成果展示、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及核
心技术、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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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31-84770586
邮箱： wuzhengjun@hnccpit.org

郴州市
2021 湖南 ( 郴州 ) 国际五金工具暨锻铸造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1/22—2021/11/24
城市： 郴州
地点： 郴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郴州市贸促会、郴州市经信委、嘉禾县人

民政府、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40000 ㎡
内容： 手动工具、电动工具、风动器具、机械设备、

焊接设备、磨料磨具、五金机电、制造设
备

怀化市
2021 湖南 ( 怀化 ) 国际水果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怀化
地点： 怀化市体育中心
主办： 怀化市贸促会、湖南省贸促会国际交流中

心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水果

醴陵市
2021 湖南 ( 醴陵 ) 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28—2021/10/03
城市： 醴陵
地点： 湖南醴陵	·	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日用杂品流通协

会、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工信厅、湖南
省文旅厅、湖南省贸促会、株洲市人民政
府

承办： 株洲市商务局、株洲市工信局、株洲市文
旅广体局、株洲市贸促会、醴陵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

行业： 其他
面积： 30000 ㎡
内容： 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创意陶瓷、

陶瓷装备、陶瓷新材料等
电话： 0731-82281999
邮箱： fxuelan@hnccpit.org
网址： www.cviec-llcbh.com

娄底市
第 12 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博
览会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城市： 娄底
地点： 娄底市体育馆
主办： 湖南省人民政府
承办： 娄底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

工信厅、湖南省贸促会、娄底市人民政府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 ㎡
内容： 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智能制造、

地方名优特产品类
电话： 0738-8313131
邮箱： 1779719870@qq.com
网址： www.hnxbh.ne

永州市
2021 永州 ( 蓝山 ) 皮具箱包玩具商品博览
会
时间： 2021/12/03—2021/12/05
城市： 永州
地点： 蓝山县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
主办： 永州市人民政府、湖南省贸促会
承办： 中共蓝山县委、蓝山县人民政府、永州市

贸促会、市商务局、市工信局
行业： 皮革箱包
面积： 20000 ㎡
内容： 箱包、玩具、美食、美景、农产品

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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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 株洲 ) 国际硬质合金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株洲
地点： 株洲市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硬质合金、机床

吉林省
长春市

第 12 届吉林冬季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1/29—2021/02/18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长春农业博览园
承办： 长春农业博览园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0 ㎡
内容： 各类农产品、食品、手工艺品、轻工产品

等
电话： 18004485060

2021 长春第 23 届广告及 LED 照明博览会
时间： 2021/03/07—2021/03/09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广告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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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产品、
LED 芯片、外延片、LED 荧光粉、胶水、
有机硅、基板等

电话： 13604318346

第 16 届中国 · 吉林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3/23—2021/03/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承办： 吉林省东博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5000 ㎡
内容： 农用机械、种子、生产资料产品等
电话： 18626671655

首届中国长春智慧农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23—2021/03/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承办： 吉林省东博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 ㎡
内容： 农用机械、种子、生产资料产品等
电话： 18626671655

2021 年第 5 届长春国际农用航空装备博览
会暨 2021 中国北方国际精准农业航空论
坛
时间： 2021/03/23—2021/03/2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承办： 吉林省东博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 ㎡
内容： 民用无人机、有人驾驶农用飞机、小型载

人飞行器、航空遥感、测量技术、航空施
药技术与喷施装备、航空专用品、飞行安
全装备、航空检测设备等

电话： 18626671655

2021 中国长春先进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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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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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5000 ㎡
内容： 先进智能加工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现代

工业自动化应用产品、工业节能环保、民
用节能环保、土地污染治理新能源机械与
装备、制药机械设备等

电话： 13578696921

第 17 届中国长春君子兰节
时间： 3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春莲花卉基地
主办： 吉林省花卉协会、长春农业农村局、吉林

省君子兰协会
承办： 长春君子兰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2000 ㎡
内容： 君子兰花卉、君子兰花土、君子兰花肥等
电话： 13258887555

2021 东北 ( 长春 ) 第 25 届建筑装饰及材
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 ㎡
内容： 家具、木工机械、公共安全产品、智能楼宇、

消防产品及消防技术、厨卫电器、集成吊顶、
供暖供暖、建筑节能产品、装饰玻璃门窗、
彩铝门窗、移门等

电话： 13624467689

2021 中国 ( 长春 ) 美丽乡村与人居环境产
业发展博览会
时间： 4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产业协会

承办： 长春百佳物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美丽乡村与农村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全产业

链等
电话： 13604300035

2021 长春五一车展
时间： 2021/07/13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浩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浩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汽车及部分零配件
电话： 18104313159

东北亚长春文旅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13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
承办： 吉林省大唐博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内容： 特色文旅城市、文旅基地、数字文化、传

统文化、智慧旅游、避暑休闲旅游等
电话： 13843036068

第 25 届中国长春美容美发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6000 ㎡
内容： 日化洗涤产品、美容品、美发品、护肤品、

化妆品、美体产品、中医保健、健美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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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护理用品、美容器械等
电话： 13689818448

2021 中国长春第 15 届连锁加盟创业项目
展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2000 ㎡
内容： 加盟服务、品牌加盟、餐饮食品、教育培训、	

医疗保健等
电话： 13504435221

2021 中国 ( 长春 ) 国际口腔设备及牙科材
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农博园
主办： 吉林口腔医学会
承办： 吉林鲲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1000 ㎡
内容： 口腔材料、口腔设备、义齿加工、口腔辅

助材料、口腔护理用品等
电话： 0431-80602285

2021 第 4 届中国 ( 长春 ) 儿童教育产品博
览会暨东北教育装备展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中吉国发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 中吉国发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 ㎡
内容： 幼儿园整体规划、幼儿园配套产品、基础

教育等
电话： 13089139757

2021 中国 ( 长春 ) 老字号品牌与文旅产业
博览会
时间： 2021/06/11—2021/06/15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全国老字号协会、吉林

省老字号协会
承办： 吉林中人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中华老字号与文旅产业的文化、技艺、企

业和品牌产品等
电话： 18686400866

2021 第 3 届中国 ( 长春 ) 国际青少年科技
教育产业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机器人学会
承办： 长春百佳物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青少年科技教育产业全产业链
电话： 13604300035

2021 第 8 届中国 ( 长春 ) 文化产品交易博
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海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 ㎡
内容： 佛事文化用品、珠宝玉石首饰、茶暨紫砂、

陶瓷、茶具茶品、文房四宝书画、非遗文
化艺术产品等

电话： 13843157687

2021 中国 ( 长春 ) 新环保、新能源产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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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巨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巨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水处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废弃

物回收和利用、环境监测、土壤和地下水
修复、全国环保案例等

电话： 13843157687

2021 中国长春交通运输与包装产业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巨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巨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 ㎡
内容： 运输包装产品等
电话： 13843157687

2021 东北亚 ( 吉林 ) 安全与应急产业博览
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
承办： 晶远国际会展集团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50000 ㎡
内容： 安全应急产业教育体验区、消防安防大型

装备及小型设备 5G 网络信息建设及技术
应用、安全应急产业运输车辆、实景演练
等

电话： 13514468855

第 17 届中国 ( 长春 ) 东北亚动漫艺术博览

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文广旅局
承办： 长春艺联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 ㎡
内容： 中国 Cosplay 平面超级联赛获奖作品展示、

“金松鼠奖”动画、漫画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中国国产原创动画推广活动、科技互动体
验活动、知名动漫游戏企业品牌等

电话： 15843148556

第 18 届中国 ( 长春 ) 国际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21/07/09—2021/07/18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长春贸促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汽车整车及技术等
电话： 84687868

中国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人民政府、长春工信局
承办： 长春人民政府、长春工信局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30000 ㎡
内容： 光电信息产业展示 , 声光电技术及产品、

招聘会等
电话： 0431-82759992、82759993

2021 第 3 届中国 ( 长春 ) 国际康养高峰论
坛暨康复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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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8/16—2021/08/17
城市： 长春
地点： 净月喜来登酒店
主办： 中国医养整合联盟、中国康复医学会医养

结合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医学院、吉林
大学白求恩医学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长春委员会、江省医养结合研究会

承办： 诺尔曼医学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电话： 0431-82733456

第 14 届中国 ( 长春 ) 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江路步行街
主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

长春外办
承办： 吉林民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80000 ㎡
内容： 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紫砂陶瓷、四大名砚、

四大名绣珠宝玉石、四大名石雕塑、木艺、
国画、油画等

电话： 13596001555

第 20 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 ( 交易 )
会
时间： 8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农业部、吉林省政府、长春政府
承办： 长春农业博览园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72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国内外各类名、优、绿、特品牌农产品、食品、

加工产品以及各类农机、农资、畜牧和轻
工产品等

电话： 18004485060

2021 年第 5 届中国 ( 长春 ) 轨道交通博览

会
时间： 2021/09/24—2021/09/26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东博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承办： 吉林省东博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 ㎡
内容： 轨道装备制造企业的高科技新产品、新技

术、教育新成果等
电话： 18626671655

中国 ( 北方 ) 新零售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
承办： 长春晶远国际会展集团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0000 ㎡
内容： 新零售平台渠道展示及体验、新零售终端

设备、新零售创新技术、新零售金融产品
等

电话： 13944947775

2021 第 6 届中国 ( 长春 ) 秸秆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国家秸秆产业技术战略联盟、长春农业博

览园
承办： 长春现代农业示范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秸秆设备和产品展览、秸秆环保餐具生产、

秸秆环保建材、秸秆生物制气、秸秆可降
解包装袋、秸秆生物粘合剂、秸秆环保酒
店用品及日用品、秸秆收储运设备等机构
参加展览

电话： 13263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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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中国 ( 长春 ) 茶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深圳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8000 ㎡
内容： 各地名优茶叶、茶机械、紫砂、工艺品、根雕、

字画瓷器古典家具等
电话： 0755-82222201

长春纹绣展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纹名堂纹饰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纹名堂纹饰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国内外纹绣师技能竞赛为主 , 穿插行业优

秀代表讲座
电话： 18443179888

2021 中国长春第 14 届东北四省农资产品
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吉林亿威展览有

限公司
承办： 长春农博园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肥料展区、植保展区、种子展区、智慧农

业高新技术展区、智能灌溉展区、农业机
械展区、温室园艺展区、航空植保展区等

电话： 18626912111

第 2 届中国 ( 长春 ) 装配式建筑产业博览

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贸促会、长春房地协会
承办： 吉林省大唐博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内容： 智能化楼宇系统、新型建材、园林景观设施、

家装、家居、全屋定制等
电话： 13644318589

2021 中国长春第 16 届连锁加盟创业项目
展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维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面积： 12000 ㎡
内容： 加盟服务、品牌加盟、餐饮食品、教育培训、

美容健身、	医疗保健等
电话： 13504435221

中国 ( 北方 ) 粮食及相关产品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中心、吉

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承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中心、吉

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食品、食品技术、食品制造机械等
电话： 18943129797

2021 长春妇女儿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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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妇联
承办： 长春百佳物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0000 ㎡
内容： 妇女儿童相关全产业链
电话： 13604300035

2021 中国长春数字体育博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长春梵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长春梵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 ㎡
内容： 全国高校电子竞技大赛、VR 展示及体

验、动漫嘉年华智慧篮球、MCD 模玩赛车、
机器人 / 无人机展示及体验、模拟滑雪机、
模拟赛车、悠悠球等

电话： 19804305666

第 26 届中国长春美容美发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10/24—2021/10/26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60000 ㎡
内容： 日化洗涤产品、美容品、美发品、护肤品、

化妆品、美体产品、中医保健、健美内衣、
生活用护理用品、美容院及相关美容产品、
美容器械等

电话： 13689818448

第 2 届中国 ( 长春 ) 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09—2021/10/11
城市： 长春

地点： 农博园
主办： 长春梵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吉林省健康集群产业集团公司、吉林省互

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保健食品专区、高端滋补品燕窝专区、抗

衰老专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区、
母婴产品全专区、中医药养生产品专区、
医疗及保健用品专区等

电话： 18686669175

第 4 届东北亚 ( 长春 ) 新能源智能充电技
术及装备博览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电动车协会
承办： 吉林省电动车协会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2000 ㎡
内容： 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太阳能电动车及氢能源、天然等各种新能
源、混合动力车辆及各种低排放、环保节
能型汽车等各种新能源专用车、充电站智
能网络项目规划及成果展示等

电话： 17649848866

第 6 届吉林雪博会
时间： 12 月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吉林省人民政府、北京冬奥组委、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厅、长春人民政府、省教育厅、
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外办、省体育局、
各 ( 州 ) 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

承办： 吉林省人民政府、北京冬奥组委、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厅、长春人民政府、省教育厅、
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外办、省体育局、
各 ( 州 ) 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

行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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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 否
内容： 冰雪设备、滑雪场辅助设施、冰雪服饰器材、

滑雪专业线产品等
电话： 13354303433

第 13 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长春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贸促会

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贸促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75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展示中国东北地区及国内相关省市、东北

亚五国及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优势和名、优、
特、新产品 , 通过搭建中国与东北亚五国
以及世界	各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平台 , 促进
中国对内对外贸易发展、东北亚五国商务
周 ( 日 ) 以及投资合作、经贸洽谈等

电话： 043182766137

扶余市
第 3 届扶余花生 ( 四粒红 ) 及杂粮杂豆产
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扶余
地点： 扶余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主办： 吉林省贸促会、吉林省商务厅、扶余人民

政府
承办： 扶余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 否
内容： 花生及花生制品、杂粮杂豆、特色农产品

等
电话： 0438-5861700

梅河口市
中国梅河口第 1 届松子节
时间： 待定
城市： 梅河口
地点： 梅河口会议会展中心
主办： 梅河口人民政府
承办： 吉林省贸促会、梅河口商务局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松子及产品
电话： 0431-82766137

江苏省
南京市

金陵家装博览会（1 月 ）
时间： 2021/01/01—2021/01/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亚祥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亚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居家装

金陵家装博览会（3 月 ）
时间： 2021/03/20—2021/03/2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亚祥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亚祥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居家装

华夏家博会（ 南京 ）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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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南京华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华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6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51jiabo.com

第 23 届养生养老暨健康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21/03/06—2021/03/0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银龄神州广告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养生养老相关产品

第 23 届南京家装主材 ( 家具 ) 博览会
时间： 2021/03/12—2021/03/1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装饰材料商贸协会
承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网址： www.njzscl.com	

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
承办： 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1600 ㎡
内容： 汽车
电话： 18905165486
邮箱： 973534696@qq.com

2021 长三角教育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承办： 江苏省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6000 ㎡
内容： 教育装备

2021 第 3 届南京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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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8200 ㎡
内容： 乐器及用品

南京广告产业博览会第 27 届广告技术设
备、图文传印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广告协会、南京亚东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亚东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20000 ㎡
内容： 广告技术设备、图文传印

2021 第 22 届江苏国际智能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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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商联五金

机电商会
承办： 南京凤凰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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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智能制造、机械装备
电话： 025-86645029、025-84727090
邮箱： fhexpo@163.com
网址： www.njfhzl.com/jx/

2021( 春季 ) 南京国际珠宝玉石文化产业
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珠宝玉石

中国门窗 · 定制家居博览会南京站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聚和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聚和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1600 ㎡
内容： 门窗、定制家具
电话： 17751766789
邮箱： 1065237633@qq.com

2021 中国 ( 南京 ) 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技
术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3/31—2021/04/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徐州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家化学品
及制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承办：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工作委员会、
南京众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0000 ㎡
内容： 安全防护
电话： 13391085850
网址： www.safetyex.com.cn

中国 ( 南京 ) 国际沐浴 SPA 暨大健康博览
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沐浴专业委员会
承办： 南京北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31600 ㎡
内容： 沐浴健康产业链
电话： 13718043514
邮箱： 1640105004@qq.com

2021( 春季 ) 南京国际美容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4/11—2021/04/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承办： 南京中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美发化妆品

2021 江苏南京国际美容化妆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4/11—2021/04/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
承办： 南京创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0000 ㎡
内容： 美容美发
电话： 025-85098610
邮箱： njmbh@163.com
网址： www.njmbh.com	

第 21 届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4/13—2021/04/1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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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

承办：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农业机械
网址： www.nongjx.com

2021 夏季中国南京孕婴童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思想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8200 ㎡
内容： 孕婴童用品

中国 AOPA · 国际航空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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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面积： 10000 ㎡
内容： 航空产业
电话： 13761751925
邮箱： 1020022306@qq.com
网址： www.hangkongexpo.com

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0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51jiabo.com

第 23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 江苏 ) 博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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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市基层卫生协会

承办： 江苏中洲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健康产业
网址： 4761.hshuiyi.com	

南京钓配展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钓具协会
承办： 南京北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内容： 休闲垂钓产业链
电话： 13718043514
邮箱： 1640105004@qq.com

第 9 届世界雷达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雷达行业协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雷达行业协会会展部、中电科技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4000 ㎡
内容： 雷达
电话： 025-86474449
邮箱： 28508377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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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reexpo.chinadianshi.com

2021 年矿晶化石陨石科普活动
时间： 2021/04/22—2021/04/2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万嘉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万嘉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 ㎡
内容： 矿晶化石陨石

2021 第 14 届中国 ( 南京 ) 国际汽车博览
会
时间： 2021/05/01—202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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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尚格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60000 ㎡
内容： 汽车
电话： 025-86753369
邮箱： jiamin.zhao@sungoal.org
网址： nanjing.360chezhan.com

南京动漫游戏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01—2021/05/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纯色营销企划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5800 ㎡
内容： 动漫游戏产品

第 7 届中国移门及定制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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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淘逸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标雄
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8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025-58719170
网址： www.ymblh.com

中国 ( 南京 ) 国际绿色建筑博览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信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信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绿色建筑材料产业链
电话： 025-66834374
邮箱： 1813991607@qq.com
网址： www.jiancaiexpo.com

第 2 届中国国际健康养生大会暨 2021 中
国国际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科隆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浙江科隆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2000 ㎡
内容： 健康产业

2021( 南京 ) 第 6 届国际教育培训品牌加
盟展览会 /2021 第 32 届国际创业投资连
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企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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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教育培训品牌及创业投资连锁加盟

中国 ( 南京 ) 国际智能消防设备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创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创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10000 ㎡
内容： 消防设备及技术
电话： 15380773233
邮箱： 415720508@qq.com
网址： www.nj-119.com	

大报家装（5 月 ）
时间： 2021/05/15—2021/05/1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大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大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居家装

2021 南京国际消防设备技术交流展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信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信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 ㎡
内容： 安全防护
电话： 86	173	0256	7119
邮箱： 861743563@qq.com
网址： www.zhihui-119.com	

第 2 届标识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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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2000 ㎡
内容： 广告设备

第 3 届 iFresh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江苏站
时间： 2021/05/23—2021/05/25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际园艺学会樱桃分会
承办： 亚果会 ( 南京 )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果蔬类产品

2021 第 28 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及会
议
时间： 2021/05/24—2021/05/2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工作委员会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100000 ㎡
内容： 日用化工、日用品
电话： 010-64778188
邮箱： cidpex@cnhpia.org
网址： www.cnhpia.org/

2021 第 5 届长三角电镀、涂装及智能环保
展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人电镀网
承办： 无锡昌兴冉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电镀、涂装产业链
电话： 1891374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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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hrddw0828@163.com
网址： www.jsexpo.cn/exhibitors_1.html

2021 中国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8200 ㎡
内容： 宠物及宠物用品

2021 全国公益产康节
时间： 2021/05/29—2021/05/3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钓泽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产后康复用品及服务机构

国际服务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21/06/01—2021/06/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中心	
承办： 北京远大华益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
电话： 010-68594958
邮箱： service@china-ssr.com.cn
网址： www.china-ssr.com.cn/

中国 ( 南京 ) 国际智能工业博览会 / 中国 ( 南
京 ) 国际机械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6/01—2021/06/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创安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创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600 ㎡
内容： 工业机械产业链
电话： 15380773233
邮箱： 415720508@qq.com
网址： www.njchuangan.com

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51jiabo.com

CMT China 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览
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德国斯图加特展览

公司
承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26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旅游产业、汽车

2021 年世界半导体大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南
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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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半导体行
业协会、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究院、
南京润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14000 ㎡
内容： 科技创新、半导体
电话： 025-87780975
网址： www.wsce-expo.com

2021 南京创新周
时间： 2021/06/23—2021/06/2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市政府
承办： 工信局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4000 ㎡
内容： 文化创意
网址： www.nanjingtech.cn	

2021 第 13 届亚洲 ( 南京 ) 国际塑料及橡
胶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6/23—2021/06/2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群益投资 ( 广州 ) 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 群益投资 ( 广州 ) 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20000 ㎡
内容： 塑料橡胶

全球智慧出行大会暨中国 ( 南京 ) 国际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6/25—2021/06/2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中汽四方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中汽四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新能源汽车

电话： 0086-10-63362356
邮箱： ieev@evautoe.com
网址： www.gimc2020.com	

第 34 届世界电动车大会 (EVS34)
时间： 2021/06/25—2021/06/2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承办：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国际、国内新能源汽车
电话： 010-63256869
邮箱： expo@evs34.org.cn
网址： cn.evs34.org.cn/

2021 第 33 届南京国际美容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6/30—2021/07/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承办： 南京中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0000 ㎡
内容： 美容美发化妆品

大报家装（7 月 ）
时间： 2021/07/10—2021/07/1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大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大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家居家装

2021( 夏季 ) 南京珠宝首饰及工艺品展览
会
时间： 2021/07/01—202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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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8000 ㎡
内容： 珠宝首饰及工艺品

2021 亚太户外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7/02—2021/07/0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宁菲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宁菲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24000 ㎡
内容： 户外休闲

麦车网南京国际博览中心车展
时间： 2021/07/03—2021/07/04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墨寒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墨寒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 ㎡
内容： 汽车

2021 南京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时间： 2021/07/07—2021/07/0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6000 ㎡
内容： 纺织面料配件

2021 中国 ( 江苏 )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8/03—2021/08/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高博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 ㎡
内容： 酒类、饮料

麦车网南京国际博览中心车展
时间： 2021/08/07—2021/08/0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墨寒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墨寒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 ㎡
内容： 汽车

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51jiabo.com

第 24 届南京家装主材 ( 家具 ) 博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装饰材料商贸协会
承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6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网址： www.njzscl.com	

2021 中国国际景观博览会
时间： 2021/09/02—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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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花卉报》社、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花卉进出口分会
承办： 东部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沪鑫堡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娱乐休闲
面积： 20000 ㎡
内容： 环境绿化
电话： 021-34786162
邮箱： kun.feng@cs-china.org
网址： www.wlechina.com

中国 ( 南京 ) 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
博览会
时间： 2021/09/02—2021/09/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 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60000 ㎡
内容： 科技创新、信息技术
电话： 15861810742
网址： www.cisexpo.com.cn

江苏服装节
时间： 2021/09/03—2021/09/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泓达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江苏泓达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4000 ㎡
内容： 服装服饰

2021 年 ( 第 20 届 ) 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9/03—202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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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汽车

2021 南京火锅食材用品及餐饮供应链展览
会
时间： 2021/09/08—2021/09/10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博闻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郑州企阳典克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6000 ㎡
内容： 食品饮料

第 6 届南农猪业高峰论坛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农业大学
承办： 东西志览文化传媒南京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100 ㎡
内容： 养猪行业技术设备与产品

第 3 届 CNF 中国 ( 南京 ) 国际消防设备技
术交流展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信创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信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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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消防设备及技术
电话： 17302567119
邮箱： 861743563@qq.com
网址： www.zhihui-119.com

2021 长三角健康峰会 ( 溧水 ) 暨中医药博
览会
时间： 2021/09/11—2021/09/13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承办： 江苏新华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中医药产品

2021 江苏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暨高峰论
坛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贸促会
承办：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养老服务项目、机构、智慧养老、康复、

护理

第 23 届中国国际气体技术、设备与应用展
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气体协会
承办： 北京艾亚特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6000 ㎡
内容： 工业装备
电话： 010-8416	4587
邮箱： ait@263.net.cn
网址： www.igchina-expo.com

2021 年中国 ( 南京 ) 国际润滑油、脂、养
护用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省润滑油行业协会	
	 天津市润滑油脂协会
承办： 北京鼎成创赢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2000 ㎡
内容： 汽配及用品
电话： 13581675251
邮箱： luexpo@163.com
网址： www.luexpo.com

中国 ( 南京 ) 国际智慧节能博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深圳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深圳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绿色、智慧节能设备
电话： 86-755-83165559
邮箱： 776548393@qq.com
网址： www.eserexpo.com

2021 首届溧水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21/09/17—2021/09/19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南京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承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茶及茶文化产品

923 国际农产品真播电商节
时间： 2021/09/22—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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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承办：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农资类产品

中国 ( 南京 ) 国际交通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23—2021/09/2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新疆蜂巢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新疆蜂巢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 ㎡
内容： 交通设备及技术
电话： 13999289225
邮箱： 22144645@qq.com
网址： www.xjlte.com

2021 中国 ( 南京 ) 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
装备展览会 / 中国 ( 南京 ) 国际教育装备暨
科教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9/28—202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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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高校实

验室研究会等
承办： 南京上玄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面积： 15000 ㎡
内容： 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教育装备、科教技

术

中国水产前沿展 (2021)
时间： 2021/10/02—2021/10/2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水产频道、广州灵狮广告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灵狮广告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 ㎡
内容： 渔业
电话： 13719331127
网址： www.fishfirst.cn

2021( 第 14 届 ) 中国国际日化产品原料及
设备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21/10/02—2021/10/2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承办： 国药励展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26000 ㎡
内容： 日用化工、包装印刷
电话： l5000025450
邮箱： 2656867933@qq.com
网址： 3286.hshuiyi.com

首届全国绿色发展教育高峰论坛暨绿色产
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12—2021/10/1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
承办： 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78000 ㎡

扬子当代艺术展
时间： 2021/10/14—2021/10/1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艺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艺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文化创意、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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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烘培店加盟及配套展览会
时间： 2021/10/14—2021/10/1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烘焙、食品

2021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江苏研究院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南京市人民政府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2000 ㎡
内容： 智能制造
电话： 13851859252
网址： www.wimsite.org

2021 全国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产销对接大
会
时间： 2021/10/22—2021/10/24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 ㎡
内容： 农资类产品

第 39 届中国江苏国际自行车、新能源电动
车及零部件交易会

时间： 2021/10/26—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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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行车

有限公司、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
员会

承办： 南京晟昊展览有限公司、无锡市东海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0 ㎡
内容： 汽车、新能源、汽配及用品
电话： 51085055112
网址： www.jsbicycle.com

2021 中国 ( 南京 ) 国际塑料展
时间： 2021/11/03—2021/11/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承办：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2000 ㎡
内容： 塑料

2021 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
时间： 2021/11/04—2021/11/0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
承办： 南京十竹斋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 ㎡
内容： 文化创意、艺术品

第 18 届中国国际粮油展
时间： 2021/11/04—2021/11/07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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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8000 ㎡
内容： 粮油、农业
网址： www.cigoex.com

砂石骨料及固废处理展
时间： 2021/11/11—2021/11/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华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华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矿石骨料、环境卫生

2021( 秋季 ) 南京国际美容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11/11—2021/11/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承办： 南京中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美容美发化妆用品

第 21 届中国生物制品年会
时间： 2021/11/12—2021/11/1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疫苗行业协会
行业： 其他
面积： 12000 ㎡
电话： 010-52831556
邮箱： wangqing@cav.org.cn
网址： www.cav.org.cn

2021 API China 国药励展药品展
时间： 2021/11/16—2021/11/21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 国药励展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80000 ㎡
内容： 医药用品
网址： www.apichina.com.cn

江苏白马国际未来农业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11/18—2021/11/20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35 斗新泥说 ( 重庆 ) 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0000 ㎡
内容： 农资类产品

第 22 届中国制冷、空调与热泵节能博览会
时间： 2021/11/24—2021/11/2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长沙强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20000 ㎡
内容： 制冷、空调与热泵节能技术与设备

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
时间： 2021/11/25—2021/11/29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承办： 厦门市凤凰创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农业机械
电话： 18030017711
邮箱： 508001526@qq.com
网址： www.zgzbsjh.com



江苏省

· 1 6 6 ·

中国农村电商供应链博览会
时间： 2021/11/26—2021/11/28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农资类产品

2021 亚洲食品展览会
时间： 2021/11/28—2021/12/0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高博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 ㎡
内容： 酒类、饮料、食品

2021 中国 ( 国际 ) 混凝土会展
时间： 2021/12/01—2021/12/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承办：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6000 ㎡
内容： 混凝土

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12/10—2021/12/12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华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华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4000 ㎡
内容： 家居家装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51jiabo.com

2021 老字号博览会
时间： 2021/12/03—2021/12/05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承办：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10000 ㎡
内容： 知识产权、日用品

2021( 冬季 ) 南京国际珠宝玉石文化产业
及茶文化展览会
时间： 2021/12/03—2021/12/06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南京百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8000 ㎡
内容： 珠宝玉石茶叶

2021 特种肥料及植保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21/12/18—2021/12/20
城市： 南京
地点： 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扬光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0000 ㎡
内容： 农资类产品

中国畜牧农渔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2/28—2021/12/03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北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北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31600 ㎡
内容： 畜牧业
电话： 13718043514
邮箱： 16401050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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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zgxmz.net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暨中国 ( 南京 ) 进口
商品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承办： 北京电商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 ㎡
内容： 电子商务、进口商品
电话： 13691307021

南京佛事用品及素食文化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上玄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上玄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素食健康
电话： 86-25-85725581
邮箱： njfoshi@njfoshi.com
网址： www.njfoshi.com

南京橡塑材料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苏世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江苏世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0000 ㎡
内容： 橡胶、塑料产业链
电话： 13167731310
邮箱： 3493912365@qq.com
网址： www.cap-expo.com

南京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南京幸运星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 南京幸运星文化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0000 ㎡
内容： 宠物用品
电话： 13816850338
邮箱： 55338007@qq.com

中国建筑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南京
地点：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文行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文行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 ㎡
内容： 建筑材料
电话： 13910024687

淮安市
2021 中国 ( 淮安 ) 国际食品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淮安
地点： 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

烹饪协会等
承办： 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江苏省商务厅、江

苏省贸促会、淮安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 否
内容： 国内外知名品牌食品、生鲜预制食材、休

闲方便食品、酒及高端饮品、食品新零售
终端、食品餐饮服务

电话： 025-52856436
邮箱： yuxiaoyang@jsccp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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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huaianfoodexpo.com

苏州市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昆山 )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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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ks

2021 中国 ( 苏州 ) 机床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20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苏州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0000 ㎡
内容： 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水切割机等各

种钣金数控加工设备、高速精密冲床、油
压机、液压拉床、激光切割机、激光打标机、
激光雕刻机、组合刀具、非标刀具、刀具
附件、磨削机械、各类型磨具等

电话： 021-60280798
邮箱： szcme@5icme.com
网址： www.5icme.com

2021 苏州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20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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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电话： 13255112359
邮箱： shll-wxlwc168@foxmail.com

IOTE 2021 第 15 届物联网展 · 苏州站
时间： 2021/04/07—2021/04/09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深圳市物联网

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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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55-86227055、18676385933
邮箱： cjh@ulinkmedia.cn
网址： www.iote.com.cn

2021 中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苏州
地点： 昆山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食品流通开发中心
承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腐乳设备、纳豆设备、豆豉设备等
电话： 010-68538677、53347336

2021 长三角 ( 苏州 ) 早幼教展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苏州励博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苏州励博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电话： 0512-66963656、18362796878
邮箱： 2499331701@qq.com
网址： www.preschool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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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昆山机械与智能制造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苏州
地点： 昆山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昆山市五金机电商会、上海联讯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联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数控机床、模具制造、工量刃具、塑料机械、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激光焊接切割设
备等

电话： 0512-55181590
邮箱： 281124475@qq.com
网址： ksmm.19798999.com

2021 第 21 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
时间： 2021/10/27—2021/10/09
城市： 苏州
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金蜘蛛传媒
承办： 金蜘蛛传媒
行业： 机械工业
电话： 020-38861363
传真： 020-38861343
网址： www.fastenertradeshow.biz

泰州市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泰州 )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泰州
地点： 泰州国际博览中心 ( 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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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ks

第 12 届中国 ( 泰州 ) 国际医药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泰州
地点： 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
承办： 泰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江苏省分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 否
内容： 药品、原料药、医疗器械、化学试剂、分

析仪器、玻璃仪器、实验室装备、制药设备、
包装材料、中药材、保健品、化妆品、防
疫物质及医药行业相关技术和服务等

电话： 025-52856750
邮箱： huyucheng	@jsccpit.gov.cn
网址： www.cim-expo.com

徐州市
2021 年 ( 徐州 ) 国际医疗器械技术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徐州
地点： 徐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江苏省医疗器械行业会、南京医疗器械管

理协会、南京市医院协会、南京社区卫生
协会、江苏省民营医院分会						 	

承办： 南京博贸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电话： 025-85521291
传真： 025-85552818
邮箱： shbj88@188.com
网址： www.chinashbj.com

扬州市
2021 第 10 届中国扬州户外照明及 LED 照
明展览会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城市：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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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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励展北方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广场照明、公共照明、商业照明、专业照明、

装饰照明、建筑物泛光照明、体育馆照明、
园林景观照明、护栏灯、洗墙灯、光纤灯、
防潮灯、防爆灯、道路照明灯具、庭院及
景观灯、太阳能灯具、建筑灯具、工矿灯具、
投光灯、无极灯、嵌入式灯、船用灯、特
种灯具、水下灯具、应急灯具、电级材料、
钨丝等

邮箱： chinadongjie@163.com
网址： www.yzzm.net

江西省
南昌市

2021 第 2 届中国 ( 江西 ) 建材新产品博览
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仁创会展集团
承办： 南昌仁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 ㎡
内容： 全屋定制、集成吊顶、系统门窗、厨电照明、

卫浴陶瓷、五金门板等
电话： 15180487162
邮箱： dzf871107@qq.com
网址： www.rchzgs.com.cn	

2021 第 19 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畜牧业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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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8388699
传真： 010-83888797
邮箱： cahe@caaa.cn
网址： www.caaa.com.cn

2021 江西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卫生产业交流协会、江西省药品

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承办： 南昌启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心脑电监护设备：脑电图机、肌电图机、

心电图机、诱发电位仪、遥测监护系统、
HOLTER、除颤监护仪、胎儿监护仪、运
动平板心电系统、动态血压、脑电图机、
血氧饱和度监护仪及辅助诊断设备等；生
化及实验室设备：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
计数仪、尿分析仪、血液透析仪、流式细
胞仪、诊断仪器和试剂、血气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酶标仪、色谱仪、PCR 仪、
血库冰箱和培养箱等；医院信息化建设设
备：医疗信息系统	(HIS)	软件及设备；医
院管理系统	(HMIS)	软件及设备等

电话： 0791-86202823
邮箱： 276655627@qq.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 ( 江西 ) 自动化暨机床
博览会
时间： 2021/07/09—2021/07/11
城市： 南昌
地点：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南昌市人民政府、

南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江西省机械工业
联合会、江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承办： 江西迈格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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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工业自动化系统、运动与控制系统、定位
器 / 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变
频器、仪表仪器、连接器工业网络、现场
总线、气动元件、传动设备、安全设备 /
屏幕等 ; 连接技术 :	拧紧设备、焊接、焊台、
铆接、冲压、上胶设备、紧固件、精密部件、
铝型材、型材配件、拆分技术、旋转分度台、
导向设备及元件、轴承、齿轮、链条、传
动带、滑道、坐标工作台、线性马达、减
速机、电动机、空压机、快速接头、气压
液压设备及元件等

电话： 4008110220
邮箱： 805493841@qq.com

九江市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九江 )
时间： 2021/03/27—2021/03/28
城市： 九江
地点： 九江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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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ks

景德镇市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时间： 2021/10/18—2021/10/22
城市： 景德镇
地点： 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	
行业： 其他
电话： 0798-8562798
传真： 0798-8562779
邮箱： jdz@chinaicf.cn

网址： www.chinaicf.cn

辽宁省
沈阳市

2021 第 28 届辽宁广告标识 LED 光电照明
展
时间： 2021/03/12—2021/02/14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省展览协会、辽宁省广告协会、辽宁

省照明协会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设备及耗材：数码喷印设备、数码写

真设备、UV 板卷打印设备、CNC 雕刻
设备、刀具及配件、条幅机、覆膜机、吸
塑机、切割机、刻字机、弯字机、喷绘布、
亚克力板材、铝塑板、胶粘制品、反光材料、
墨水、油墨等；喷印与标识喷绘工厂标牌、
标识产品、数字标牌、LCD 广告机、3D
立体产品、灯箱、发光产品、展览展示器材、
货架及展柜、商业装饰材料及方案等

电话： 021-59781550
邮箱： 1021478022@qq.com

2021 华夏家博会 ( 沈阳 )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沈阳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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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庭装潢、家装设计、家装咨询服务机构

及相关企业等；整体浴室、卫生洁具、瓷砖、
地砖、淋浴房、龙头、花洒、卫浴五金等；
整体厨房、橱柜、厨房电器、舒适系统、
净水设施、水槽、厨房五金等；强化地
板、复合地板、地暖系统、室内门、防盗门、
塑钢窗、无框窗、隐形窗、整体楼梯等；
油漆涂料、壁纸家饰、各类管材、装饰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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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灯饰、装饰五金、锁具、开关电器等；
实木家具、板式家具、沙发软床、定制家具、
儿童家具、移门衣柜、家纺家饰、窗帘布艺、
红木家具等

电话：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

2021 中国 ( 沈阳 ) 国际现代建筑产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沈阳市人民政

府
承办：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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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内容： 装配式建筑样板房、预制部品部件、钢结构、

木结构展区；被动式低能耗建筑、集成房
屋、门窗幕墙；绿色建筑节能、新型建材、
建筑装备；房地产、BIM 现代化建筑技术
与服务；装配式市政、地下管廊、海绵城
市；智能化系统、绿色装饰材料、整体厨卫、
舒适家居系统；集中供热、分户独立供热
采暖、暖通空调、新能源环保设备；别墅
设施、楼梯护栏、户外家具、园林景观；
全装修与内装工业化；智慧城市与智能交
通等

电话： 024-23848948
邮箱： bfexpo@126.com
网址： www.bfexpo.com

2021 北方第 23 届国际供热通风空调清洁
能源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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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
内容： 集中供热、分户独立供热采暖设备与器材；

电采暖产品及电加热器材；清洁能源节能
环保设备及舒适家居系统等

电话： 15804086986
邮箱： bfnuantong@163.com
网址： www.bfexpo.com

2021 第 22 届中国东北国际口腔器材展览
会暨学术交流会
时间： 2021/03/22—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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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口腔诊断设备：牙科 X 线机、牙科成像系

统、牙科 X 光片自动显相影机等；口腔治
疗设备：牙科综合治疗机、牙科激光治疗机、
牙科综合治疗台、牙科综合治疗箱等；数
字化口腔：数字化、智能化口腔综合治疗
台、全景机、牙片及口腔内窥镜等口腔影
像系统、口腔修复体制作系等；口腔辅助
设备：光固化机、洁牙机、全自动高温消
毒锅、振荡机、烤瓷炉、各种拔牙机、打
磨机等；口腔材料：前后牙通用充填材料、
各种牙体材料、各种造牙技术及材料等

电话： 024-23920245
传真： 024-23922432
邮箱： bfexpo@126.com
网址： www.bfexpo.com.cn

2021 第 53 届 ( 春季 ) 沈阳国际医疗器械
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省医疗器械工业公司、辽宁深港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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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诊断设备、治疗设备、辅助设备、口腔设备、

眼科设备、美容设备、辅助器材、闲置医
疗器械、二手设备等

电话： 024-22853303
传真： 024-22853500
邮箱： liaoningsg@163.com
网址： www.sgylqxz.com

2021 中国 ( 沈阳 ) 清洁能源环保博览会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大美国际资讯
承办： 沈阳大美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新能源领域：太阳能光伏 ( 太阳能光伏发

电站集成系统、太阳能农业光伏系统、家
用小型分布式发电系统 )、太阳能光热 ( 家
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制冷采暖系统、
分体承压式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完美结
合 )、空气能热泵 ( 热泵热水工程、热泵
采暖制冷工程 )、太阳能配套产品 ( 太阳
能配件、工程配套设备、烟机灶具电热水
器、洁具卫浴、供暖设备、集成吊顶等 )；
暖通领域；净水领域；净化领域等

电话： 13940049941

2021 年第 26 届中国国际北方建筑装饰博
览会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沈阳市人民政

府
承办：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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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
内容： 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样板房、预制

部品部件、钢结构、木结构、装配式市政、

地下管廊、海绵城市、别墅设施、楼梯护栏、
户外家具、园林景观、全装修与内装工业化、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集成房屋、门窗幕墙、
绿色建筑节能、新型建材、建筑装备、房
地产、BIM 现代建筑与服务、智能化系统、
绿色装饰材料、整体厨卫、太阳能建筑一
体化、暖通空调及新能源设备；保温材料：
无机保温材料、发泡保温材料、有机保
温材料、保 ( 深 ) 冷材料、保温装饰一体
化、墙体、屋面保温、防火隔离带、隔音
及吸音材料、建筑节能技术及生产设备等；
节能门窗：被动式用窗、系统窗、阳光房、
建筑胶、五金、配件及设备等

电话： 024-31881727、13897990460
传真： 024-23922432
邮箱： 985888948@qq.com
网址： www.bfexpo.com.cn

东北 ( 沈阳 ) 第 18 届珠宝玉石首饰精品展
/2021 东北 ( 沈阳 ) 第 18 届奢侈品文化展
示博览会
时间： 2021/04/01—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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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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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及珊瑚等
电话： 15998887818、18624027867
邮箱： zhenbo_0101@126.com
网址： www.syzhenbo.com

2021 第 8 届中国 ( 沈阳 ) 餐饮产业暨火锅
食材用品展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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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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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0000 ㎡
内容： 调味品：清汤底料、火锅底料、蘸料、骨

汤清汤、菌汤、辣椒油、花椒油及辣椒
原料等；特色涮品 : 牛羊肉、毛肚、百叶、
牛黄喉、粉丝、蔬菜丸子、虾滑鱼滑、火
锅面、豆制品等；火锅设备 : 电磁炉、火
锅铜锅制品、洗碗机洗菜机、切片机油烟
净化设备、火锅桌椅等；饮品及智慧餐饮
服务 : 果汁、果酱、现调饮品、连锁加盟、
火锅品牌设计及装修、收银点餐系统等

电话： 024-31358528
邮箱： 1419172922@qq.com
网址： www.china-fce.com

2021 第 23 届东北国际公共安全防范产品
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主办： 辽宁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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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安博会

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公共安全防范产品类：视频监控系统、传

输设备、显示设备及 LED 产品、存储设备、
分析系统、控制系统、监控平台、防盗报
警、一卡通、门禁、停车场、出入口控制
系统、巡更、智能锁、智能门、智能家居、
综合布线、防雷产品、生物识别及防伪技术、
公共广播系统、通信导航、金融安防、军
民融合技术产品、信息安全、安全生产等；
智能交通、停车管理类：道路交通安全与
管理、智慧公路、道闸控制、轨道交通设备、
车联网、智能停车、立体车库、收费控制
系统、出入口管理及监控系统、车辆识别
系统、自动栅栏、停车库显示及导引系统
等；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

电话： 024-23939785、13079224000
传真： 024-23939782

邮箱： lncchz2006@163.com
网址： expo.af360.com

2021 沈阳糖酒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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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辽宁深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进口酒、国产酒、高端葡萄酒展区：葡葡

酒、气泡酒、香槟、甜酒；威士忌、白兰
地、伏特加、清酒、养生酒、低醇饮品；
名酒类：各类名酒、洋酒、年份酒、收藏
酒；葡萄酒器具及相关产品：开瓶器、酒杯、
酒具、醒酒器、冰酒桶、吐酒桶、红酒保
鲜器、酒柜、酒窑等；包装类：包装盒、瓶、
盖及包装材料等

电话： 024-22853303
邮箱： liaoningsg@163.com
网址： www.sg-hjz.com

中国沈阳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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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连锁品

牌企业联盟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快餐、火锅、饭店等连锁餐饮企业
电话： 024-22853303
邮箱： liaoningsg@163.com
网址： www.lnsgzl.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东北国际电线电缆工业
展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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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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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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6096801
邮箱： 1339178041@qq.com
网址： www.dbwjz.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东北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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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各类机床传动与控制技术、数控系统、机

床电器、刀具、刃具、卡具、工装、量具
量仪、磨料磨具、金属切削油、润滑油等；
工业自动化 ( 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电气
系统、工业 IT 与制造业信息化、机器人、
核心部件及其相关范围等

电话： 18842482550
邮箱： 1351849671@qq.com
网址： gbh.bfexpo.com.cn

2021 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
采购交易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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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发动机、底盘及车身、电器、材料及通用件、

油品 ( 油品、油脂、添加剂 )、汽车用品 ( 美
容护理、坐垫脚垫、汽车电子、汽车精品 )、
汽保设备及工具、其他等

电话： 010-65533167、010-65533297
传真： 010-65533579、65533782
邮箱： chinaqipeihui@sina.com
网址： www.chinaqipeihui.com

2021 第 6 届东北亚 ( 沈阳 ) 国际宠物用品
展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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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食品添加剂、食

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技术等；宠物用品：
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容用品、洗
护产品、训导用品等；宠物医疗：宠物医
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生物制品、
保健品、饲料、处方饲料、检测试纸及试
剂等；活体宠物：犬、猫、兔、仓鼠、龙猫、
貂、鸟、观赏鱼、蜥蜴等活体动物等

电话： 024-31812780
邮箱： kesenexpo@163.com
网址： www.pet-china.com

2021 第 6 届东北 ( 沈阳 ) 国际幼教产业及
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沈阳市展览业协会、

辽宁广播电视台教育青少频道
承办： 辽宁中婴展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幼教智能产品类：电子白板、触摸一体

机、多媒体互动课程、投影仪、幼教互动
云平台、家园共育、儿童教育 APP 软件
及安全管理软件、幼儿园接送系统及幼儿
园监控设施、平板电脑等；儿童智能教育
机器人、体感互动产品、3D 互动教育产
品、AR\VR 儿童教育产品、儿童互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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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产品及解决方案、儿童智能穿戴产品及
儿童安全智能产品、儿童编程教育、儿
童 STEAM 教育产品及课程等；幼教早教
加盟：早教机构、幼儿教育中心、亲子中
心、幼儿教育研发机构、幼教加盟连锁机
构、幼教咨询机构、国际少儿英语培训机构、
动漫及品牌授权机构等

电话： 13522379064
邮箱： 2715999430@qq.com
网址： www.psechina.cn

2021 第 6 届辽宁 ( 沈阳 ) 国际孕婴童产品
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承办： 东北 ( 沈阳 ) 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组委

会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母婴用品、教育用品、童装、婴幼儿食品、

玩具、童车等
电话： 024-52874969
邮箱： pbechina@163.com
网址： www.pbechina.cn

2021 中国 ( 沈阳 ) 国际少年儿童成长博览
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承办： 中国 ( 沈阳 ) 国际少年儿童成长博览会组

委会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幼教装备展区：电子产品类、学习产品

类、幼教设施等；玩具类幼教产业展区：
幼教早教加盟、场地营造及装修设计、幼
儿园用品类等；美育教育成果主题展区：
美育院校、美育名师、地方美育、美育影视、
美育作品、美育音乐、美育舞蹈、语艺术
等；教育游学公司 , 游学院校、旅游公司 ,
游学平台以及营地教育公司、营地、景区、

旅游局、旅行社、留学中介、教育培训机
构、业游学机构、研学旅行、校外素质教育、
户外拓展活动、社会实践、营地教育、研
学修学旅行、夏冬令营以及教育旅游等

电话： 024-52874969
邮箱： zhongyingexpo@163.com
网址： www.guojiexpo.cn

中国 ( 沈阳 ) 国际玩具及童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辽宁中婴展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国

际展览中心
承办： 辽宁中婴展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电子电动塑胶玩具、木制、纸板类玩具、

娃娃、毛绒类玩具、积木套装、充气玩具、
益智、教育玩具、儿童运动玩具、成人游
戏、玩具配件类；模型玩具：遥控模型玩具、
拼装模型、合金模型、仿真模型；幼教用
品及设备：早教机、学习机、各种类幼教
用品、幼教游乐设施等

电话： 13552106597
邮箱： boyalitao@163.com
网址： www.toychinaexpo.com

2021 第 20 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01—2021/09/05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

承办： 沈阳市人民政府、金诺国际会展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高档数控机床、铣床、普

通车床与自动化车床、钻床、镗床、锯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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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属切削机床、制齿加工机床、组合机
床及组合部件、加工中心机并联机床、钻
削和攻丝机床、工具加工磨床、研磨、抛
光机超精加工机床、特种加工机床等；金
属成形机床：金属薄板切割机床、剪床、
管料旋压机、板材折弯机、管材折弯成型机、
矫直机、线材成型机、冲压机、步冲轮廓机、
各种压力机、激光切割机等；高端智能装
备：工业机器人、数控系统、柔性制造单
元及制造系统、3D 打印、自动化技术及
成套装备和各类软件制造技术等

电话： 13624034510、024-62660936
传真： 024-23250180
邮箱： 2842265761@qq.com
网址： www.cnzbh.com

中国沈阳国际通用航空产品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沈阳
地点： 沈阳航空产业基地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沈阳市人民政

府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沈阳市分会、法

库县人民政府、大连星海会展商务有限公
司、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通航研究院、
辽宁省航空运动协会、辽宁省航空宇航学
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沈阳市分会

行业： 其他
内容： 航空、研发、飞机、整机、装备制造、零部件、

仪器仪表、仪表、电子设备、发动机、地面、
通信、雷达、租赁、基础设施、机场、修理、
金融、保险、内饰、飞行、模拟器、模拟
等

电话： 024-22729972

大连市
2021 第 14 届中国书画艺术暨紫砂珠宝收
藏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8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承办： 大连亚博会展有限公司香港艺术收藏杂志

社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书法、国画、油画、水彩画、水墨画、文

房四宝工艺玉器、工艺美术品、陶瓷、宜
兴紫砂、水晶制品、珠宝首饰、宜兴紫砂、
玻璃器皿、陶艺、奇石、雕塑工艺品、古
典家具、雕塑工艺品、古典家具等

电话： 0411-84892695
传真： 0411-84892697
邮箱： lucklxp@qq.com
网址： www.yb-hz.com

2021 第 16 届大连婚庆博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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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庆节庆
内容： 摄影机构：婚纱影楼、摄影工作室、主题

婚纱摄影、个性婚纱摄影、时尚写真等；
婚庆策划服务：婚庆礼仪、婚礼策划、婚
礼摄像、场地布置、婚典花艺、婚车租赁等；
婚宴喜品：喜糖、喜酒、婚宴酒店、喜帖、
蛋糕、喜宴礼品等；新婚服务：新娘彩妆
造型、美容纤体、化妆品、色彩设计、新
婚理财、计生用品、蜜月旅游等；婚纱礼服：
订制、租赁婚纱礼服 ,中式礼服 ,西式礼服；
珠宝首饰：钻戒 , 各类婚戒饰品、工艺品 ,
情侣表等；生活服务：银行、汽车、家电、
家具家居、床上用品等

电话： 0411-84809670
传真： 0411-84809695
邮箱： zhanhuifuwu@163.com
网址： www.dlhbh.com

2021 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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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自贸区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承办： 大连华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 ㎡
内容： 机床及工模具展区：金属切削机床、钣

金加工及激光切割、金属增材制造及专用
机床、测量及自动化技术、刀量具、模具、
机床附件等；机器人及工厂智能化展区：
机器人及非标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自
动化设备、仪器仪表、机械传动、低压电
气等；电子工业展区：电子应用系统、电
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等；五金工具展区：
五金机械、工具五金、机电产品、工业生
产安全防护、劳保产品紧固件等

电话： 0411-83787049
邮箱： Sandy8176@163.com
网址： www.dlief.cn

中国 ( 大连 ) 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及纱线展览
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天津博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博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3600 ㎡
内容： 纺织面料展区 :各种麻、棉、丝、化纤类梭织、

毛织、针织、涂层织物、植绒面料、功能
织物、蕾丝刺家纺面料等；辅料展区：钮扣、
拉链、商标、反光材料、刺绣、花边、绣品、
里布、衬布、垫肩、吊牌、衣架、转印材料、
印标条码、线带、粘扣带、缝纫线、绣花线、
时装腰带等；服装贴牌、原创设计师展区：
全品类男女装及童装贴牌加工、原创设计
师、设计机构等

电话： 022-83711808、83718198
传真： 022-83717618
邮箱： 875844672@qq.com

网址： www.dl-tex.com

第 26 届中国国际家具 ( 大连 ) 展览会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大连市人民政府
承办： 大连市家具协会、大连北方金桥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办公及商用家具、石制家具、休闲家具、

藤制家具、金属家具、玻璃家具、灯饰及
工艺家具、家居饰品等

电话： 0411-82538638
传真： 0411-82538678
邮箱： 1017517735@qq.com

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大连
地点：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主办： 商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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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软件部分：基础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嵌入式软件、信息安
全、集成电路 (IC) 设计；信息服务部分：
服务载体、服务外包、评估认证咨询培训、
数据处理、软件维护、软件测评、定制开发；
新兴信息技术部分：云计算、物联网、移
动互联、数字技术、互联网应用、商业智能、
新电子商务、智能终端、人工智能、新媒
体等

电话： 0411-83629908
网址： www.cisis.com.cn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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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26—2021/02/07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20000 ㎡
内容： 食品、服装

2021 年第 28 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暨
肥料、种子、农药专项展示订货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各类肥料、肥料原料、生物制品、农药、

农药原料、植物生长调节剂、植保器械、
种子、种苗、农药及肥料生产包装设备等
相关产品；各类农业设施、温室材料、干
燥盘等、育苗容器、先进设施农业的技术
和产品等

电话： 0471-5291781、18148341616
传真： 0471-5291780
网址： www.nmgnbh.com

2021 第 14 届内蒙古乳业博览会暨高峰论
坛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奶牛、奶羊、奶骆驼、奶牦牛等养殖与

牧场设备展区 : 育种与繁殖、用品及牧场
设施与管理、挤奶设备与配件、喂饲系统、
环保与粪污处理系统、牧草、饲料、饲料
添加剂与饲料加工设备、保健与药品、鲜
奶贮藏、检测与运输设备；乳制品加工与
包装技术设备展区；牛奶、羊奶、骆驼
奶、牦牛奶相关乳制品展区 : 液态奶、酸奶、
奶粉、奶酪、黄油、冰淇淋、乳饮料、各
种乳营养保健品、各种乳制品配料和添加

剂等
电话： 4006763090、0471-4223080
传真： 4006763090 转 8
邮箱： 1263972311@qq.com
网址： www.dairyexpo.cn

2021 第 12 届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展览会暨
论坛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6000 ㎡
内容： 农业机械展区、畜牧机械展区、林果机械

展区、符合内蒙古及周边“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的农业现状和农业生产实际、有
利于提升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水产业、
林果业、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化水平的、先进适用的机械设备等

电话： 4006763090
传真： 4006763090-8
邮箱： 919778559@qq.com
网址： www.nmgexpo.cn

2021 牛羊产业链 ( 内蒙古 ) 博览会暨畜牧
专业合作社发展论坛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肉牛、肉羊、奶牛、奶羊养殖、装备机械、

牧场建设、加工机械设备、包材设备、物
流运输设备、牛羊肉制品、羊绒制品、奶
制品等

电话： 0471-4223080
传真： 4006763090-8
邮箱： nmg.expo@163.com
网址： www.csicexpo.com

2021 内蒙古第 31 届广告四新、LED 光电
及数码印刷办公用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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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4/17—2021/04/19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广告制作设备及材料区：喷绘、写真、热

转印、雕刻、切割、吸塑、装裱等设备及
相关耗材；广告材料：亚克力、模贴、反
光材料、各种板材、墨水；LED、标识标牌、
户内外发光体展区：LED 显示屏、数码管、
模组、点阵、光源、控制卡、电源、字边
条等；导引指向系统、交通标志、标识标
牌制证技术、设备及材料；灯箱、冲孔字、
三面翻、发光字、展览展示器材；亚克力
亮化工程、LED霓虹灯工程、楼体亮化工程、
城市景观亮化工程等

电话： 0471-8934600
传真： 0471-3245714
网址： www.zchxhz.com

儿博会 ( 春季 )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2000 ㎡
内容： 儿童教育培训机构

2021 第 9 届内蒙古国际建筑建材、室内装
饰材料与供热采暖博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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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8931860
邮箱： nmgjcexpo@163.com
网址： www.nmgjcexpo.com

2021 第 9 届内蒙古国际清洁供暖空调热泵
展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超低温热泵热水机、普通热水机、三联

供热泵机组、泳池热泵机组、采暖专用热
泵机组、特种应用热泵机组、地源、水源、
空气源、热泵热水组、热泵配件系统压缩
机及配件；电采暖、锅炉、壁挂炉、热水
器；空气能供暖设备及配套；各类采暖散
热器及配套；供热机组；暖风机、取暖炉
等各种供暖系统；太阳能供热、生物质能
源利用技术等新型能源 , 蓄热新技术、余
热回收技术、太阳能供热等新型采暖系统、
太阳能热水器、风力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
光伏发电等

电话： 010-88931860
邮箱： nmgjcexpo@163.com
网址： www.nmntexpo.com

电竞展
时间： 2021/06/19—2021/06/21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2000 ㎡
内容： 电竞、动漫

茶博会
时间： 2021/07/02—2021/07/05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茶、紫砂、陶瓷

2021 中国 ( 呼和浩特 ) 茶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14—20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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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2000 ㎡
内容： 六大茶类茶品等

儿博会 ( 秋季 )
时间： 2021/09/17—2021/09/19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12000 ㎡
内容： 儿童教育培训机构

进口商品展
时间： 2021/11/11—2021/11/15
城市： 呼和浩特
地点：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0000 ㎡
内容： 进口商品

阿拉善盟
2021 额济纳 • 中蒙国际商品展洽会
时间： 2021/09/27—2021/10/10
城市： 阿拉善盟
地点： 额济纳旗居延文化城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3000 ㎡
内容： 民族服饰、特色食品、生活用品、文创产品、

工艺品、观赏石、宝玉石、土特产等

鄂尔多斯市
2021 第 16 届鄂尔多斯国际煤炭及能源工
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鄂尔多斯
地点： 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40000 ㎡
内容： 大型煤炭能源企业形象与成果展示、高端

能源化工企业形象与成果展示、煤炭科技
创新成果展示、科院院校技术与成果展示、
煤炭金融服务展示等；5G 应用技术、煤
矿机器人、高端智能化开采、信息化、开
采技术、智慧矿山建设、煤炭交易中心、
煤炭电商平台、煤炭智慧物流、煤炭仓储、
煤炭物联网技术与设备展示等

电话： 0477-8599400
传真： 0477-8599401
网址： www.ceiechina.com

中国 ( 鄂尔多斯 ) 国际羊绒羊毛交易展览会
时间： 6 日下旬
城市： 鄂尔多斯
地点： 东胜区全民健身中心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 ㎡
内容： 羊绒羊毛全产业
电话： 18647770120
邮箱： 1109298040@qq.com

呼伦贝尔市
第 17 届海拉尔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洽
会
时间： 9 月
城市： 呼伦贝尔
地点： 呼伦贝尔市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200 ㎡
内容： 综合展

乌兰察布市
薯都马铃薯展洽会
时间： 10 月中旬
城市： 乌兰察布
地点： 乌兰察布展览馆	
行业：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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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000 ㎡
内容： 马铃薯原种及深加工产品

兴安盟
2021 年内蒙古・兴安盟・中蒙国际绿色有
机产品博览会
时间： 6 月末
城市： 兴安盟
地点： 科右前旗津滨食品园区
行业： 其他
面积： 7000 ㎡
电话： 0482-8266760
邮箱： xamswkaj@163.com

锡林郭勒盟
第 3 届汽车展
时间： 2021/08/17—2021/10/19
城市： 锡林郭勒盟
地点： 二连浩特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 ㎡
内容： 汽车
电话： 0479-7522069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2021 银川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21/01/18—2021/02/07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宁夏银展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农副土特产品、粮油调味品、干鲜果品、

清真食品、各类饮品、休闲食品等
电话： 0951-5011550
网址： www.expo-xl.com

2021 第 4 届中国 ( 宁夏 ) 供热采暖及空调

热泵展览会
时间： 2021/04/12—2021/04/14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夏电能替代商会
承办： 中科国际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中科展

览银川分公司
行业： 家电
内容： 电采暖、锅炉、壁挂炉、热水器、太阳能、

空气能供暖设备及配套等；智能控制类产
品技术：传感器、温控器、控制器、执行器、
新风控制及空气净化控制系统、网络控制
系统、智能化节能技术及产品、无线控制
系统、控制系统软件及配件、供暖控制系
统、其他、中央空调控制系统；舒适家居
类产品技术：新风、智慧家庭、净水、其他、
空气净化等

电话： 13780666399

2021 第 3 届中国 ( 银川 ) 国际奶业展览会
暨论坛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夏奶业协会、宁夏乳制品工业协会、宁

夏草业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协会、
青海省奶业协会、甘肃省奶业协会

承办： 宁夏大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乳制品：低温奶、UHT 奶、酸奶、学生

饮用奶、有机奶、功能奶、特色奶等各类
液态奶 , 奶粉、奶酪、黄油、冰淇淋和各
种营养保健品及各种乳制品配料和添加剂
等；动物卫生保健：兽药、疫苗、动物保
健品及相关生物制品 , 消毒消炎、疾病防
治、诊疗仪器及试剂 , 兽医器械等；奶牛
( 奶羊 ) 养殖与牧场设备：奶牛 ( 奶羊 ) 育
种与繁殖 ( 冻精、胚胎、繁殖技术 )、牧
场设施与管理、挤奶设备与配件、喂饲系统、
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与饲料加工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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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奶贮藏、检测与运输设备等
电话： 0951-8560567、15595202575
网址： www.xibeinaiye.com

银川国际车汽车博览会
时间： 2021/08/07—2021/08/15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汽车行业商会、银川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

承办： 宁夏展联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交通工具
电话： 0951-6839110
网址： www.ycautoshow.com

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银川
地点： 银川市
主办： 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0951-5960609
邮箱： wailian01@ccpit.org	

青海省
西宁市

第 61 届中国 · 青藏 ( 西宁 ) 广告标识 / 印
刷办公 /LED 照明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19
城市： 西宁
地点： 青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三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码喷印设备 : 户内外数码喷绘设备、写

真设备、UV 平板打印机。热转印设备、
条幅机、冷裱机拼接机、覆膜机喷印相关

耗材及配件；印刷办公设备 : 数码印刷机、
复印机、打印机、印前印后设备及耗材 ,
标签、商标、丝网、特装印刷、纸盒、纸
箱；数控雕刻设备 : 数控雕刻机、激光雕
刻机、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弯字
机、激光焊字机、刻字机、开槽机、抛光机、
雕刻及相关配件等

电话： 0931-8260666
传真： 0931-8886011					 	 	 	 	 	 	 	

第 2 届 2021 中国 ( 青海 ) 公共安全、网络
安全及应急救援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西宁
地点： 青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海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青海省保

安协会
承办： 西宁煊日展安会展有限公司、安防展览网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公安科技信息化及创新应用成果展区	：

全省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
科技创新成效及警企协同创新成果 , 公安
科技创新、信息化应用、新技术应用和警
用装备研发情况 ,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视频图像、VR 等技术在侦查打击、
反恐维稳、社会治理、服务群众、规范执
法等公安警务实战中的应用；雪亮工程展
区：指挥中心系统、可视化终端显示系统、
共享平台、联网平台 GIS 平台、网格化社
区管理、资源接入平台、信息安全保护系
统、运维系统；智慧城市展区：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智慧政务、智慧社区、智能建筑、
智能家居等

电话： 15124597601
网址： www.afzhan.com

2021 中国 ( 青海 ) 绿色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西宁
地点： 青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海建筑业协会、中国卫生行业协会、中



山东省

· 1 8 4 ·

国零售业协会
承办： 北京志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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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0057316

青海供热采暖与空调热泵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西宁
地点： 青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青海省建筑防水协会、

青海省太阳能协会
承办： 北京志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电采暖、锅炉、壁挂炉、热水器等
电话： 18501156809

山东省
济南市

2021 全国年货精品展销会暨第 18 届济南
电视年货会 - 高新馆
时间： 2021/01/22—2021/01/2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山东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济南广播电视台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糖酒食品：全国各地特色食品、粮油食

品、休闲食品、肉禽食品、烘焙食品、保
健食品、茶叶、水产品、乳制品、干果炒货、
各种葡萄酒、白酒、黄酒、果酒、保健饮料、
果汁饮料、乳酸菌饮料；糖果等；绿色农
产品：地方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纯天然食品、名优特产等；调味品：酱油、
食醋、味精、酱制品、鸡精、鸡粉、复合
调味料、辣椒制品、卤料、盐、淀粉、酱

腌菜、料酒、调味油、调味汁、香辛调味料、
新型调味品、方便调味品、西式调味品等

电话：4000033037
网址：www.jiashifu.cn

2021 全国年货精品展销会暨第 18 届济南
电视年货会 - 舜耕馆
时间： 2021/01/29—2021/02/0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山东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济南广播电视台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糖酒食品：全国各地特色食品、粮油食

品、休闲食品、肉禽食品、烘焙食品、保
健食品、茶叶、水产品、乳制品、干果炒货、
各种葡萄酒、白酒、黄酒、果酒、保健饮料、
果汁饮料、乳酸菌饮料；糖果等；绿色农
产品：地方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纯天然食品、名优特产等；调味品：酱油、
食醋、味精、酱制品、鸡精、鸡粉、复合
调味料、辣椒制品、卤料、盐、淀粉、酱
腌菜、料酒、调味油、调味汁、香辛调味料、
新型调味品、方便调味品、西式调味品等；
服装家居：服装、鞋帽、围巾、头饰、床
上用品、家居用品等；保险公司、旅行社
等

网址： www.jnnhh.cn

2021 济南世纪家博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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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浴 / 瓷砖、地板 / 木门、橱柜 / 定制、

电器 / 舒适、家具 / 软体、墙面材料、装
修公司、综合材料等

电话： 4000033037
网址： www.jiashif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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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16 届中国 ( 山东 ) 国际装备制造
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8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山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研究院、山东省高端装备产业协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 ㎡
内容： 数控机床及工模具展区；工业自动化及动

力传动展区；机器人技术及装备；工程机
械与建筑机械展区；焊接切割设备展区；
客车、商用车、运输车辆及轨道交通技术
展区；农业机械展区；轴承及装备展区；
制造业信息化展区；3D 打印技术展区

电话： 0531-86512559、81219080
传真： 0531-88879893
邮箱： chieme@126.com
网址： www.chinaieme.com

第 16 届中国 ( 济南 ) 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展
览会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全国微型电动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山东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山东省电动
车产业化办公室

承办： 济南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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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75000 ㎡
内容： 各种新能源汽车：微型电动汽车、低速四

轮电动车、电动旅游观光车、太阳能电动
车、电动货车、电动大巴车、清洁能源汽
车等新能源汽车；各种电动车：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电动篷车、摩托三轮车等电
动车；各种配套产品：电源、电机、电控、
轮胎等配套辅助产品；各种充电设备：充

电桩、充电机、充电柜、换电设备等
电话： 15806636811、0531-55515612
传真： 0531-55515621
网址： www.weilaiqiche.com

2021 山东国际生活用纸及纸质卫生用品展
览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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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生活用纸展区：原纸、卫生纸、手帕纸、

面巾纸、餐巾纸、湿纸巾、产妇用纸、厨
房用纸、擦拭纸等；妇幼呵护及老人用品：
湿巾、卫生巾、卫生护垫、产妇巾、婴
儿纸尿裤 / 片、成人纸尿裤 / 拉拉裤、宠
物垫等；日化洗涤用品展区：肥 ( 香 ) 皂、
手工皂、牙膏、洗衣粉、洗衣片、洗衣液、
洗手液、洗发液、沐浴露、洗洁精、清洁
清新剂、蚊香、除臭剂、洁厕剂、厕泡泡、
粘鼠板、消毒液、杀虫剂、气雾剂等日化
洗涤产品等

电话： 0531-88593235
传真： 0531-88576736
邮箱： SDSHYZ@126.COM
网址： paper.expoline.cn

2021 第 45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 山东 )
博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医博会组委会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医用影像区：放射产品、超声产品、核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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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产品、分子影像、介入产品等；手术室
区：杂交手术室、手术室一体化、手术器
械、麻醉机、呼吸机、监护仪、手术室工
程、手术灯、吊塔等；体外诊断区：整体
实验室解决方案、临床诊断设备、诊断试
剂、POCT、家用诊断设备等康复理疗区：
康复器械、辅助器具、中医治疗、物理治
疗设备、医用高频设备等

电话： 0531-81219071
邮箱： yibohui003@126.com
网址： www.yibohui.com

2021 第 24 届济南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21/03/22—2021/03/25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山东省自动化学

会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6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铣床、钻床、镗床、锯床及金

属切削机床、车床与自动化车床、制齿加
工机床、钻削和攻丝机床、制造单元 / 系
统及自动化设备、磨床、抛光及超精加工
机床等；激光钣金：光纤激光机、半导体
激光器、气体激光机、激光加工镀膜、激
光器元部件、仪器仪表、数控设备、计算
机设备及包装、机电产品、激光测量、光
通信、光存储等；锻压冲压金属成形：数
控冲裁及折弯、精密轻金属结构件、冲压
和钣金制作、工装及模具及其辅助设施、
板材、型材及成形零部件和设备、机器人
焊接、检测仪器等

电话： 4006767260
网址： jinan.jnmte.com

2021 第 16 届中国 ( 济南 ) 国际太阳能利
用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发改委、国家建设部等
承办： 丞华展览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750000 ㎡
内容： 光伏组件、电池片、逆变器、汇流箱、控

制器、接线盒、晶硅 / 薄膜材料、光伏支架、
追踪系统、光伏电缆、封装玻璃、光伏生
产设备、光伏运维及检测系统等光伏配套
产品及设备；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锅
炉、灶具、秸秆等设备 , 生物质气化、生
物质发电、沼气、垃圾综合处理、工业废气、
余热回收利用等技术；太阳能热水器、太
阳能采暖制冷、太阳能空调、太阳能建筑
一体化、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水源热泵、
生物质、风电、氢能等太阳能 + 多能互补
技术应用产品及配套

电话： 0531-81219082
邮箱： solar361@163.com
网址： sucexpo.com

2021 歌华医药保健产业博览会 ( 济南 )
时间： 2021/03/31—2021/04/01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歌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经国家批准的各类非处方药 (OTC)、中药、

西药、民族药、生物制品；中药材 / 中药
饮片 ( 大宗饮片、传统饮片、精致包装饮片、
小包装饮片、直接口服固体饮片、破壁饮
片、中药配方颗粒、新型中药饮片、中药
材、中药饮片生产设备、中药饮片包装等 )；
艾灸及艾产品；中医药养生 ( 中医养生馆、
足浴足疗药浴产品、中医药美容、中式药
油 / 药膏、药膳、养生酒等 )

电话： 0531-85827000
网址： www.ghyjh.com

济南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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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山东建材工业协会
承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智能楼宇自控：照明控制系统、暖通空调

控制系统、智能新风控制系统、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能源管理系统等；智能家居及
小区管理：可视对讲系统、智能灯光控制、
家庭安防系统、智能家居集成产品、家居
布线系统、家庭网络产品、远程控制系
统、小区报警呼救系统 ( 家庭报警或接口 )、
智能抄表系统、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等；综
合布线系统：布线系统、光纤线缆、配线架、
信息和光纤模块、面板 / 插座、布线工具、
桌面终端产品、智能布线箱等

电话： 18620712559
邮箱： chenjin666@163.com

2021 第 27 届中国 ( 济南 ) 国际建筑装饰
暨定制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

司
承办： 济南信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 ㎡
内容： 墙体保温、防水材料 , 集成房屋、装配式

建筑 , 砂石骨料及设备 , 地坪材料及设备、
塑胶地板、运动场地、地板、地毯等；厨
卫软装智能家居馆：智能厨电、晾衣机、
集成吊顶、洁具、卫浴五金、成品窗帘及
配件、墙布及辅料、灯饰、装饰画、家居
饰品等；整木家装家居门业馆：整木定制、
衣柜、橱柜、木门、门条、线条、家居五
金配件等；全屋定制门业五金馆：定制类
家居产品 ( 衣柜、橱柜、墙板、楼梯、书房、
榻榻米、衣帽间 )、门业、板材、家居五金、

锁具等
电话： 18363000169
邮箱： 3115505243@qq.com
网址： www.sdzs-china.com

2021 山东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20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机械设备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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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键盘类 : 钢琴、手风琴、电钢 ( 子 ) 琴、

管风琴、合成琴、琴架、琴凳及配件等；
木管类：双簧管、单簧管、长笛、巴松及
配件等；铜管类：小号、圆号、长号、大号、
萨克斯及配件等；弦乐类：小、中、大提
琴、倍大提琴、木吉他、古典吉他、各类
弦线及配件等；打击乐类：定音鼓、军鼓
类、镲类、套鼓、康加鼓、鼓类支架及配
件等；民族乐器类：吹奏类、弹拨类、拉
弦类、打击类、少数民族乐器及配件等

电话： 0531-55561118、18954181057
邮箱： wangchuanguo3@163.com
网址： www.jnhbhz.com

2021 第 6 届中国 ( 济南 ) 绿色建筑与装配
式建筑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山东省绿色

建筑协同创新中心、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会展服务与合作交流
专委会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预制混凝土构件、装配式钢结构、木结构、

装配式装修、整体厨卫、模块房屋、集成
房屋、绿色施工技术产品、建筑保温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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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体化技术产品、ALC板、各类保温材料、
外墙装饰板、保温装饰一体板、混凝土砌块、
防水材料、隔热涂料等

网址： www.ciceexpo.com

第 41 届中国 ( 济南 ) 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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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内容： 日化线：护肤、个人护理、彩妆、香水、

美妆工具、洗护、面膜、孕婴童护理、口
腔护理、洗涤、零售连锁、O2O、微电商
等；专业线：专业美容、美发养发、美甲
美睫、纹绣、手足护理、美容培训教育机
构；大医美：医美及抗衰、皮肤管理、头
皮管理、轻医美、干细胞、美容仪器、器械；
大健康：艾灸养生产品及仪器、亚健康管理、
纤体、产后修复、中医养生保健、中医美容、
美容饮品、香薰及芳香产品、康复理疗产
品等

电话： 	15192555988
网址： 	zt.5588.tv/expo/jinan

2021 第 23 届山东国际供热供暖、通风及
空调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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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建筑节能协会
承办： 	济南华展 ( 金诺 )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机械工业
面积： 	93000 ㎡
内容： 	壁挂炉：燃油燃气锅炉、工业煤粉锅炉、

余热锅炉技术和产品；壁挂炉；燃烧器、
热工设备与技术等；新能源供热：热泵及

烘干、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区
域能源：供热、制冷、能效管理等；采暖
末端产品：地暖设备、采暖散热器等；智
能控制：热计量、控制器、楼宇技术等；
管泵阀展区：管材、管件、泵、阀门等；
舒适系统：新风、空气净化、冷暖舒适系
统等；智慧供热集中供热专区：余热利用、
热处理；换热、导热、加热、保温、防火、
耐火材料及设备等

电话： 0531-83532222/21
网址： www.sd-nuantong.com

2021 年第 23 届山东国际水展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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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环保
面积： 60000 ㎡
内容： 膜与膜组件、膜分离技术、膜处理设备及

服务；终端净水设备及相关配件；健康饮
水管道、管件；空气净化器、油烟净化器、
新风机组等；泵阀、管道、仪器仪表与自
动化控制；污水 / 废水处理设备、污泥处
理设备；环境监测及仪器仪表；水处理药剂、
紫外线、氧等杀菌消毒设备；建筑给排水、
智慧水务；水务及工程服务

电话： 0531-83532222/21
网址： www.jn-water.com

2021 年第 8 届中国 ( 山东 ) 华晨宠物水族
展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华晨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0000 ㎡
内容： 宠物食品：宠物主粮、宠物零食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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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用品：服装、用具、笼舍、玩具、护理
品、美容用品、训导、推车、窝垫、牵引绳、
背包、猫窝、用品等；水族箱：各式水族
箱、水族箱加工材料、水族箱加工设备等
相关企业；水族器材：增氧设备、加热设备、
医疗设备、过滤器、照明灯具、喷水设备
等相关行业 ; 水族饲料：饲料加工、饲料
添加剂、饲料加工机械、饲料包装等饲料
相关企业

电话： 0531-58563132
传真： 0531-82806622
邮箱： sdhchzvip@126.com
网址： www.sdcs-fair.com

CNFE 2021 第 15 届全国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济南市分会、山东中贸国际经济贸
易发展促进中心

承办： 山东中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安徽中贸展
会展有限公司、山东中贸江苏国际会展有
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国内名酒展区：各种白酒、葡萄酒、啤

酒、保健酒、黄酒、果酒、预调鸡尾酒等；
国际名酒展区：各种进口葡萄酒、威士
忌、伏特加、白兰地、冰酒、朗姆酒、啤
酒等；食品展区：各种休闲食品、膨化食
品、肉制品、方便食品、烘焙食品、绿色
食品、果蔬食品、保健食品、有机食品等；
饮品、乳品展区：各种营养型饮料、茶饮料、
碳酸饮料、功能饮料、果汁饮料、果醋饮料、
植物蛋白饮料、矿物质水 , 纯净水 , 苏打水、
各种含乳饮料、豆奶、牛奶、奶粉等

电话： 0551-67102222
传真： 0551-67105588
网址： www.zmqgsp.com

中国 ( 济南 ) 国际养老服务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飞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食疗食补、营养保健品、绿色有机食品、

特色餐饮、老年食品、药品、保健品、康
复护理、健康医疗、金融服务、保险服务、
老年文娱、人才培训机构、辅助器具、老
年服饰、健康养生产品、日常生活服务、
金融服务、健康及医疗服务、康复护理服务、
精神生活服务、老年健康膳食营养等；养
老服务：老年用品、适老生活用品、老年
生活辅助器具、医疗康体服务机构、特色
医院、综合医院、老年人体检机构、老年
研究机构、健康检测设备、远程医疗服务
等；信息化服务、培训咨询机构、老年互
联网、服务老年旅游、文体娱乐机构、老
年公益组织、老年协会、老年大学、大中
专学校等；养老食品及养老文化展区等

电话： 0351-2917995-808
邮箱： 823964074@qq.com
网址： www.csolde.com

2021 年第 12 届中国 ( 济南 ) 国际孕婴童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济南
地点：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市分会
承办： 百越 ( 山东 )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内容： 家庭安全防护：防护类测温、消毒清洁护理、

防护及穿戴用品等；母婴用品类：哺乳用
品、消毒清洁产品、护肤品、卫生护理用
品等；食品、保健品类：孕婴童食品、保
健品、零食、奶粉、副食、营养品等；婴
童服装、玩具类：童装、婴装、童鞋及配饰、
童车、孕婴童婴儿玩具、儿童玩具等；洗
护用品类：婴儿洗衣液、衣物柔顺剂、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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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霜 / 露 / 油、护臀膏、手口 / 护肤柔湿巾、
婴儿皂、洗发露、沐浴露、浴用海绵、浴
盆等

电话： 4008110220

2021 第 14 届中国 ( 济南 ) 国际信息技术
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中国通信工业

协会、中国电子商会、中国电子学会
承办：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重点展示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新型智慧

城市、工业互联网、5G 与人工智能、数
字农业、数字园区等核心内容；疫情防控
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 , 总结和推广疫情
防控的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等

电话： 0531-86512555
邮箱： ictexpo@126.com
网址： www.cnitexpo.com

第 36 届 (2021) 山东畜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24—2021/10/25
城市： 济南
地点：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畜牧协会
承办： 济南富山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良种畜禽展区：包括禽、猪、牛、羊、兔、

毛皮动物、蜜蜂、犬等种畜禽、商品畜禽
养殖企业；精液、胚胎等遗传物质经营企
业；活畜展 , 以良种羊、猪、家禽为主；
动保饲料展区：包括兽药、疫苗、动物保
健品；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特种饲
料；草业及其深加工产品 ( 草粉、草颗粒 )、
牧草种子、牧草机械、草业科技等；机械
设备展区：包括畜牧养殖机械；饲料生产

加工与检测设施设备；牧草种植、收获、
加工调制机械等

电话： 0531-87198500
网址： www.xmblh.org

东营市
2021 第 12 届中国 ( 广饶 ) 国际橡胶轮胎
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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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轮胎制品、汽车配件、轮毂制品原料及制

造设备、橡胶原材料、汽车维修保养设备、
轮胎翻新设备及原料、橡胶轮胎机械设备、
润滑油及其他种类

电话： 0546-7799666、7799667
邮箱： 22589345@qq.com

中国 ( 东营 ) 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
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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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
行业： 能源矿产
电话： 0546-8058718
网址： www.cdype.cn

菏泽市
第 17 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21/10/25—2021/10/28
城市： 菏泽
地点： 菏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山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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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集团、菏泽中国林产
品交易会办公室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 ㎡
内容： 林木产品、林副产品、林区农产品、苗木

花卉、木制品、木工艺品、竹藤制品、艺
术品、森林食品、林化工产品、林业机械
设备及林业科学技术等

电话： 0539-2970666、0539-3116789
邮箱： friend@163.com
网址： www.zgljh.cn

中国 ( 菏泽 ) 农资交易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菏泽
地点： 菏泽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电话： 0531-82350000

临沂市
2021 第 15 届中国 ( 临沂 ) 太阳能 · 净水
机春博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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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威海隆达广

告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5000 ㎡
内容： 太阳能 ( 光热、光伏 )：各类太阳能热水

器整机、配件及原材料；太阳能热水器相
关配套设备等；家用光伏电站；各类光伏
组件、零部件及原材料；各类光伏应用系
统及产品等；净水机：家用、商用净水机；
各类大型水处理设备；各类滤芯耗材、增
压泵、自吸泵等；各类净水机相关配件等；
热泵系统：家用 ( 商用 ) 热泵热水器 ( 组 )、
空气源 ( 水源 , 地源 , 太阳能 ) 热泵热水

器等产品及配件
电话： 13869090238、0631-5867586
网址： www.ldzhanhui.com

2021 第 3 届中国 ( 临沂 ) 劳动防护用品交
易会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临沂市委员会、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手套分会、山东省劳动
防护用品行业协会、山东兰田集团

承办： 临沂轻纺劳保城、临沂市劳动防护用品商
会、临沂市工商联劳保用品商会、中国国
际商会、临沂商会劳保专业委员会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个体防护用品：头部、眼面部、手部、足

部防护用品 , 防护服 , 防坠落用品 , 呼吸
护具 , 水上救生用品等；职业服装及材料：
阻燃、防静电、拒水拒油、工装、职业装
等；防疫物资：防疫口罩、防护服、消毒液、
酒精、护目镜、防护面罩、医用手套、酒
精类湿纸巾、灭菌灯、测温枪、空气净化
喷雾机、防疫药品、杀菌设备、口罩原料
及全自动口罩机等相关配套

网址： www.lyldfh.com

2021 第 11 届中国临沂国际木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28—2021/03/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主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承办： 苏州得一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木材类：进口木材、国内木材、锯材、集

成材、木皮、碳化木等；人造板：出口人
造板、胶合板、生态板、细木工板、密度板、
刨花板、纤维板、三聚氰胺板、装饰面板、
防火板等；木工机械：锯切机械、人造板
机械、木工机械、刀具 / 刃具 / 磨具配件、
干燥设备、木材检测设备等；木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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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木制品、木屋别墅、户外家具、整木
家居、木门、木楼梯、木地板、橱柜、木
线条、半成品等

电话： 0539-5327666
网址： www.lymbh.net

2021 第 19 届 中 国 ( 临 沂 ) 新 能 源 汽 车、
电动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4/17—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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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新能源汽车 ( 乘用车 / 商用车 )：混合动

力汽车 ( 微混、轻混、中混、重混和插
电式混合 )、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氢能源、天然气等各种新能源、清洁燃料、
混合动力车辆及各种低排放、环保节能型
汽车；纯电动车：电动轿车、大巴车、公
交车、太阳能电动车、电动清洁车、电动
观光车、电动货车、各种旅行车、电动高
尔夫球车、电动牵引车、电动警用巡逻车
和社区指挥车、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低速电动车、摩托车、燃油
助力车、特种电动车、老年代步车等

电话： 0539-2650185
邮箱： geyiguojihuizhan@163.com
网址： www.lyddcz.com

2021 第 5 届中国 ( 临沂 ) 全屋定制精品展
览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5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主办：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山东福瑞德

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山东福瑞德国际会展集团、中国木材与木

制品流通协会全屋定制分会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全屋定制；整体橱柜、集成厨房、智能

厨房；整体衣柜、衣帽间、卧房系统；隔
断门、移动隔间；设计生产软件等；整木
家装、实木定制系统、整体木作；橱柜移
门、实木门、实木复合门、原木门、生态门、
模压门、钢木门等；集成吊顶、集成墙面、
快装墙板、顶墙集成、全屋吊顶、集成家
居等；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灯控系统和灯
光照明设备、智能开关和电工产品、智能
安防及监控系统、智能门控设备等

电话： 0539-3116789
传真： 0539-3112000
网址： www.lyjjz365.com

2021 第 5 届中国 ( 临沂 ) 国际制冷、空调
及通风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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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制冷设备：( 制冷系统或机组、制冷压缩机、

蒸发器、冷凝器、膨胀设备、恒温器、阀件、
制冷剂、冷却塔等 ) 冷冻冷藏设备 ( 冷凝
机组、氨制冷、冷冻冷藏柜、冷饮机、冰
激凌机、制冰机 ) 食品冷冻设备、拼装式
冷库及配件、冷藏库、保鲜库、和冷冻室
冷藏箱及冷冻包装盒等；空调设备：中央
空调机组、各类空调器、屋顶式空调机组、
VRF 多联机、户式中央空调、特殊用途
空调设备、空气处理器 ( 空气幕、新风机组、
空气处理机组、混合箱、净化设备、过滤器、
加湿器、除湿器、能量回收装置等 ) 楼宇
智能控制设备等

电话： 0539—2022207
邮箱： 396239494@qq.com

2021 第 5 届中国 ( 临沂 ) 国际应急安全与
消防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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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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贝格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自动灭火设备展区：自动喷水、泡沫、气

体、气溶胶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等技
术和产品；火灾报警设备展区：火灾探测、
控制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联动设备、
燃气报警、漏电火灾报警、应急广播和消
防电源等产品；应急抢险救援设备展区：
移动应急通讯车、应急保障设备、应急急
救防疫技术、应急通讯网络系统、应急工
程抢险设备、应急救援设备等

电话： 0539-2022207
邮箱： 396239494@qq.com

2021 第 10 届格益中国 ( 临沂 ) 五金展览
会
时间： 2021/05/15—2021/05/1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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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

承办： 山东格益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五金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磨具磨

料、汽保工具、气动工具、风动工具、液
压工具、机械工具、工量具刃具等；园林
工具及机械：各种剪、锯、锹、铲、耙、
工具包等园艺工具；种植、市政机械；割
草机、草坪机、修剪机、割灌机、绿篱机、
油锯、发动机、水泵、打药机、风机、动
力锯、高枝锯、吹风机、打孔机、高压泵、
清洗机、各种锯片、设备配件等；焊接与
切割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技术、电焊机、
焊割炬、焊机配套件、焊接材料及消耗品、
检测 / 测量设备、辅助设备、防护设备及
用品等

电话： 0539-2650181
传真： 0539-2650181

邮箱： 2044118617@qq.com
网址： www.geyiwj.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 ( 临沂 ) 小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货满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45000 ㎡
内容： 收纳箱、凳子、椅子、衣架、密封罐、垃

圾桶、真空压缩袋、花盆、喷雾器、皂盒、
口杯、脸盆、衣叉、收纳塑料；拖把、尘推、
扫帚、垃圾袋、清洁刷、手 / 鞋套、清洁
剂、擦巾、百洁布、百洁垫、清洁球、玻
璃擦、鸡毛掸、沐浴球、吸盘置物架、防
滑垫、马桶垫、浴帽、吸水毛巾；洗衣乳、
水洗剂、肥皂、香皂、药皂、增白皂、皂粉、
洗发精、沐浴液、牙膏、洗洁精、清洗剂、
洗涤剂、洗手液、洁厕液、各种污渍处理
剂

电话： 18063155006

2021 第 15 届中国临沂工业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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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防护用品：头部、眼面部、手部、足

部防护用品、防护服、防坠落用品、呼吸
护具、水上救生用品等；职业服装及材料：
阻燃、防静电、拒水拒油、工装、职业装等；
防疫口罩、防护服、消毒液、酒精、护目镜、
防护面罩、医用手套、酒精类湿纸巾、灭
菌灯、测温枪、空气净化喷雾机、防疫药品、
杀菌设备、口罩原料及全自动口罩机等

网址： www.jnhengzh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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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16 届中国 ( 临沂 ) 国际茶产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山东沃福

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山东沃福

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各地茶叶：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青

茶 ( 乌龙茶 )、黑茶 ( 普洱茶 ) 等国内外茗
茶；紫砂茶具：紫砂壶、杯碟、紫砂工艺品；
茶盘、茶具、煮茶器、陶瓷茶具等；茶食
品类：茶饮料、茶糖果、茶点、茶保健食品、
茶叶提取物等茶类品牌；茶叶包装：茶叶罐、
茶礼盒、茶纸盒、茶玻璃器皿及其它包装
类制品

电话： 0532-83939208
传真： 0532-83939209
邮箱： qdhaizhixing@163.com
网址： qdhaizhixing.com

2021 第 3 届中国 ( 山东 ) 国际佛事用品博
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7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沃福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青岛海之

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沃福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青岛海之

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佛像：木雕、石雕、瓷器、铜像、树脂、

锍金、玉雕、生漆脱胎、佛画等；佛具：
佛龛、佛珠、木鱼、烛台、香炉、护身类、
花瓶、香案供桌等；香：沉香、线香、竹
角香、微烟香、无烟香、工艺香、材料香、
藏香等；灯具蜡烛：佛灯、莲花灯、电烛
灯、工艺蜡烛、无烟蜡烛、莲花蜡烛、斗
烛、门烛等；宫庙用品：鼓、钟、寺庙装饰、

宫灯、各种纸制品等
电话： 18953219819、0532-83939208
传真： 0532-83939209
邮箱： 764006007@qq.com
网址： www.qdhaizhixing.com

2021 年第 7 届中国 ( 临沂 ) 门业定制博览
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主办： 临沂一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临沂一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内容： 移门、橱柜门、拼框门、吸塑门、推拉门、

衣柜门、橱柜门、玻璃门、全屋定制、门
窗配套五金、机械设备等

电话： 0539-3109919、13371290865
传真： 0539-3109919
网址： www.lymenbohui.com

2021 第 5 届中国胶带母卷机械辅料展销会
时间： 2021/07/17—2021/07/19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盛世常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 山东盛世常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 ㎡
内容： 胶粘行业全产业链、新产品、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薄膜、丁酯等、胶带半成品、
胶带成品、特种胶带、胶带机械、包装机
械、包装辅料、机械配件、打包带、编织袋、
拉伸膜、玻璃胶、箭头纸等

电话： 18660973068
邮箱： ssch_hz@163.com
网址： www.sschxxjs.com

2021( 第 70 届 ) 秋季全国五金商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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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9/03—2021/09/05
城市： 临沂
地点： 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 鲁信
主办：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
承办： 上海秀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手动工具：传统手工具、防爆工具、汽保

工具、园林工具、工具箱包、量具；电动
工具：传统电动工具、电动工具配件；气
动工具：传统气动工具、气动工具元件；
机械设备：木工、园林、清洗、包装、起
重、喷涂、液压、金属加工类及吊索具；
焊接设备：电焊设备与器材、气焊与气割
设备、焊接材料、焊接配件；机电产品：
泵类、空压机、电动机、发电机、轴承等

电话： 021-80312615、15821683696
网址： www.hardware-fair.com

青岛市
动漫游戏嘉年华
时间： 2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 ㎡

2021 第 19 届中国青岛国际金属加工技术
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8
城市： 青岛
地点： 红岛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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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金属切削：加工中心、铣床、车床、镗床、

锯床、插床、拉床和刨床；柔性制造单元
及制造系统；齿轮加工机床、钻削和攻丝
机床；磨床、抛光、珩磨、研磨及超精加
工机床、工具加工磨床等；金属成形：数

控转塔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电加工及
激光加工 ( 切割、焊接、雕刻打标 ) 等特
种加工机床、高速精密冲床、压力机、锻
造设备和锻件及周边机械等；机械自动
化工业机器人：机器人技术 ( 机器人整机、
系统集成、机械手、减速器等部件 )；电
气传动；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铸造、锻压、
热处理技术与设备：热处理技术与设备 ( 各
种热处理炉、热处理生产线、热处理辅助
设备、热处理设备相关的配套元器件、工
业炉窑技术及设备类 )；铸造技术装备 ( 各
类铸件及压铸件、铸造技术装备及配套设
备、压铸技术装备及周边配套设备、铸造
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铸造材料、铸造
用仪器等配套产品 )；热处理检测与试验
设备 ( 硬度计、金相试样制备装置、显微
镜、超声波检测装置、材料试验机、X- 射
线衍射仪、化学分析仪、冷却速度测定仪、
各种工艺控制软件、热电偶、温度控制仪、
气氛控制仪表、流量计、红外测温装置 )等；
金属新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新型金属
材料、金属复合材料、高品质优特钢、超
级不锈钢、过程应用技术与设备、金属材
料应用技术设备等；功能部件 / 刀具附件：
机床附件、配件、机床电器、功能部件及
组件、机床刀具、量具、刃具、夹具、光
栅尺、三坐标测量机、磨料磨具、精密测
量

网址： www.mwexpo.com

2021 中国互联网商品大会暨电商选品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服装展区：生活服装、工作服装、儿童服

装、运动服装、礼仪服装、舞台服装等；
家居百货爆款区：电子产品、小家电、杯壶、
日化、美妆个护、餐厨具、刀具、日用陶
瓷、玻璃器皿、塑料制品、竹木制品、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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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用品、家纺用品、毛巾卫浴、快消品、
家居礼品、新势力爆品、新奇特产品等；
电商新渠道平台：电商平台、MCN 机构、
网红直播、直播用品、社交团购、爆品服务、
运营推广、县城经济、快时尚连锁、供应
链服务等；政府扶持展区：甘肃陇南展区、
贵州安顺展区、农特产、食品、饮品等

网址： www.chinacice.cn

2021 第 39 届中国 ( 青岛 ) 国际美容美发
化妆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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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0000 ㎡
内容： 专业线：专业美容、美发养发、美甲美睫、

纹绣、手足护理、美容培训教育机构；日
化线：护肤、个人护理、彩妆、香水、美
妆工具、洗护、面膜、孕婴童护理、口腔
护理、洗涤、零售连锁、O2O、微电商
等；大医美：医疗美容及抗衰老、皮肤管
理、头皮管理、轻医美、干细胞、美容仪器、
抗衰老、医疗器械；大健康：艾灸养生产
品及仪器、亚健康管理、减肥纤体、产后
修复、中医养生保健、中医美容、美容饮品、
香薰及芳香产品、康复理疗产品等

电话： 15820035503

中国华夏家博会 ( 春季展 )
时间： 3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中国青岛国际轮胎暨车轮展览会
时间： 4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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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4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0000 ㎡

2021 第 18 届青岛国际家具展暨全屋整装
定制国际木工机械及原辅材料展
时间： 2021/05/13—2021/05/16
城市： 青岛
地点： 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林业机械协会、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

山东省家具协会、青岛市木工机械协会
承办： 济南德瑞嘉展览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20000 ㎡
内容： 半成品、定制、机械、家具、木工、木工机械、

寝具、软体、沙发、原辅材料等
电话： 4000126660
网址： www.qiff.net

2021 年第 23 届中国 ( 青岛 ) 国际口腔器
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青岛
地点： 崂山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山东省口腔医学会、

青岛市口腔医学会、青岛市民营口腔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 ㎡
内容： 口腔设备专区：牙科综合治疗机、影像设备、

内窥镜成像系统、消毒灭菌系列、空气压
缩机、洁牙机、光固化机、种植机、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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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外 ) 科器械、口腔修复器械、口腔正
畸器械等；口腔材料专区：口内消耗材料、
口外消耗材料、种植材料、正畸材料、修
复材料、口腔耗材等；口腔护理用品专区：
牙膏 ( 药物牙膏、漂白牙膏 )、牙科用药
品、清洁剂、消毒剂、保健牙刷、专用牙
刷、漱口水、润喉品、香口胶、牙齿漂白剂、
牙线、假牙清洁剂、假牙固定剂、牙粉等

电话： 0532-85861016
网址： www.hmdent.com

2021 青岛防疫物资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岛市人民政府
承办： 莱西市人民政府、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青岛市贸促会、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青岛市商务局、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医疗用品及卫生材料：医用口罩、医用

手套、医用面屏、医用护目镜、医用帽子、
医用胶靴、隔离护罩、医用防护服、隔离
衣、医用纺织品、手术保护膜、一次性注
射器、输液器；医用纳米抗菌抗病毒复合
材料、一次性手术包、一次性手术衣、隔
离仓等；消毒杀菌感控、温控用品：洗手
液、消毒液、消毒剂、医用洗手液、免洗
手消毒液、75% 酒精、医用消毒液、碘伏、
84 消毒液、消毒湿巾等；测温仪、耳温枪、
额温枪、红外测温仪、智能测温仪、体温计、
智能体温计等

电话： 0532-85861016
网址： qdylfh.qdhaiming.com

2021 第 18 届中国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设
备 ( 青岛 ) 展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岛蓝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青岛蓝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调味品、添加剂、粮油及农产品的加工包

装产品、加工工艺设备、干果炒货、休闲
食品加工包装产品、冷冻面食、糕点、烘焙、
甜品设备

	 肉类、水产及食材加工包装产品、酒水、
饮品、乳类、酵素、生物发酵技术等

电话： 4009633566
网址： www.fm-nc.com

2021 国际应急快速响应技术装备创新展览
会 ( 中国 · 青岛 )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世界博览城
主办：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

术协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中国
遥感应用协会、青岛市应急管理局

承办： 保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航住生态环保科
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中高睿嘉会展
有限公司、军民互动 ( 北京 ) 咨询服务中心、
青岛哈船海厚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 ㎡
内容： 应急管理信息化展区：空、天、地、井应

急通讯一体化技术设备；监测灾害预警系
统；卫星通讯系统、应急指挥信息系统；
车载灾情获取系统、机载信息获取与实时
传输系统；事故应急指挥与控制系统；现
场移动指挥系统；生命探测仪、热磁成像
仪、夜视辅助驾驶系统、非可见光探测设
备、智能侦测机器人、生命探测与搜索定
位技术等搜索和探测设备；无人机探测系
统、三维实景采集等设备、技术等

电话： 010-68768981
邮箱： info@emergencyshow.cn
网址： emergencyshow.cn

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暨青岛国际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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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5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2021 中国 ( 青岛 ) 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及纱
线展览会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

协会、青岛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承办： 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 ㎡
内容： 功能 / 运动装面料、休闲装面料、内衣、

泳装面料、时尚女装面料、正装面料、牛
仔面料、衬衫面料、辅料、家纺面料、纱线、
其他

电话： 0532-85011486
网址： sdml.hmfbh.com

中国青岛国际茶文化博览会暨紫砂艺术展
时间： 6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30000 ㎡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世博城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中国青岛国际艺术品收藏品工艺品红木古
典家具博览会
时间： 6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中国 ( 青岛 ) 国际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博览
会
时间： 2021/07/02—2021/07/04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青岛市民政局、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青

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适老家具、适老化建材、适老卫浴、无障

碍设施、适老化建筑设计、行、视、听辅具、
家庭检测仪器、家庭治疗仪、老年生活用
品、功能性鞋服、残疾人器具；康复设施
设备、假肢、矫形器及周边、医疗、转移
/ 助行移动 / 生活家居视听 / 信息沟诵辅具、
护理用品、助洗、助浴设备、成入纸尿裤、
护理用床及褥疮防治产品；适老家具、适
老化建材、适老卫浴、无障碍设施、适老
化建筑设计、行、视、听辅具；扶手 / 电梯、
装修 / 设计规划等

电话： 0532-85861016
网址： health.hmed365.com

2021 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
时间： 2021/07/18—2021/07/22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0 ㎡
内容： 机床、精密装备、焊接切割、机械零部件、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半导体、石油化工、
船舶海工装备、汽车装备、电子装备、智
能制造解决方案、工业环境设备等国际独
资 / 合资厂商相关展品；金属成型、激光
加工系统；锻压、冲压设备；柔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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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切削；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功能部件；系统集成、智能系统、机器人
开发平台及软件、工业机器人本机及零部
件、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AVG 搬运小
车、智能物料搬运设备

电话： 17624037377
邮箱： 582497371@qq.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 ( 青岛 ) 国际包装工业
展览会
时间： 2021/07/18—2021/07/22
城市： 青岛
地点： 红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山东省自动化学会、山东省包装印刷工业
协会

承办： 青岛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智能包装解决方案：自动化包装生产线、

包装生产线整体集成、全自动封装系统、
包装工业机器人 ( 码垛机、搬运机、分拣机、
装箱机、集装运输设备、拆卸机 )、成套
物流解决方案、输送设备及自动化系统等；
食品加工科技：肉食机械、休闲食品机
械、果蔬机械、酒饮生产设备、调味品机械、
乳品机械、面食机械、方便食品设备、罐
头加工机械、豆制品机械、烘培设备、中
央厨房设备等

电话： 4006767071
传真： 0532-55552903
邮箱： jingnuo1apie@163.com
网址： www.china-spjx.com.cn

中国 ( 青岛 ) 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0000 ㎡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电子设备
面积： 30000 ㎡

中国青岛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
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青岛国际版权交易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其他
面积： 20000 ㎡

中国 ( 青岛 ) 国际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 ㎡

中国青岛国际玉石交易会
时间： 8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0000 ㎡

2021 亚洲国际集约化畜特展览会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世界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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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VNUExhi-
bitionsEurope 欧洲展览集团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有机旱作农业相关产品和技术；畜牧养殖

相关育种、饲料、动保、机械及设备；畜
牧养殖环境控制技术及设备；畜牧产品相
关的屠宰 , 加工处理和包装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13524689191
网址： www.vivworldwide.cn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 青岛 )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世界博览城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80000 ㎡
网址： www.aafex.com.cn

青岛国际秋季车展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50000 ㎡

东亚海洋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世博城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40000 ㎡

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 ㎡

青岛国际酒店与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0000 ㎡

中国节能绿色墙体屋面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20000 ㎡

青岛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暨拉瓦勒虚拟
现实亚洲展
时间： 9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 ㎡

中国 ( 青岛 ) 建筑装饰暨定制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10/14—2021/10/16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全屋定制分

会、山东省装饰协会、山东省门业协会、
山东省石材行业协会、山东省建材工业协
会、山东省地坪行业协会、青岛市室内装
饰行业协会、中国石尚创意设计联盟、山
东省装饰产业联盟、齐鲁智能家居技术联
盟、金堂奖 • 山东赛区执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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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信展展
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定制家居：大定制、全屋定制、集成定

制、整木家装、衣柜、酒柜等；系统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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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门、系统门窗、五金型材、门窗设备、
实木门、移门 / 推拉门、复合门、防火门、
艺术玻璃、门配、衣柜橱柜门等；智能家居：
智能门锁、晾衣架、照明电器、互联网家电、
小家电等；厨房卫浴：厨房设施、卫浴洁具、
空净新风、家电净水、采暖空调、集成顶墙、
天花吊顶等

电话： 18363000169
网址： www.sdzs-china.com

2021 中国 ( 青岛 ) 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10/22—2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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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30000 ㎡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食品添加剂、宠

物营养品、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技术
等；宠物用品：服装、窝垫、笼舍、玩具、
美容用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等；宠物
医疗：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
生物制品、保健品、饲料、处方饲料、检
测试纸及试剂等；水族产品：水族箱、过
滤设备、照明器材、饲料、水族药品、造
景装饰、水槽沙、水草及肥料 / 增氧设备、
温控设备、鱼缸清洁用具、观赏水族活体
等

电话： 0532-85011486
传真： 0532-85012624
网址： www.qdhmpet.com

2021 第 25 届中国 ( 青岛 ) 国际渔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10/27—2021/10/29
城市： 青岛
地点： 红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 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
承办： 中国国际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10000 ㎡
内容： 各类水产加工、海洋捕捞、远洋渔业、水

产品冷冻加工、保鲜技术与设备、远洋运
输及储运、水产综合利用、水产工艺品、
渔船渔具、助渔导航及通讯技术装备、水
产工业项目合作、管理及信息技术、水族
钓具、水产养殖自动化设备及仪器、渔池
用加温及控温器设备、水质净化消毒系统、
水质检测及分析仪器、增氧系统、养殖网
箱等

电话： 010-59194628、59194403
传真： 010-59194044
邮箱： jeff@agri.gov.cn
网址： www.seafare.com.cn

青岛国际汽车嘉年华
时间： 10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0000 ㎡

中国 ( 青岛 ) 国际秋季美容美发美体化妆品
展览会 / 中国 ( 青岛 ) 国际秋季医学美容整
形高端论坛暨展览会
时间： 10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30000 ㎡

青岛国际葡萄酒博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市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日韩 ( 青岛 ) 进口商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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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红岛会展中心
行业： 商业贸易
面积： 30000 ㎡

中国华夏家博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青岛世纪家博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青岛
地点：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寿光市
中国 ( 寿光 )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时间： 2021/04/20—2021/05/30
城市： 寿光
地点： 寿光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农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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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种子、种

苗及育种育苗设施器材和种子处理专用药
剂等；新型高效复合专用肥料、生物菌肥、
腐植酸肥、微量元素肥 , 植物生长调节剂、
保水剂、营养剂、草碳、介质土、土壤添
加剂以及生产包装技术、材料、施用器材
等；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及各类农用设施、
农膜、新型农具、园艺器械、温室大棚材料、
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

电话： 0536-5678212
网址： www.sgcbh.com

威海市
2021 第 14 届威海年货年礼采购节
时间： 2021/01/30—2021/02/08
城市： 威海
地点： 威海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威海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威海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食品展区：名优特产干货、干果炒货、粮

油食品、休闲食品、糖果、烘焙食品、保
健食品、肉禽食品、进口食品、调味品等；
中华老字号商品展区：展品包含取得中国
老字号称号的特色食品、日用品等；威海
名优农产品展区：展品包含威海当地的农
副产品、土特产品；酒水展区：红酒、白酒、
黄酒、啤酒、葡萄酒、鸡尾酒、乳酸菌饮
料、牛奶、咖啡、茶叶、果汁及碳酸饮料
等；海产品区：各种干、冰、鲜类水产品；
国外精品展区：创意礼品、工艺品、食品、
日用品、韩国商务礼品、纪念品等

电话： 0631-5181807

潍坊市
山东潍坊秋季糖酒会
时间： 1 月 ( 暂定 )
城市： 潍坊
地点： 金宝会展中心
主办： 万企会展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名优特品牌：荣获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

创新品牌、各地名优特产等龙头企业；酒
水类：白酒、黄酒、果酒、保健酒、药酒、
啤酒、葡萄酒、米酒、预调酒等酒类产品；
国际进口红酒、食品：进口葡萄酒、啤酒、
烈酒 ( 白兰地、威士忌、利口酒、伏特加、
金酒、龙舌兰 , 朗姆酒 )；进口休闲食品、
冲调饮品、粮油、调味、水果、奶粉、辅食、
营养保健品等

电话： 0536-2608155、1372198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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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届潍坊中团家博会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修、建材、家具、家电等
电话： 0536-8560888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jiabo

潍坊 ( 金宝 ) 汽车文化博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潍坊
地点： 金宝会展中心
主办： 潍坊电视台、山东金宝集团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相关行业等
电话： 0536-2608155、13721989216

潍坊 ( 春季 ) 广告耗材标识暨图文印刷照明
展览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5
城市： 潍坊
地点： 金宝会展中心
主办： 济南立韬广告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耗材标识、图文印刷照明相关产业等
电话： 0536-2608155、13721989216

第 11 届中国画节
时间： 4 月 ( 暂定 )
城市： 潍坊
地点： 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画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

油画学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中国美协中
国画艺委会、荣宝斋画院、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中国画、当代艺术等
电话： 0536-8373500
传真： 0536-8373500

第 14 届中国 ( 潍坊 ) 文化艺术展示交易会
时间： 4 月 ( 暂定 )
城市： 潍坊
地点： 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画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

油画学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中国美协中
国画艺委会、荣宝斋画院、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坊市人民政府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年画、当代雕塑、陶瓷等
电话： 0536-8373500
传真： 0536-8373500

2021 潍坊富华国际车展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豪华汽车、合资汽车、国产汽车、新能源

汽车及汽车相关行业等
电话： 0536-8593666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chezhan

2021 山东 ( 潍坊 ) 汽车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金宝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山东省万企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汽车零部件、汽车配件 , 发动机系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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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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件、紧固件、密封件、摩擦材料 , 汽车电机、
轴承、蓄电池、滤清器、散热器、消声器、
传感器、仪器仪表、雨刷器、变速器、离
合器、离合片、刹车片、汽车弹簧、减震
器、保险杠、安全气囊、座椅、玻璃、车
镜、车灯、汽车空调、轮胎、轮毂、链条、
防滑链 , 汽车线束、插接器、硬管、软管、
软轴、拉索 , 车用纺织品 , 汽车油漆、润
滑油等

电话： 15318983291
邮箱： 34751549832@qq.com

第 57 届潍坊中团家博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修、建材、家具、家电等
电话： 0536-8560888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jiabo

2021 潍坊富华国际车展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豪华汽车、合资汽车、国产汽车、新能源

汽车及汽车相关行业等
电话： 0536-8593666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chezhan

第 58 届潍坊中团家博会
时间： 2021/09/03—2021/09/05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修、建材、家具、家电等
电话： 0536-8560888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jiabo

第 7 届中日韩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潍坊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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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经贸
面积： 40000 ㎡
内容： 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VR/AR、出口日

用商品、出口食品和出口消费电子、康养、
美妆、数字商务、知名电商平台等

电话： 0536-8789042
传真： 0536-8891327
网址： www.cjkiexpo.org.cn

2021 第 8 届山东潍坊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10/28—2021/10/30
城市： 潍坊
地点： 鲁台会展中心
主办： 潍坊蓝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各类加工中心、金属切

削机床、金属成型机床、电加工激光加工
等；激光加工系统：激光切割机、数控冲
床、金属薄板切割机、卷板机、折弯机等；
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焊
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搬运机器人、机
器人应用与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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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009633566
传真： 0532-58611656
邮箱： 1806901988@qq.com
网址： www.cieme.cn

第 59 届潍坊中团家博会
时间： 2021/10/29—2021/10/31
城市： 潍坊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潍坊中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装修、建材、家具、家电等
电话： 0536-8560888
邮箱： zhongzhankeji@sina.cn
网址： www.zhongzhankeji.com/jiabo

潍坊 ( 金宝 ) 家博会
时间： 11 月 ( 暂定 )
城市： 潍坊
地点： 金宝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金宝集团、潍坊电视台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房产、家装、建材、家电、灯饰、家具以

及家居用品等
电话： 0536-2608155、13721989216

烟台市
2021 烟台新春年货采购会
时间： 2021/01/30—2021/02/07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烟台鼎盛会展有限公司、山东智雅展览展

示有限公司
承办： 烟台鼎盛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进口商品展区：进口食品、日用品、化妆

品、特色商品等；名优特产展区：集中展
示地区名牌产品 , 名优土特产品；酒饮产
品展区：各种葡萄酒、白酒、黄酒、果酒、
饮料、茶叶、咖啡等；绿色食品展区：粮油、

保健、休闲、速冻、烘焙等食品；肉禽产品、
海产品、调味品、乳制品、干果炒货、土
特产品、农产品等；网红产品展位：网络
热销产品、微商产品等；民俗文化展区：
工艺礼品、饰品、鲜花、盆景、节庆用品、
对联等

电话： 0535-6767579
传真： 0535-6752899
邮箱： 1158772403@qq.com
网址： www.ytnhh.com

2021 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城市： 烟台
地点：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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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 ㎡
内容： 核 岛： 反 应 堆 及 其 冷 却 系 统、 堆 芯 燃

料、核燃料组件、稳压器、反应堆堆内
构件、反应堆压力容器、控制泵驱动机
构、蒸汽发生器、反应堆冷却剂泵、密闭
壳、ECCS 常规岛：涡轮发电机、汽轮机、
发电机、变压器、凝汽器、汽水分离再热
器、叶片、仪表控制、保温材料、空调系
统、核空气净化与通风滤器设备、电气系
统、电线电缆与桥架、母线、新型紧急供
电系统、储能、UPS、新型高压设备、输
配电设备、核电紧固件 ( 螺栓 )、核电油
漆、各种管、泵及阀门、承压容器、支吊架、
核级石墨、核电焊接、机械加工、计算机
辅助设计、核电仿真、热处理、工程机械、
核设备标准化及资质认证等

电话： 010-68576121
邮箱： NIC2020@163.com
网址： www.cine010.com.cn

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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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 ( 淄博 ) 制药化工科技博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淄博
地点： 淄博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 青岛蓝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潍坊蓝博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石油和化工类：石油、石化、化工特大型

企业、有机、无机化工原料、精细与专用
化学品、化工合成材料及其原料等；化工
装备类：化工成套装置及设备、分离、过滤、
萃取、提纯设备、干燥、粉碎、混合设备、
传质设备、传热、换热、制冷等热处理设备、
工业清洗及防腐设备技术、储运、包装技
术及压力容器、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设
备、过程控制系统及软件、防爆电气技术
设备等

电话： 0532-58611609

山西省
太原市

天天第 25 届山西广告展
时间： 2021/03/13—202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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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天天广

告有限公司
承办： 郑州天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户内外数码喷绘设备、写真设备、UV 平

板打印机、数码纺织	印花机、热转印机、
数码影像技术输出设备、条幅机、	冷裱机、
拼接机、覆膜机等；数控雕刻机、激光雕
刻机、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弯字
机	激光焊接机、刻字机、开槽机、抛光机、
刀具及相关配件等

电话： 0351-6181898
邮箱： hzfw8898@126.com

网址： www.sxtthz.net

2021 山西暖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太原
地点： 山西省展览馆
	 山西省太阳能协会、山西省电能服务产业

协会、山西省制冷空调行业协会、北展东
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山西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内容： 热泵主机系统：超低温热泵热水机、普通

热水机、三联供热泵机组、泳池热泵机组、
采暖专用热泵机组、特种应用热泵机组 ( 烘
干、电镀、熨烫、印染等高温应用 )、地源、
水源热泵热水机组 ; 热泵配件系统压缩机
及其配件；供热供暖采暖设备及技术：锅
炉、壁挂炉、热水器；太阳能供暖设备及
配套；各类采暖及配套；供热机组；各种
供暖系统；燃气采暖设备：壁挂炉、燃气
锅炉、冷凝模块锅炉等

电话： 13201258562
邮箱： 1264834752@qq.com

2021 山西教育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1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 太原 ) 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 山西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山西省教育学

会
承办： 山西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山西华港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 ㎡
内容：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实 验 室 及 功 能 教 室 设

备、试剂耗材、职教实训、地理园、生态
园、数字化校园建设、电化教育设备、课
堂教育资源、创客教育、机器人、VR 技术、
校园网路系统建设、信息中心建设、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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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校园应用服务平台建设、电子书包、学
前教育装备、益智玩具、户外设施、室内
玩具、娱乐玩具、自制玩具、教学用音
乐、美术、图书及体育设施、后勤设施装
备、校用办公、校车、校服、校园灯光设
施、安全及消防器材、厨房设备、生活用具、
学生用品、环保节水设备等

电话： 0351-2919282
邮箱： 371458500@qq.com
网址： www.china-sxjyzb.com

卓信“ 山西建博会 ”春季展中国 ( 山西 ) 装
饰材料及定制家居与厨卫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城市： 太原
地点： 山西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 山西建博会组委会、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
承办： 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6000 ㎡
内容： 装饰材料类：各类瓷砖 / 地板、室内木门、

免漆装饰线条、踢角线、艺术电视背景墙、
PVC 装饰材料、装饰板材、楼梯扶手、各
类石材、绿色环保装饰材料等 ; 全屋定制
类：衣柜、壁柜、橱柜、卫浴组合柜、五
金宅配、功能五金、卫生间隔断、艺术隔
断墙、移门隔断、软包移门、组合式挂衣间、
全屋家居定制、板式家居家具软件设计等 ;
装配式装修类：菜单式全屋定制装修、标
准化、集成化、模块化、一体化装修模式
等

电话： 0351-2619865
邮箱： 1484583417@qq.com

山西国际消防安全及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 太原 ) 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
承办： 山西恒信博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0000 ㎡
内容： 火灾报警设备、火灾探测报警器、控制器、

漏电火灾报警、应急、消防电源等产品；
自动灭火设备、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
灭火、气溶胶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等
技术和产品；消防装备、消防车辆、警用
车辆、个人防护装备、抢险救援器材、消
防炮、缓降设备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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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等产品；建筑防火、防火
涂料、支架、隔热防火门窗、泵阀管道、
高温排烟风机、电源及阻燃材料等

电话： 4009943888
邮箱： 2545821188@qq.com
网址： www.chinafireexpo.com

第 20 届 2021 太原煤炭 ( 能源 ) 工业技术
与装备展览会 (20 届庆典展 )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 国际会展中心 )
主办： 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承办： 太原奇新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0000 ㎡
内容： 大型能源企业形象与成果展示、大型投融

资企业、服务能源类企业形象展示；	煤电、
煤化工、煤层气项目及煤化工园区展示；	
能源创新 ( 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在绿
色低碳发展中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
新成果 )、新能源 ( 煤层气、风能、光能、
地热能、生物质能及清洁能源、可再生能
源等高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和新成果 )
展示新能源汽车及其储能技术、设备、电机、
电控和核心零部件等

电话： 13935131958
邮箱： 24971761@qq.com
网址： www.mjzbz.com

2021 中国中西部 ( 太原 ) 医疗器械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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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6/10—2021/06/12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 ( 太原 ) 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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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设备：超声诊断设备、x 线影像诊断

设备、心脑电监护设备、扫描设备、生化
检测设备、康复理疗设备、功能检查设备、
病理诊断设备、内窥镜检查设备、光学仪
器及神经科、骨科、五官科、眼科、骨科
等检查诊断设备；治疗设备：内外科手术
设备、放射治疗设备、核医学治疗设备、
激光设备、理疗设备、低温冷冻治疗设备、
透析治疗设备、急救设备、麻醉和止痛设
备及病房护理设备等

电话： 0351-5624103
传真： 0351-5624104
邮箱： 781127392@qq.com
网址： www.cwmee.com	

2021 中国 ( 山西 ) 国际美容美发美体化妆
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17—2021/06/19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煤炭博物馆
主办： 山东美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太原中展美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日化线：日用化妆品、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

彩妆、香水、婴幼儿护肤品、口腔护理用品；
专业线：美容院护肤品、美体产品及仪器、
保健养生水疗SPA产品及设备、纹绣、香薰、
美甲产品及工具、原料、OEM\ODM 等
供应链产品；美发产品：洗护染烫产品、
发制品、养发育发产品、发用饰品、美发
设备类、沙龙家具；整形美容：整形设备、
仪器、整形技术、整形机构、生物基因美
容产品等

电话： 0351-4052992
网址： www.sdmbgj.com	

2021 中国 ( 太原 ) 宠物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25—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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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鸿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饲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加工包装机械；宠物用品：服装、家居、
玩具、清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等；宠物
医疗：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
生物制品、保健护理用品、检测试纸及试
剂等；活体宠物：犬、猫、兔、仓鼠、龙猫、
貂、鸟、鱼及爬宠等

电话： 0351-6829876
邮箱： hongzhanhuizhan@163.com
网址： www.sxhzhz.com

2021 第 2 届中国 ( 太原 ) 创业加盟博览会
时间： 2021/08/20—2021/08/22
城市： 太原
地点：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承办： 山西鸿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创业加盟
内容： 中西式正餐快餐、火锅、小吃、咖啡店、

休闲饮品、烘焙糕点、餐饮设备、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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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图像、家政保洁、其它服务等

电话： 0351-6829876
传真： 0351-6829889
邮箱： hongzhanhuizhan@163.com
网址： www.sxhzhz.com

2021 中国 ( 山西 ) 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太原
地点： 山西省展览馆
承办： 辽宁中婴展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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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产后修复 ( 康复、恢复 ) 机构、医美整形、
形体塑造、医疗产康中心、产后修复 ( 康
复、恢复 ) 技术培训、艾灸养生馆、月子
会所、小儿推拿、高端私人医疗、妇产医
院、妇幼保健机构、月嫂机构、产后心理
疏导、产后修复 ( 康复、恢复 ) 仪器 / 设
备、艾灸产品、洗护用品、美体内衣、产
妇私密护理 ( 保养精油 )、束缚带、塑身
内衣、祛妊娠纹产品、减肥按摩仪、丰胸
产品、产妇护理垫、防溢乳垫、产妇卫生巾、
隔尿垫、待产包、纸尿裤、吸奶器、婴儿床、
婴儿推车等

电话： 024-52874969
邮箱： pbechina@163.com
网址： www.pbechina.com.cn

中国 ( 山西 ) 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待定
地点： 山西省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
主办： 农业部、山西省政府、中国贸促会
行业： 农林牧渔
电话： 0351-4040088
传真： 0351-4045680

运城市
2021 山西 ( 运城 ) 智慧农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9—2021/03/20
城市： 运城
地点： 运城市农业会展中心
主办：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农业展览协会、

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山西省土
壤肥料学会、山西省农资商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 ㎡
内容： 农药展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卫

生杀虫剂、杀线虫剂、杀螨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杀软体动物剂、忌避剂、熏蒸剂、
生物农药、环保农药、喷雾器等；肥料展区：
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生态肥、有

机天然肥、控释肥、复混肥、叶面肥、液肥、
冲施肥、微肥、育苗肥、各种菌肥、专用
肥料、环保肥料、土壤改良剂、表面活性
剂以及有利于作物增产和改善品质技术和
产品等

电话： 18239905099

陕西省
西安市

2021 第 19 届西安年货会
时间： 2021/01/27—2021/02/09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 浐灞 )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陕西省商务厅、西安市

商务局
承办： 西安旭峰丝路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酒水饮品、进口食品、清真食品等；农副

产品、特产、干果、干货等；茶叶、茶具、
茶礼等；水产、生鲜、冷冻产品等；服装
服饰床品等；日用百货、小家电等；礼品、
工艺品、摆件等；年庆用品、花卉、盆栽
等

电话： 029-81296836

2021 第 29 届中国西部国际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 ( 西部制博会 )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 浐灞 )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经济联合会、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
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

承办：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商会西
安国际商会、西安三联国际会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曲江三之联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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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工业自动化与控制展区：工业过程控制及
监控、自动化设备、计算机集成制造、工
业机器人、外部设备、仪器仪表与传感器、
执行元件、无损检测技术及设备、物流技
术与设备、物流服务；流体机械与动力传
动展区：压缩空气技术、液压技术、气动
技术及工业过程控制、机械传动、密封技术、
减摩轴承、直线运动系统、电气传动、各
类动力设备、泵阀设备、工业型材及铝管道、
清洁设备、试验仪器与设备、环境试验设
备等

电话： 029-88153903
传真： 029-88314333
邮箱： 1441012399@qq.com
网址： www.cwieme.com

2021 第 10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新材料、
新工艺暨航空航天零部件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中国和平

利用军工技术协会、陕西省国防科技和航
空工业办公室、西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 广州凯洛琦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360 ㎡
内容： 先进复合材料、耐高温钛合金、镁合金、

高分子材料、高强钢、材料检测、金属材料、
芳纶纸蜂窝、、铝锂合金、工程塑料、先
进高温材料、阻尼减振材料、树脂基先进
复合材料、PICA 材料、高温合金、玻璃
纤维材料、形状记忆合金、碳纤维复合新
材料、铜合金及铝合金、粉末冶金、镍基
高温合金、玻璃钢、高性能阻燃材料、纳
米材料、陶瓷 / 陶瓷基复合材料、稀土材
料、烧蚀材料、金属间化合物、硼纤维材
料、低密度材料、含铼高温合金、航空磨料、
预浸料、添加剂等

电话： 020-82309090
传真： 020-82309090

邮箱： market@china-acm.cn
网址： www.china-acm.cn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西安 )
时间： 2021/03/20—2021/03/21
城市：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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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装设计、家具软装、卫浴陶瓷、地板门窗、

橱柜厨电、油漆涂料、灯饰吊顶、壁纸家饰、
水暖五金、管材管件、整体楼梯、舒适系
统等

电话：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

2021 第 39 届西部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药学会、陕西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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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内容： 医用影像设备：CT、DR、医用 X 射线系统、

超声诊断仪、磁共振设备、医用胶片及处
理系统等；智慧医疗：人工智能、移动及
远程医疗、医疗大数据、可穿戴设备、平
台运营商、医疗信息化及软件等；检验医
学及实验室诊断设备：临床化学分析 / 诊
断系统、临床医学检验辅助设备、实验器
具类、整体实验室解决方案、家用诊断设
备生化及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辅助设备：
3D 打印设备、医疗模型、医用救护车辆、
各类医用手术床、残疾人专用器械、呼吸
麻醉设备、供氧系统和制氧设备、急救设
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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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9-88238265、88238195、
	 13772010819
邮箱： 88238260@163.com
网址： www.med-china.com.cn

2021 第 11 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 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中欧班列、集装箱、多式联运展区：中欧

班列及中亚班列运营和服务商、各类集装
箱制造企业、集装箱制造设备及配件、集
装箱运输企业、海铁联运、海空联运、路
桥运输等多式联运；空港、临空型经济、
航空物流展区：空港与空港经济区、机场、
航空货运物流中心、航空公司、航空物流
企业、航空物流仓储、装卸、加工、整
理、配送、信息平台、航空物流服务等；海、
陆、河港与物流枢纽城市展区：国内外沿海、
沿江港口、内陆港、各类国家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 ( 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
服务型、商贸服务型 ) 规划与建设成果展示、
推介等

电话： 029-88086358
传真： 029-88086106
邮箱： xbhz@wie-expo.com
网址： www.xibuwubohui.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 ( 西安 ) 国际食品博览
会暨丝绸之路特色食品展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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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食品：休闲食品、进口食品、营养健康食品、
有机食品及膨化食品、罐装食品、冷藏食品、
风干食品、冷冻食品、绿色及保健食品；
葡萄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桃红葡萄
酒、干葡萄酒、烈性葡萄酒等；洋酒与烈
酒：香槟、雪莉酒、冰酒、白兰地、威士忌、
伏特加、朗姆酒、杜松子酒、清酒、起泡酒、
龙舌兰、保健酒、酒饮食品等；传统与酒饮：
白酒、黄酒、保健酒等

电话： 029-85325699	
传真： 029-85325699
网址： www.xafoodexpo.com

2021 陕西国际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贸促会、陕西

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信息协会
承办： 西安沃达丰会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能源化工、电力、太阳能光伏、核能、有

色金属等领域的重大科技专项成果 , 能源
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数字能源创
新技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
电力装备等领域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的技术创新发展成果；5G 技术、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互联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等

电话： 029-87550790
传真： 029-89531964
邮箱： 2103753674@qq.com
网址： www.brsiee.com

2021 丝路 ( 西安 ) 建筑装饰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建筑装饰协会、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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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智能家电家居展区：智能门锁、智能晾衣

机、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智能卫浴：智能
控制、自控设备、电工、电气、照明、灯
饰；门窗幕墙及设备展区：铝门窗、塑钢
门窗、铝木门窗、实木门窗、外遮阳、百
叶窗、智能门窗、纱窗、自动门、旋转门
等、玻璃幕墙、金属幕墙材料、建筑外立
面及幕墙系统：门窗玻璃、节能玻璃、各
种玻璃技术及产品：门窗幕墙五金：门窗
幕墙加工机械设备、门窗生产线、玻璃设备、
塑钢护栏、铁艺护栏、不锈钢护拦、楼梯、
柱子等

电话： 029-83118366、83118399
网址： www.cibes.com.cn	

第 26 届西安国际供热供暖空调通风及舒适
家居系统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土木建设学会、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西安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热力制冷
面积： 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集中供热设备与器材：锅炉、燃气锅炉、

低氮锅炉、低氮燃烧机、生物质锅炉；各
种供暖与热水系统；各类采暖散热器及配
套；板式换热器及热交换设备；地暖管材
分 ( 集 ) 水器、施工清洗设备及配套；电
采暖：电壁挂炉、热电缆、电热膜、碳晶、
电加热器材、新型电采暖及高达空间采暖
技术设备等；太阳能供热；燃气 / 电热采
暖器、暖风机、取暖炉、壁炉、辐射吊顶
供暖等；热泵、空调通风及新风系统：地
源 / 水源 / 空气源热泵系统与地热开发利
用技术等

电话： 029-83118366、83118399
网址： www.cnhe.com.cn

2021 第 20 届西安国际家具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市商务局、陕西省家具协会
承办： 西安华展展览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千秋展

览策划有限公司、广州华展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整体橱柜、衣柜、衣帽间、书柜、浴室柜、

门板、木门、移门、五金、板材、封边
条、智能家居等；实木卧室家具、客厅家具、
餐厅家具、书房家具、儿童家具、青少年
家具等；白茬家具、木材、家具五金及配
件、胶粘剂、油漆、涂料、皮革、纺织面料、
家具零部件等；定制家具生产设备、门窗
生产设备、实木家具生产设备、软体家具
生产设备、生产管理软件等

电话： 029-85359268
邮箱： 3225127177@qq.com
网址： www.xajjzh.com

2021 第 22 届西安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
览会暨西安国际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承办： 陕西省旅游服务公司、西安华展展览有

限公司、西安曲江千秋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华展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店餐饮厨房设备及用品、食品机械、桌

面用品专题展区展品范围：中央厨房系统、
餐饮厨房设备、制冷设备、通风环保设
备、食品机械、厨具配件、桌面餐具与器皿、
桌面辅助用品、密胺环保材料等；酒店设
备及用品专题展区展品范围：清洁洗涤设
备及用品、酒店家具、纺织布草、耗品；
客房电器、大堂用品及艺术展陈产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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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酒店系统等；咖啡、饮品及酒店、餐饮
连锁机构及食材展区等

电话： 029-85359268
网址： www.xajdzh.com

2021 第 8 届西安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22—2021/05/2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家世界博览中心
主办： 陕西省工商联孕婴童行业商会
承办： 企社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20000 ㎡
内容： 母婴用品：哺喂用品、洗护用品、清洁

消毒产品、卫生护理用品、电子安全用品、
游泳设备等；儿童零食：婴童辅食、儿童
饼干、果汁 / 饮品、儿童休闲食品等；育
儿营养品：儿童营养品、婴幼儿奶粉、鲜
牛奶、蛋白质粉、钙铁锌等各种维生素、
水果有机蔬菜、蛋类、豆类、肉类、五谷
粗粮等食品、营养汤粥、营养学讲座培训
机构等

电话： 13127887112
邮箱： qisheexpo@outlook.com
网址： www.xaceeexpo.com

2021 第 32 届中国西安国际美容美发化妆
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西安曲江德智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陕西

省美容美发化妆品业协会、东门美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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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
内容： 专业线：美容仪器、院线产品、皮肤管理、

减肥纤体、抗衰老产品、私密保养、美胸、
纹绣美甲美睫、牙齿美白、互联网 + 医美
等；医学整形：整形医院、医美品牌、医
美和生美仪器、服务机构等；日化线：护

肤类、彩妆类、美妆工具、个人护理、男
士护理、洗涤类、口腔护理、孕婴童护理
类、微电商新零售等；美发品牌：养发生
发产品、发制品、洗护染烫产品、美发设备、
美发教育培训机构等；大健康产业：艾灸类、
精油、美容健康饮品、养生保健产品、健
康管理产品、头疗、产后修复类产品和技
术 , 月子会所及保健中心等

电话： 029-62929020
传真： 029-85505320
邮箱： 691616717@qq.com
网址： www.xa-mei.com

2021 中国 ( 西安 ) 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人
工智能、智慧城市暨 5G 技术应用博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陕西省“雪亮工程”建设省级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 陕西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西安智慧城
市物联网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雪亮工程应用系统：共享平台、联网平

台、GIS 平台、资源接入平台、安全保卫
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5G 应
用等；人工智能、视频监控 ( 前端、控制、
显示、传输等 )、防盗报警、防爆安全检查、
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消防、智能交通、
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停车、无人机、
信息与网络安全、物联网等技术产品；城
市应急清障、破拆、照明、通讯等技术装备；
智慧校园、校园安防、门禁、一卡通、对讲、
LED、安防信息传输、指纹识别、保安装备、
等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电话： 029-68206876、18911091018
邮箱： su-ning729@163.com
网址： www.sxafz.com

2021 第 6 届中国 ( 西安 ) 宠物水族用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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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6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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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内容： 食品：主粮、零食、食品添加剂、咀嚼食

品、食品加工机械与包装技术等；用品：
牵引带、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容
用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保健护理用
品、宠物运输等；宠物医疗：宠物医院设
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生物制品、保
健品、饲料、处方饲料、检测试纸及试剂等；
水族类用品：水族箱、过滤设备、照明器
材、增氧设备、温控设备、饲料、水族药品、
造景装饰、水槽沙、水草及肥料等鸟类与
爬宠用品：鸟类：鸟笼、爬宠箱、温控设备、
食品、药品等

电话： 029-88220668
邮箱： 717444234@qq.com
网址： www.pashow.com.cn

2021 第 15 届中国西安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6/04—2021/06/07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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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茶叶类：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

黑茶各类品牌茶叶；茶品类：茶饮料、茶
点、茶食、保健茶、特色茶、药用茶等其
它各种茶叶延伸产品；茶事类：茶具 ( 紫砂、
瓷器等 ), 茶道、茶艺展示 , 茶家具、茶装饰、
茶文化推介等；茶文化产品：茶曲、茶歌
茶舞表演、茶诗书画剪纸和各地特色茶文
化表演、茶旅游等

电话： 029-87312704、87335445
邮箱： xacbh@163.com
网址： www.huabohuizhan.com

2021 第 20 届 遛 纸 • 中 国 ( 西 安 ) 生 活 用
纸及卫生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生活用纸网
承办： 遛纸 ( 北京 )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生活用纸类：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

餐巾纸、厨房用纸、擦手纸、马桶座垫纸
等；原辅材料类：非织造布、水刺非织造布、
双组分纤维、ES 复合短纤维等纤维原料、
非织造布用聚合物、纸浆、绒毛浆；流延
膜及塑料母粒、胶带 / 胶贴 / 魔术贴、弹
性非织造布材料、松紧带、打孔膜、造纸
化学品、香精、表面处理剂及添加剂 , 离
型纸 / 离型膜；高吸收性树脂、丙烯酸类
聚合物、热熔胶、石油树脂等；妇幼呵护
及老人护理用品类：成人纸尿裤 / 片、成
人拉拉裤、轻度失禁用品、护理垫等湿巾、
柔巾卷、湿厕纸 , 纸内裤、压缩毛巾、面膜、
卫生巾、卫生护垫、产妇巾、乳垫、妇婴
两用巾、卫生棉条、婴儿纸尿裤 / 片、婴
儿拉拉裤、隔尿垫巾、一次性医疗卫生用
品等

电话： 4000668191
网址： www.zhizhanhui.com

2021 第 8 届中国 ( 西安 ) 国际建筑装饰博
览会
时间： 2021/08/06—2021/08/08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全国工商联陕西定制家居工作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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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昱晟会展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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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实木门、移门 / 推拉门、复合门、防火门、

艺术玻璃、门配、衣柜橱柜门等
电话： 4008110220
邮箱： server@onezh.com
网址： www.sdzs-china.com

2021 西安国际乐器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9/11—2021/09/14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家世界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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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键盘类 : 钢琴、手风琴、电钢 ( 子 ) 琴、

管风琴、合成琴、琴架、琴凳及配件等；
木管类：双簧管、单簧管、长笛、巴松及
配件等；铜管类：小号、圆号、长号、大号、
萨克斯及配件等；弦乐类：小、中、大提
琴、倍大提琴、木吉他、古典吉他、各类
弦线及配件等；打击乐类：定音鼓、军鼓
类、镲类、套鼓、康加鼓、鼓类支架及配
件等；民族乐器类：吹奏类、弹拨类、拉
弦类、打击类、少数民族乐器及配件等

电话： 0531-55561118、18954181057
邮箱： wangchuanguo3@163.com
网址： www.jnhbhz.com

2021 西安国际高端全屋定制展览会
时间： 2021/09/17—2021/09/20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河南信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整屋定制：全屋定制、定制家居、家具、

整体橱柜、整体衣柜、整体厨房、移门、
推拉门、吊顶、隔断系统等；整屋家装：
整屋家装定制系统、地板、楼梯、门窗、
集成全屋定制家居、全铝家居、卧房系统、
客厅系统、餐厅系统、厨房系统、3d 背景墙、

美缝剂、美缝胶、生态硅藻泥等；整屋吊顶：
吊顶模块、取暖模块、换气模块、照明模块、
音乐模块等；整屋集成墙面：铝锰合金类、
竹木纤维类、生态石材类、纳米纤维类和
其他高分子类等

电话： 0371-55081899
传真： 0371-55081899
邮箱： 807099646@qq.com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
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西安
地点：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侨联、工商联、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商总局、陕西
省政府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029-89320620
网址： www.xbhz.net

宝鸡市
2021 第 4 届中国钛谷国际钛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0—2021/04/22
城市： 宝鸡
地点： 宝鸡市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钛锆铪协会
承办：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船舶制造、海洋工

程 | 能源核电、石油化工、电力工业、轨
道交通、汽车制造、信息通讯、电子产品、
电动工具、冶金工业、轻工行业、防腐工
程、医疗器械、建筑装饰、摩托车、自行
车、体育户外器材、家用电器、生活日用品、
工艺品等领域的钛产品等

电话： 010-68659227
传真： 010-88680811
邮箱： haiwen2002@126.com
网址： www.t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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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庭院与花园园艺展览会
时间： 2021/01/05—2021/01/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花园集俱乐部、中国造园行业协会、《中

国花卉报》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花园石材：地面铺装、汀步石、墙石、板

材、花园台阶、马赛克、石材养护剂、水栓、
洗手台盆等；户外家具：户外家具、户外
地毯、座垫、靠垫、遮阳伞、遮阳蓬、烧
烤炉、户外储物、吊床、蹦床、秋千、沙
发套装、户外晾衣架、户外躺椅、凉亭
等；户外照明：户外庭院景观灯具、庭院
灯、草坪灯、地埋灯、水下灯、园艺模型灯、
电工辅材等；花园水景：成品水景、水池
配套设备、水池过滤、净化等；花园木材：
成品定制、天然木材、生态木、木材养护
产品、防腐木、碳化木、拼花地板、实木
吊顶护墙扣板等；花园景石：景石、古旧
石材、中式 / 日式用材等；花园雕塑：人
物雕塑、动物雕塑、纹饰雕刻、花钵、浮
雕类；花园装饰小品：花器、装饰摆件、
收纳装饰、壁挂装饰、成品篱笆栅栏、拱
门棚架、户外火炉等；花园植物：月季、
铁线莲、绣球、球根、庭院果树、藤本植物、
宿根 / 观赏草、造型苗木、乔灌木、鲜花、
盆栽绿植、种子种苗、进口苗、多肉植物等；
新型花园建材及设备：喷灌系统、灭蚊器、
铸铝、阁楼、玻璃材质、仿木铝合金、铜
门等；花园养护工具：园艺工具、接头配件、
石材养护工具等；花园肥料：堆肥箱、肥料、
药剂、花园介质等；花园五金建材：劳动
保护用品、工具组合套装、五金辅助、建
筑用绳；花园配套：泳池、Spa、移动阳
光房、移动遮阳等；庭院品牌类：庭院企业、
庭院案例、养护公司等

电话： 021-80312378
传真： 021-80312390

邮箱： shlianqiang@163.com
网址： www.tingyexpo.com

2021 第 20 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眼镜业展
览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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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眼镜协会
行业： 其他
面积： 80000 ㎡
内容： 眼镜架、太阳眼镜、镜片、隐形眼镜、3D

眼镜、数字镜片、验眼设备、眼镜及镜片
生產机械、眼镜零件及配件、眼镜原料、
模具、眼部护理用品、镜片及隐形眼镜清
洁液、眼镜盒、眼科医学仪器、眼科用品、
眼镜工厂用品、眼科镜片、弱视检查及矫
正设备、有关之科技刊物及展览、眼镜业
协会等

电话： 020-27893220
邮箱： orientex@netvigator.com
网址： www.siof.cn

2021 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 华交会 )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东九省市政府、中国商务部
承办： 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华交

会展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26500 ㎡
内容： 收纳箱、凳子、椅子、刷子、衣架、水桶、

口杯、脸盆、密封罐、垃圾桶、真空压缩
袋、花盆、喷雾器、皂盒、衣叉；胶棉拖、
好神拖、平板拖、扫把簸箕套装、垃圾桶、
手套、百洁布、清洁球、海绵擦、玻璃擦、
雪尼尔、马桶垫 / 刷；炒锅、炊具、刀剪、
洗菜篮、打蛋器、切菜器、碗碟架、挂篮、
油壶、调味瓶、锅铲、漏勺、开瓶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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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器、料理器、厨房小工具；砧板、筷子、
刀架、擀面棍、牙签、竹签、果盘、竹质
工艺品、餐垫、杯垫、勺等

电话： 021-63539968
传真： 021-33275101
邮箱： info@ecf.org.cn
网址： www.ecf.org.cn

2021 第 22 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
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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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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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

及中间体；生物农药、生态农药；农药生
产加工工艺技术；肥料氮肥、磷肥、钾肥、
复合肥等化学肥料；海藻肥、生物肥、叶
面肥、缓释肥、微量元素肥、腐殖酸肥料
等新型专用肥料；植保与农用生物工程技
术植物生长调节剂、转基因产品及其它农
用生物工程生产技术；用于园林及花卉的
相关产品及工程技术；介质土、土壤添加
剂、营养剂、泥炭、竹炭及相关生产技术
与设备等；农用机械、园林及花卉专用机
械、设备农化产品生产设备、喷施设备器
材、农用塑料、农用机械；园林花卉用剪
草机、割灌机、喷药机、灌溉设备及相关
包装机械设备；农用塑料棚膜、地膜、遮
阳网、防虫网等现代农用覆盖材料；穴盘、
苗盘、水稻育秧钵体软盘等育苗容器；塑
料节水灌溉器材等

电话： 010-64283092
传真： 010-64219324
邮箱： maggie@agrochemshow.com
网址： www.agrochemshow.com

2021 第 12 届中国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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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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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
内容：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及

中间体；生物农药、生态农药；农药生产
加工工艺技术；氮肥、磷肥、钾肥、复合
肥等化学肥料；海藻肥、生物肥、叶面肥、
缓释肥、微量元素肥、腐殖酸肥料等新型
专用肥料；植保与农用生物工程技术植物
生长调节剂、转基因产品及其它农用生物
工程生产技术；用于园林及花卉的相关产
品及工程技术；介质土、土壤添加剂、营
养剂、泥炭、竹炭及相关生产技术与设备
等；农化产品生产设备、喷施设备器材、
农用塑料、农用机械；园林花卉用剪草机、
割灌机、喷药机、灌溉设备及相关包装机
械设备等

电话： 010-84255960
邮箱： zhengyingying@ccpitchem.org.cn
网址： www.fshow.org

第 7 届中国国际种子贸易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种子贸易协会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粮食种子、蔬菜种子、花卉园艺种子、牧

草草坪种子、种衣剂、拌种肥、种子处理
专用药剂、种子检验仪器、种子加工、包
装机械、种子包装印刷新技术、新工艺、
农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项
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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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84250397、18910766610	
邮箱： quxiufen@ccpitchem.org.cn
网址： www.seedtradeshow.com

2021 中国国际灌溉与温室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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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灌溉资材及系统：微灌、滴灌、喷灌、自

动控制系统、过滤器、施肥罐、施肥器、
水泵、管材、管件、阀门、喷头、田间管
理、水肥一体化设施、水肥耦合技术、土
壤养分测试仪、土肥速测仪、水分测试仪、	
灌溉系统等；温室资材及配套系统：温室
覆盖材料、温室骨架、温室通风降温系
统、温室加温系统、环境控制系统、自动
配肥系统、喷雾降温系统、内 / 外遮阳系统、
保温被卷铺系统、拉幕 / 开窗系统、植物
照明补光系统、苗床系统、栽培系统、监
测仪器等	

电话： 010-84250397、18910766610	
邮箱： quxiufen@ccpitchem.org.cn

2021 中国国际农用航空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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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时代化工展览服务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农用飞机及小型无人机、农用航空施药

技术与喷施装备、农用航空遥感技术、农
用航空飞行安全装备、农用航空承载车辆、
现代农用航空高新技术及装备、农用航空
植保服务相关单位等

电话： 010-84250397、18910766610	
邮箱： quxiufen@ccpitchem.org.cn

2021 第 19 届上海智能工厂展暨工业自动
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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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顺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80000 ㎡
内容： 汽车制造、机床工具、医疗器械、航空航天、

模具制造、通用机械、电子 3C、仪器仪表、
计算机及部件、工程器械、家用电器等

电话： 13270150914
邮箱： 3078619568@qq.com
网址： www.sia-cme.com

2021 中国机床展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承办： 上海华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8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车床、铣床、钻床、镗床、磨床、磨削中

心、加工中心、剪板机、折弯机、弯管机、
液压机、卷板机、冲减机、各型面加工刀具、
组合刀具、非标刀具、涂层刀具、各种机
床功能部件、机床附件、润滑油、工业清
洁设备等

电话： 021-60280798
邮箱： cme021@cme021.com
网址： www.cme021.com

上海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展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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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
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30000 ㎡
内容： 智能相机：黑白智能相机、线扫描智能相机、

彩色智能相机、CMOS 智能相机、ID 读
码器等；板卡：黑白采集卡、图像压缩 /
解压板卡、彩色采集卡等；软件包：图像
处理软件、机器视觉工具软件；配件：工
业相机、CMOS 相机、CCD 相机、面阵
相机、CAMERALINK 相机、行扫描相机、
红外相机、1394 接口相机；工业镜头：
FA 镜头、高分辨率镜头、图像扫描镜头、
聚光透镜、远心镜头等；光源：LED 光
源、紫外照明系统、红外光源、光纤照明
系统等；辅助产品：传感器、标定块、光栅、
垫圈、连线及连接器、电源、底板等

电话： 021-31009770
邮箱： zj_kuozhan@126.com
网址： www.motor-asia.com

中国 ( 上海 ) 国际 AGV 小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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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70000 ㎡
内容： AGV 产品：AGV 自动搬运车、AGV 无人

搬运车、全向移动 AGV 小车、智能 AGV
小车、磁导航 AGV 小车、无轨导航 AGV
小车、磁导航叉车 AGV、AGV 无人搬运、
各类 AGV 小车、自动导航车、激光导航
车等；智能仓储：智能仓储机器人、智能
仓储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智能物流
仓储系统、智能仓储、智能仓库管理系统、
智能仓库、仓储管理系统、仓储管理、自
动化立体仓库等；AGV 自动化物流设备

及系统：牵引、激光、码垛、机器人、智
能码垛机器人、搬运机、输送设备、装
配、配线、螺旋、刮板、胶带、滚筒、悬挂、
振动、机器手臂、工业车辆、叉车；分拣
系统、拣选系统、自动化仓储、仓储辅助
技术软件、输送系统、地面控制系统、车
载控制系统、无人驾驶运输系统、货架存
取设备、手动搬运车、自动导向系统、智
能仓库解决方案等

电话： 021-80270791
传真： 021-80270791
邮箱： zhongzhanshixin@126.com
网址： www.asia-agv.com

202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 春季 )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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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尚博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北京国
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17200 ㎡
内容： 服装、户外、户外运动、婚纱、家居、家

饰、礼服、领带、帽子、内衣、男装、牛仔、
女装、皮草、皮革、时尚饰品、时装、饰品、
手袋等

电话： 4007759328
邮箱： expo8621@163.com
网址： cnmar.chicfair.com

2021 中国国际纺织纱线 ( 春夏 ) 展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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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 香港 ) 有限公司、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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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6000 ㎡
内容： 创意花式纱、多彩化纤、自然棉纱、高档

精品纯棉纱线、新型纺纱代表的涡流纺纱
线以及差别化纱线等；高支纱、差别化纱线、
纯棉纱、混纺纱等

电话： 010-85229807、85229267
邮箱： iki . lo@hongkong.messefrankfurt.

com
网址： www.yarnexpo.com.cn

2021 上海国际厨卫及餐厅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智慧商

业分会、亞太零售業協會、北京市连锁经
营协会

承办： 上海德纳会展有限公司、上海德钛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50000 ㎡
内容： 炒锅、煎锅、不粘锅、无油烟锅、不锈

钢厨具系列、菜板、不锈钢网篮、洗菜篮、
不锈钢调味器皿、养生锅、陶瓷煲等；陶
瓷餐具、玻璃餐具、不锈钢餐具、竹木餐
具、茶具、筷子、牙签、保鲜盒、保鲜袋、
保鲜膜、保温杯、玻璃杯、塑料杯、吸管杯、
桌布等

电话： 021-56357017、66775920、66775920
邮箱： ccf@ccfsh.net
网址： www.ccfsh.net

2021 第 4 届上海国际休闲水处理工程设计
与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恒尔沃 ( 广州 )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上海

京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0000 ㎡
内容： 泳池水疗工程技术及设备、水上乐园、温

泉洗浴 ( 沐浴 )、桑拿汗蒸、SPA 浴缸、
水景喷泉、景观园林、体育馆游泳馆海洋
馆、鱼池水产养殖、学校酒店、别墅民宿、
会所俱乐部、房地产度假村、康体健身等
工程技术及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维
修养护等相关服务；泳池水疗水处理设
备、水泵、过滤器、一体化过滤设备、水箱、
泳池专用除湿热泵、电加热设备、臭氧设
备、消毒设备、紫外线设备、毛发器、逆
流器、水下灯具、管道管件阀门、智能控
制系统、各类型出入水器、格栅、分道线、
扶梯、出发台、救生椅、泳池定制、定制
设备等

电话： 020-66624156
传真： 020-66624159
邮箱： sbsshow@126.com
网址： www.le isurewater- chinapoolspa.

com

2021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 春夏 )
博览会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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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法兰克福展览
( 香港 )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2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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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5229496、85229198
传真： 010-85229300
邮箱： intertextile_home@ccpittex.com
网址： www.intertextile-home.com.cn

2021 上海国际日用百货商品 ( 春季 ) 博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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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德纳会展有限公司、上海德钛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50000 ㎡
内容： 餐饮用品厨房系列：炒锅、煎锅、不粘锅、

无油烟锅、不锈钢厨具系列、菜板、刀
具、不锈钢网篮、洗菜篮、不锈钢调味器皿、
养生锅、陶瓷煲等；餐厅系列：陶瓷餐具、
玻璃餐具、不锈钢餐具、茶具、筷子、牙签、
保鲜盒、保鲜膜、保温杯、玻璃杯、塑料杯、
吸管杯、桌布等；家居日用品卧室客厅系
列：雨伞、雨衣、雨鞋、衣架、收纳整理箱、
垃圾桶、垃圾袋等塑料制品、手电筒、电池、
毛巾、家居拖鞋、抹布、扫把、拖把、蚊
香、家庭医疗护理箱、母婴用品等；厕卫
浴室系列：纸巾、棉签、一次性用品、置
物架、浴巾、空气清新剂、洗衣液、洗洁精、
洗手液、消毒液、洁刷剂、清洁剂、洗衣粉、
洗衣皂、洗发水、牙刷牙膏、漱口水、沐
浴露等日化用品等

电话： 021-56710358
邮箱： nessfu@ccfsh.net
网址： www.ccfsh.net

2021 上海国际餐饮美食加盟展
时间： 2021/03/11—2021/03/1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饭店协会、上海蓝擎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
承办： 上海蓝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5000 ㎡
内容： 中式快餐、中式正餐、西式快餐、西式正

餐、火锅烧烤、特色小吃、咖啡饮品、烘
焙甜品、佐餐熟食、休闲零食、日韩料理、
海外餐饮、创意餐饮等各类餐饮、美食细
分业态连锁企业；智慧餐饮终端设备：智

能机器人、无人机械臂、数字化门店、5G
设备、智能贩卖机、智能柜；智能备餐设
备：智能备餐台、单品出品机、出品一体机、
电子餐牌；智能厨房设备：中央厨房设备、
自动炒菜机、自动煮面炉等自动餐饮设备；
智能售卖设备：自助结算台、安卓收银机、
智能托盘机、智能计量选餐台等

电话： 4001188086、15801749518
邮箱： chinafood@51jmz.cn
网址： www.51jmz.cn

2021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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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

世新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家电
面积： 140000 ㎡
内容： 白色家电、零部件、消费电子、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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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4700857、18221572604
传真： 021-54700961
邮箱： 18221572604@163.com
网址： www.awe.com.cn

2021 第 24 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
展览会
时间： 2021/03/16—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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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40000 ㎡
内容： 天然产品、提取物及功能性配料、保健品、

机械设备和食品安全监测仪器、综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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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香料和调味料等
电话： 010-59795833
传真： 010-59071335、59071336
邮箱： cfaa1990@126.com
网址： www.cfaa.cn

上海国际显示器制造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	 (CECC)、国际半导体产业

协会 (SEMI)
承办： 北京三达经济技术合作开发中心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74000 ㎡
内容： 家庭娱乐 : 数字电视、LCD、PDP 电视、

机顶盒、硬盘产品、家庭服务器、数字录
象机、DVD 产品、家庭影院系统、数字
音响产品、游戏平台与相关产品；汽车
电子产品 : 汽车导航系统、车载电脑、智
能交通系统 (ITS) 终端、汽车音响产品与
相关产品；个人电脑 (PC) 与个人信息产
品 :PC、PDA、移动信息终端、手机、专
向互联网终端、专用电子邮件终端、内存
声音播放器、数码相机、电脑外设产品打
印机、扫描仪等、蓝牙产品、家庭网络、
内存、IC 卡、内存媒介、内存设备、其
它配套产品与相应产品；网络计算产品 :
服务器、工作站、客户终端、显示器、数
码办公自动化外设、局域网、宽区网设备、
IPv6 设备、电信终端、计算机电话集成
CTI 系统、网络联接设备、电信设备等

电话： 021-60278500
传真： 021-60278511
邮箱： semichina@semi.org
网址： www.fpdchina.org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健身与康体博览会
时间： 2021/03/21—2021/03/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励展展览集团
承办： 北京国药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0 ㎡
内容： 健身器材与设备、功能性训练设备、康复

器材与设备、水中健身器材与设备、APP/
智能穿戴电流肌肉刺激系统、美体 SPA
设施 / 护理、体能测试设备 / 体质测评设备、
健身俱乐部设施、健身俱乐部相关服务与
管理系统、运动时尚 / 鞋服配饰、水中训
练设备、运动营养品、补剂膳食餐、益生
菌食品、运动饮料、健康食品、运动营养、
食品原料等

电话： 010-84556634
邮箱： zhen.zhen@reedsinopharm.com
网址： www.fibo-china.cn

2021 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
时间： 2021/03/23—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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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矿化

工进出口商会		
承办： 上海秀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50000 ㎡
内容： 手动工具：传统手工具、防爆工具、汽保

工具、园林工具、工具箱包、量具；电动
工具：传统电动工具、电动工具配件；气
动工具：传统气动工具、气动工具元件；
机械设备：木工、喷涂、液压、包装、清
洗、园林及植保、起重及吊索具；焊接设
备：电焊、气焊、激光焊、钎焊、热熔焊、
焊接材料及配件；机电产品：泵类、空压
机、电动机、发电机、轴承；磨料磨具：
磨料磨具、切削工具、金刚石制品；五金
制品：建筑、装饰、门窗、水暖、厨房卫
浴、脚轮、标准紧固件及五金杂品；制造
设备：锻造、压铸、冲压、光整、热处理、
表面处理、其它；低压电器：电灯、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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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开关面板、电光源、LED 灯及材料、
辅料等

电话： 15900868416、021-31577910
传真： 021-33250328
邮箱： lili2011expo@163.com
网址： www.c-hf.com

2021 年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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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球

展览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上海环球
展览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 ㎡
内容： 全屋定制家居、智能家居、整体厨房、门

窗、木门及整木家装、集成吊顶、顶墙集成、
高端进口家居、瓷砖、卫浴、灯饰、生活
家电、设计生活、智造设备及配料、软装
定制、涂料等

电话： 021-39880437
邮箱： haojq@ctme.cn
网址： www.cbdfair-sh.com

2021HD+Asia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
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VNU 亚洲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

有限公司、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 ㎡
内容： 窗帘布、沙发布、装饰布、墙纸、墙布、地毯、

整体软装、家居饰品、艺术墙面、家居定制、

辅料、配件及机械设备等；全屋智能系统、
智能门锁、智能安防、智能影音、智能照明、
智能温控、智能电控、家电控制、能源管理、
智能生活家居设备等；户外家具及家具面
料、户外家居材料、户外休闲用品、阳光房、
棚房、庭院装饰产品等

电话： 4008213388
邮箱： hdasia@vnuexhibitions.com.cn
网址： www.hdasia.org

2021R+T Asia 亚洲门窗遮阳展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VNU 亚洲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

有限公司、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公司
承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 ㎡
内容： 遮阳：窗饰面料、窗饰成品、户外遮阳产品、

智能家居 / 驱动及控制系统、百叶窗 / 百
叶帘、窗饰配件及机械；门及门禁：工业门、
车库门 / 庭院门、自动门、入户门、门机
门控、工业建筑等

电话： 4008213388
邮箱： rtasia@vnuexhibitions.com.cn
网址： www.rtasia.org

2021 上海国际宠博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5000 ㎡
内容：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水族用品、

宠物活体、宠物衍生产品、其他
电话： 021-63539977
传真： 021-6256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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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petexpo@petexpo.com.cn
网址： www.petexpo.com.cn

2021 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4/01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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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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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3392244
邮箱： b2b-service@ubmsinoexpo.com
网址： www.jiagle.com/jiudian_zhanhui_

shanghai	

2021 上海国际清洁技术设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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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3392575
邮箱： Allen.Zhang@imsinoexpo.com
网址： www.chinacleanexpo.com

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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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货商业协

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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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00 ㎡
内容： 陶瓷卫浴、石材五金、康体娱乐、户外休闲、

室内设计等
电话： 021-33392115/2108
邮箱： stacy.chen@ubmsinoexpo.com
网址： www.jiagle.com

2021 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
统展览会、2021 上海国际智慧零售展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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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面积： 25000 ㎡
内容： 智慧零售、自助服务设备及自动售货系统

等
电话： 021-33392110、2095
邮箱： cvs@imsinoexpo.com
网址： www.chinavending.com.cn

2021 中国 ( 上海 ) 第 25 届国际船艇及其
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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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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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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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设备、游艇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1-33392016
邮箱： bill.zhang@imsinoexpo.com
网址： www.boatshowchina.com

2021 生活方式上海秀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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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5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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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3392010
邮箱： shirley.sun@imsinoexpo.com
网址： www.expolifestyle.com

2021 年上海国际游乐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市旅游

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0 ㎡
内容： VR 设施、电玩产品、电玩配件、动漫游戏、

儿童游乐设施、公园景区、游乐设备等
电话： 18310673923、18516193207
传真： 010-60349875
邮箱： marketing@sh-sia.com
网址： www.youle-expo.com

2021 第 14 届上海国际户外用品及时尚运
动展览会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0 ㎡
内容： 运动休闲时尚类：户外运动服装、运动袜、

冲锋衣、冲浪服、裤抓绒衣裤、速干衣裤、
迷彩衣裤、滑雪衣裤、休闲衣裤、骑行
服、泳装、泳镜、潜水衣、冲浪服、帽子
服装面料等；户外装备及器材类：户外帐
篷、睡袋、户外眼镜、垂钓用具、户外手
套、休闲桌椅；野营、旅游、登山运动器
材及装备、专业照明工具、专业户外望远
镜、棋牌、专业户外运动 ( 自行车、山地车、
房车、越野车 )；溜冰鞋、专业外车载冰箱、
小轮车、登山设备、绳索等；户外鞋类：
登山鞋、徒步鞋、高山靴、攀岩鞋、沙滩
鞋 / 凉鞋、户外休闲鞋等

电话： 13651173331
邮箱： jjktexpo@163.com
网址： www.outdoor-fair.com

2021 上海国际水上运动展
时间： 2021/04/01—2021/04/0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上海博华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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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60000 ㎡
内容： 船艇 : 皮划艇、橡皮艇、冲浪艇、赛艇、

摩托艇、垂钓船、游览观光船、手划船、
脚踏船、龙舟、电动船、充气艇帐篷船、
气垫船、漂流船、水陆两用艇、救生船 /
艇、环境保护船、水上健身艇等；潜水用
品 : 潜水衣、潜水用面镜、呼吸管、脚蹼、
浮力调整具、调节器、潜水仪表、潜水靴、
手套、潜水手电筒、深度表、潜水表、潜
水刀、减压表、水下照相、录像器材及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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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潜水推进器、鱼枪及防鲨设备、水底
金属探测器、潜水培训课程、潜水旅游项目、
潜水俱乐部等；冲浪滑水装备 : 各类冲浪艇、
帆船、帆板、冲浪风筝、冲浪衣、冲浪板、
水撬、滑水板、牵引绳、防寒衣、冲浪等
器材装备等

电话： 13651173331
邮箱： jjktexpo@163.com
网址： www.sce-sh.com

2021 第 8 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健身、康体
休闲展览会
时间： 2021/04/06—2021/04/0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上海德纳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7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健身器材区：商用健身器材、家用健身器

材、健身器材配件、青少年健身器材及设
备、体能体质检测仪器、武术搏击举重拳
击等运动器材；俱乐部用品及配套设施区：
俱乐部连锁加盟 ( 健身、搏击、击剑、羽
网等 )、培训机构学院课程加盟、健身生
活消费品、健康和健身咨询、VR 健身及
智能穿戴产品、学校运动装备、俱乐部用
品及相关配套、地面铺设泳池设备、景观
及游泳装备；水中健身器材及设备、美容、
水疗、桑拿、日光浴、泳池相关配套产品；
运动营养、健康食品区：运动营养品、健
康食品及功能性饮料、膳食餐、代餐、瘦身、
增肌健康食品及塑身产品、运动营养品及
食品原料等

电话： 021-66267222
传真： 021-63060633
邮箱： iwf@donnor.com
网址： www.ciwf.com.cn

2021 中国 ( 上海 ) 泳池设施、游泳装备及
温泉 SPA 展览会
时间： 2021/04/06—2021/04/0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上海德

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8000 ㎡
内容： 游泳场馆、泳池、浴池设施及技术循环

过滤系统、水体消毒系统、保养清洁系统、
水质检测设备、水处理药剂、泳池配件和
设备、水池运动娱乐设备、泳池外围休闲
设施、沙滩椅、遮阳蓬、泳衣、救生设备、
衣室锁具、浴室家具、瓷砖和马赛克、灯具、
防滑设施、游泳池 ( 馆 ) 的通风换气设备、
卫浴设备、热泵系统与热水设备、安全装
置等配套设备泳池外围设施等配套设备等

电话： 021-66102077
邮箱： cse@donnor.net　
网址： www.cseshanghai.com

2021 第 32 届国际制冷、空调、供暖、通
风及食品冷冻加工展览会
时间： 2021/04/07—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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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分会、中

国制冷学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上
海市制冷学会、上海冷冻空调行业协会

承办： 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15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制冷设备、空调设备、通风设备、供热设备、

制冷和空调设备的安装材料和设备、制冷
和空调用工具及设备、其它、制冷剂等

电话： 010-64934668/611/610
传真： 010-64938558
邮箱： xuelongyun@biec.com.cn/kan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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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c.com.cn
网址： www.cr-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芳香产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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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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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道文化等

电话： 13811222545
邮箱： ciaie@expobj.com
网址： www.ciaie.com.cn

中国自然医学及康养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世界自然医学会联合总会、谊和永邦 ( 北

京 ) 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世界自然医学会联合总会、谊和永邦 ( 北

京 )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0000 ㎡
内容： 水疗：温泉、水疗、桑拿、按摩等设备；

足疗用品；沐浴服装；药浴、碳酸浴、松
脂浴、盐水浴、淀粉浴、喷射浴、漩水浴、
气泡浴等；心灵疗法：颂钵、催眠、花精
疗法等；音乐疗法：体感音乐及音响设备
等；草药疗法：泰式草药、印尼 JAMU、
阿育吠陀、草药煎剂、浸剂、酊剂或糖浆
等；其他疗法：蜂疗、顺势疗法、热沙疗法、
氧疗等；自然疗法：自然疗法中心、研究
机构、培训机构等

电话： 13811222545
邮箱： ciaie@expobj.com

网址： www.ciaie.com.cn

2021 第 102 届中国劳动保护用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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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联 ( 北京 ) 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70000 ㎡
内容： 头部防护、面部防护、眼部防护、听力防护、

呼吸道防护、手部防护、足部防护、身躯
防护、高空安全防护、检测检验监测设备、
安全警示及相关防护设备、产品认证、安
全培训等

电话： 021-54700867、18221572604
邮箱： 331221184@qq.com
网址： www.ciosh.com

2021 年上海国际新型防伪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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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浩兰
生 ( 集团 )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防伪展区：全息防伪产品、防伪油墨、防

伪颜料、防伪纸张、防伪膜、防伪纤维、
标签材料、卡基材、防伪包装材料、隐形
标记物、编码防伪产品、防伪标识制造等；
防伪技术和解决方案：物理防伪技术、数
字化防伪技术、全息防伪技术、喷码防伪
技术、二维码技术、RFID 技术、数码防
伪技术、电码防伪技术、区块链技术、生
物识别技术、核径迹防技术、证卡票券防
伪技术、电子印章、防伪印刷 / 防伪包装
新技术等；防伪追踪追溯技术和方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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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溯源监管、防伪防窜平台、安全追溯物
联网防伪系统、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营
销整合系统、商品防伪及品牌保护方案等；
防伪设备：激光全息设备、激光模压 / 雕
刻机、喷码机、防伪标签印刷机、防伪鉴
别装置、激光打印机、防伪烫金 / 模切机、
防伪税控系统及设备、金融机构用防伪技
术设备与材料等

电话： 021-65265855
传真： 021-65265568
邮箱： info@jcgjexpo.com
网址： www.fwexposh.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花卉协会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花卉、盆花、鲜切花、花盆、花艺器皿、

花店展示与设计、花卉包装、分捡；种子、
种球 ( 苗 )、盆栽蔬菜、水果、园艺资材、
园艺工具；草种、草坪建造养护、绿化工程、
城市景观设计建造、园林机械、灌溉系
统；观赏植物、盆栽、盆景、仙人掌、苗
木、仿真植物、干花工艺；温室、塑料大
棚、控温设备、花卉冷藏、保鲜技术与设
备；生物组培、生物防治、花卉营养、肥
料、基质、介质土、土壤添加剂；园林小
品类：花园灯、草地喇叭、捕蚊器、指示
标识、垃圾箱、雕塑、GRC 装饰品、游
乐设施等

电话： 021-62952060/7551
传真： 021-62780038
邮箱： chenyanwen@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hfexpo.org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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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
内容：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VR/AR、物联网、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
电话： 021-33030028
邮箱： songyanan@csitf.com
网址： www.csitf.cn

2021 上海国际潜水暨度假观光展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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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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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0893600
邮箱： sales@drtexpo.com
网址： www.drtexpo.com/shanghai

2021 年上海国际情趣生活及健康产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上海赛菲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赛菲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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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成人玩具、自慰棒、皮革制品、情趣娃娃、
男性自慰用具、健康及生殖保健品、计生
用品、润滑油、清洗剂、生殖保健类、情
趣产品、香薰油、按摩油、性爱家具、功
能内衣、派对服饰、性感服饰、大健康产业、
家庭智慧医疗；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咨询、
保健咨询、调理服务机构、私密保养及护理、
私处护理液、私密护理凝胶、擦拭清洗剂、
盆底肌修复仪、产后修、卵巢保养、私密
整形等

电话： 13370276076
邮箱： kelly@api-expo.com
网址： www.api-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成人保健及生殖健康展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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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
内容： 成人用品、生殖健康产品等
电话： 010-84600706/0718/0826/0716
网址： www.shanghai.adc-expo.com

2021 中国环博会
时间： 2021/04/20—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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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国工
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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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 ㎡
内容： 水和污水处理、给水和排污系统、水资源

管理中的机械工程和设备工程、水利工程、

垃圾管理和回收、废弃物能源化及资源化、
街道清洁与维护、场地与土壤修复、大气
污染治理、烟气净化和通风、噪声与振动
控制、环境服务、环境监测与检测、教育、
科研和技术转让、环保材料及其他

电话： 021-23521111
传真： 021-23521088
邮箱： ieexpo@mm-zm.com
网址： www.ie-expo.cn

2021 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展暨
微电子工业展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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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35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半导体封装测试设备与配件、半导体材料、

贴装技术和设备、焊接设备、测试与测量
设备、点胶、喷涂设备、电子材料 & 防静
电、其他表面贴装技术、工业机器人、运
动控制设备、机器视觉及传感技术、传动
/ 气动设备 & 配件、自动化配套设备 / 配件、
系统集成、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控制软
件	

电话： 021-22317010
传真： 021-22317181
邮箱： Julia.gu@reedexpo.com.cn
网址： www.nepconchina.com

2021 第 19 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上海市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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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汽车行业分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360000 ㎡
内容： 汽车整车、新能源汽车及配件、汽车设

计及新概念产品、汽车零部件、组件、车
身附件、电子及汽车各种系统、汽车用品、
润滑油及养护用品、汽保汽修及检测设备、
汽车制造装备技术、材料及模具、汽车智
能化技术及产品、“互联网 +”汽车相关
产品及服务、各类汽车书籍、报刊、汽车
金融服务等

电话： 021-62792828/63867534
传真： 021-65455124
邮箱： autoshanghai@siec-ccpit.com
网址： www.autoshanghai.org

2021 华东中小企业外贸工厂展暨自有品牌
商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3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东中小企业工厂组委会
承办： 上海励贸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35000 ㎡
内容： 家用百货专区：各类日用类 ( 清洁用品、

洗浴用具、护理用具、一般家庭用品 )、
厨房家电、陶瓷、器皿及餐厨用品、烹饪
及烘焙炊具、厨房工具及配件、餐桌用品
及装饰品等；电子消费品专区：含各类
家用电器、电子及信息产品 ( 音像视听产
品、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软件、网络设备、
通讯产品、商务自动化设备、电子安全设备、
电子电工产品 ) 等；综合食品专区：水产品、
有机食品、休闲食品、膨化食品、肉脯食品、
粮油副食、酒水饮料等；装饰礼品专区：
各类礼品、工艺品、装饰品、编织品、各
类箱包手袋等；家用纺织品专区：床上用品、
居室用纺织品、卫浴用纺织品、餐厨用纺
织品、纺织原料面料、纱线、抽纱品等；

服装服饰专区：服装成衣、服装面料、时
装饰品、成衣配件等

电话： 021-34680129
邮箱： 1621984726@qq.com

2021 第 8 届中国上海私人健康管理展览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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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健康
面积： 15000 ㎡
内容： 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机构、医院、诊所、

体检中心、康复及疗养中心、医美整形、
干细胞存储与治疗、抗衰老、中医治疗 /
养生保健、中医院馆、医疗保险、健康教育、
健康督导和导医陪诊等；跨境医疗：医疗
旅游公司、海外转诊、国外医疗机构及综
合性医院、国外专科医院、诊所、精密体检、
医美抗衰、辅助生育服务、海外整形美容
医院、月子会所、远程会诊等；康复及疗
养中心、跨境医保、旅游局、旅行社、航空、
酒店及高端度假村、保健会所等

电话： 021-64605459、18930600275
传真： 021-33275622
邮箱： shszexpo@163.com		
网址： www.phm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快递物流博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上海市仓储与配送

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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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快递服务公司、快递加盟、航空货运服

务、铁路货运服务、港航货运服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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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服务、多式联运服务、物流园区、物
流仓库、物流地产、物流库房建设与规划；
货车、卡车、牵引车、挂车、电动物流车、
快递专用车、冷藏车、保温车、生鲜运输车、
新能源车、无人驾驶车；电商包装新材料：
纸制品包装、塑料包装、彩盒包装、铝箔膜、
铝箔袋、容器、轻量化材质、可降解材料、
功能性薄膜、保鲜、无菌、纳米包装材
料、纤维制品、绿色环保材料、封箱塑胶
带、封箱纸胶带、封箱胶等；智能包装设
备：电商包装机、打包机、封口机、智能
标识标签打印机、封箱机、纸箱自动成型机、
折纸机、捆扎机、热收缩包装机、封切机、
智能后道包装系统等

电话： 021-37668966、021-57617459
传真： 021-51861068
网址： www.shesye.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国际焙烤展览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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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北京贝克瑞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30000 ㎡
内容： 烘焙原料与成品、粮油产品、烘焙添加剂、

保鲜剂、烘焙馅料、蛋糕装饰物、烘焙成品、
其他烘焙原辅料、烘焙设备、烘焙生产设备、
烘焙器具模具、烤箱及烘烤熟制设备、展
示柜、储藏与冷藏柜、餐饮设备、烘焙相
关实验室与检测设备、烘焙生产、烘焙工
艺与研发技术、OEM/ODM、代工、月饼
及月饼生产、糕点及糕点生产、饼干及饼
干生产线、伴手礼及伴手礼生产、糖果及
糖果生产、休闲食品及休闲食品生产、烘
焙产品包装解决方案、烘焙产品包装材料、
烘焙包装设备及工具、烘焙包装设计、咖
啡、饮品、轻食、咖啡原料、成品与咖啡机、
饮品与果汁机、茶饮与茶具、冰淇淋原料、
成品与设备等

电话： 010-63430880、63430990
传真： 010-63430660
邮箱： info@bakerychina.com
网址： www.bakerychina.com

2021 上海国际泡沫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28—2021/04/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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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面积： 6500 ㎡
内容： 泡沫生产原料、助剂等；泡沫生产设备、

辅助设备等；泡沫材料、制品等
电话： 010-58677998
邮箱： info@interfoam.cn
网址： www.interfoam.cn

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 中国国际电动车
及零配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5/05—2021/05/0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全国自行车工业信息中心
承办： 上海协升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创意产业中

心、昆山创意设计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50000 ㎡
内容： 自行车及零部件、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

童车及零部件、滑板车、平衡车及零部件、
相关设备、工艺、材料及相关出版物、骑
行装备、户外运动用品、户外休闲用品、
摩托车及零部件等

电话： 021-32513000
传真： 021-32513220
邮箱： tao.long@e-chinacycle.com
网址： www.e-chinacycle.com

2021 上海国际烘焙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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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5/06—202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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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餐饮烹

饪行业协会、上海连锁经营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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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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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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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烤产品与制成品；食品馅料炒
锅、夹层锅；( 馅料 ) 自动计量包装机械；
饼干生产设备、原辅料及包装等；月饼包装、
馅料、模具及生产设备；展示柜、储藏与
冷藏柜、店面装饰；面粉改良剂、面包改
良剂、蛋糕改良剂、方便面改良剂、保鲜
剂、酵母、香料、香精、色素、甜味剂等
相关食品添加剂；食品 ( 月饼、饼干、冷食、
面食、巧克力等 ) 包装机械等

电话： 15618977632
邮箱： 1766414942@qq.com
网址： www.chinabakery-expo.com

2021 第 31 届中国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
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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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面积： 90000 ㎡
内容： 建筑和建筑加工玻璃制品：浮法、压延、

压花和槽型玻璃、超白和本体着色玻璃、
钢化玻璃、夹层玻璃、幕墙玻璃、安全玻
璃、防火玻璃、镀膜玻璃等；建筑装饰玻

璃：彩印玻璃、釉面玻璃、彩绘玻璃、制
镜玻璃、玻璃砖、玻璃瓦、玻璃马赛克等；
节能玻璃门窗和配件：各种玻璃和表面改
性玻璃组合的中空玻璃、真空玻璃、各种
门窗型材和配件及节能玻璃门窗部件；工
业玻璃：安全玻璃、防霜玻璃、仪器、仪
表玻璃、信号玻璃、玻璃管等；器皿玻璃：
餐具、炊具、日用器皿、工艺器皿等；瓶
罐玻璃：罐头、饮料、酒、化妆品等包装
用玻璃等

电话： 010-57811258、57811259
传真： 010-57811260
邮箱： ccscg@chinaglass-expo.com
网址： www.chinaglass-expo.com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应急管

理厅 ( 局 )、上海市贸促会
承办： 华茂国际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52000 ㎡
内容： 应急防灾减灾展区、应急救援装备展区、

安全防护产品展区、应急产业服务展区、
应急科普体验展区和长三角应急管理成果
展区等

电话： 021-53060228
网址： www.edrr-expo.com

亚洲精酿啤酒会议暨展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纽伦堡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北京喜啤

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轻工机械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原料、生产技术与设备、啤酒生产厂、技

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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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60361238
邮箱： vivi.tan@nm-china.com.cn
网址： www.cbcechina.com

亚洲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纽伦堡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
承办： 纽伦堡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10000 ㎡
内容： 有机食品、有机饮料、有机生产资料等
电话： 021-60361214
传真： 021-52284011
邮箱： ethan.shi@nm-china.com.cn
网址： www.biofachchina.com

2021 中国美容博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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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 ㎡
内容： 化妆品展：护肤品、彩妆、面膜、香水、

微商名品、男士护理、孕婴童护理、化
妆用具、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美妆供
应链展：各类包装包材、机械加工设备、
OEM/ODM 解决方案、原料及配方、材
料；专业美容展：专业美容院护肤品和仪
器、医学美容及抗衰老产品、美甲美睫纹绣、
美发用品及工具等

电话： 021-23263723
邮箱： sales@chinabeautyexpo.com
网址： www.cbebaiwen.com

2021 全国药品交易会 /2021 国际健康营
养博览会 /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 春季 ) 博览
会 /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 春
季 ) 博览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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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2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药品：化学药、生物制药、中成药、民族药、

OTC 药品；中药材：原药材、中药材养殖
种植基地；中药饮片：大宗饮片、传统饮片、
精致包装饮片、小包装饮片、直接口服固
体饮片、破壁饮片、中药配方颗粒、新型
中药饮片、花草茶、中药材加工机械、饮
片加工及包装设备；艾灸及艾产品：艾灸
类、中医养生馆、足浴足疗药浴产品、中
医药美容、中式药油 / 药膏、药膳、养生
酒、养生茶；中医诊疗设备：中医诊疗设备、
中医器械、中药设备；生物技术：基因检测、
诊断试剂、医药研发、合同定制、生物制药、
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互联网 + 医药：医
药 B2B、B2C、O2O 等电商平台、健康
管理平台、智能药柜、医药 / 医疗智能服务、
医药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医药物流技术
与设备：运输配送、仓储搬运、冷链服务、
智能设备；医用耗材与医疗器械：医用耗材、
医疗器械、消杀产品、成人用品；智慧营销：
医学服务、数字营销、专项技术、品牌提示、
培训咨询、市场调研、品牌设计；公共卫
生防护：防疫产品、原辅料、设备、综合
等

电话： 010-84556515
邮箱： shuang.liu@reedsinopharm.com
网址： www.pharmchina.com.cn

2021 第 9 届亚洲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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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协会
承办： 上海安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5000 ㎡
内容： 精细及专用化学品：医药中间体、农药中

间体、染料中间体、电子化学品、水处理
化学品、油田化学品、日用化学品、造纸
化学品、纺织化学品、生物化工、定制化
学品；催化剂、橡塑加工助剂、试剂、食
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化工新材料：有机氟
材料、有机硅材料、工程塑料、功能高
分子材料、纳米材料、膜材料、特种纤
维、精细陶瓷材料、感光材料等；化工设
备及装备：粉碎设备、干燥设备、精馏设
备、密封设备及配件、控制分析及检测仪器、
节能环保设备、化工包装与储运等

电话： 021-54321886
邮箱： 1973836287@qq.com
网址： www.hgzexpo.com

2021 国际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展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承办： 上海怡涵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10000 ㎡
内容：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硬脂酸、十二烷基

苯磺酸钠、季铵化物、工业乙氧基化脂肪
胺、工业三聚磷酸钠、乙氧基化烷基硫；
酸钠、层状结晶二硅酸钠、工业烷烃磺酸
盐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脂肪酸甘油酯、
脂肪酸山梨坦 ( 司盘 )、聚山梨酯 ( 吐温 )、
茶皂素等；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卵磷
脂、氨基酸型、甜菜碱型、洗涤剂、防水
剂等；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脂肪酸甲
酯乙氧基化物 (FMEE)、脂肪酸甲酯磺酸
盐 (MES)、烷基多糖苷 (APG)、单乙醇
酰胺琥珀酸酯；环氧乙烷及衍生精细化工
企业形象展区；烷基苯 (AB)、环氧乙烷

(EO)、环氧丙烷 (PO)、壬基酚 (NP)、辛
基酚 (OP)、乙二醇 (EG)、乙醇胺、聚乙
二醇 (PEG)、乙撑胺 (EA)、脂肪酸、脂
肪醇、脂肪胺、脂肪酸甲酯；洗涤剂：聚醚、
三聚磷酸钠、六偏硅酸钠、碳酸钠、硫酸钠、
增白剂、酶化剂、漂白剂、柔软剂、平滑剂、
氧化剂、吸附剂、洗化原料及其中间体；
个人及家居护理用品：肥 ( 香 ) 皂、洗衣
粉、液体洗涤剂、沐浴露、洗手液、洗洁精、
清洁剂、工业、商业、民用洗涤设备；分
析检测仪器、质量控制、日化产品包装技
术、材料及机械设备；其他复配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及各类表面活性剂、洗涤剂研究成
果、专利技术等

电话： 021-33793223
邮箱： yihanexpo@vip.sina.com
网址： www.iesd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油田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石油工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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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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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4388602
邮箱： 18817208969@139.com
网址： www.ythxp.com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造纸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造纸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国际造纸展览会组委会
行业： 化工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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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0000 ㎡
内容： 造纸化学品、制浆造纸机械设备、零部件、

辅助器材、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各类
商品纸浆、纸及纸板等

电话： 021-67641180
传真： 021-51862460
邮箱： 2573929581@qq.com
网址： www.pa-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材料分析测试仪器与实验室
设备展览会暨 2021 中国上海国际科学仪
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博寒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承办： 博寒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仪表仪器
面积： 20000 ㎡
内容： 材料检测和测试仪器、样品制备和材料加

工的实验设备、实验室设备、光学仪器设备、
测量 / 计量仪器、化学分析仪器、化学试
剂和标准物质、耗材等

电话： 021-56450633
传真： 021-51862729
邮箱： bohanexpo@126.com
网址： www.am-expo.cn

2021 上海国际日化原料包装机械设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亨劢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上海怡涵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日化品：肥 ( 香 ) 皂、牙膏、洗衣粉、洗衣片、

洗衣液、洗手液、洗发液、沐浴露、洗洁精、
清洁剂、蚊香、除臭剂、厕泡泡与其他日
化产品等；原材料、配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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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化原料
等相关产业厂商及产品等；包装材料技术：
化妆品、日化品、洗涤护理用品包装技术、
复合塑料包装、软包装、三边封袋、自立
袋、真空包装、容器等；包装生产设备：
包装机械、灌装机械、贴标机械、打码机、
喷码机、香皂机械、牙膏机械、封口机械、
印刷机械、仪器仪表及分析检测仪器等

电话： 021-54155272
邮箱： 295662837@qq.com
网址： www.rhyl-expo.com

2021 第 20 届上海公共安全产品国际博览
会
时间： 2021/05/17—2021/05/1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承办：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25000 ㎡
内容： 智能安防、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交通、

无人系统、民用安防等
电话： 021-54732805
传真： 021-54732808
网址： securityexpo.cn

2021 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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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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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5794294
传真： 010-65881004



上海市

· 2 3 6 ·

邮箱： wanda@sialchina.cn
网址： www.sialchina.cn

2021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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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联 ( 北京 )

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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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7182490、87183074
邮箱： info@sportshow.com.cn
网址： cn.sportshow.com.cn

2021 第 7 届上海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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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
内容： 中国名酒展区：白酒、黄酒、国产葡萄酒、

保健酒、酒庄酒等；国际名酒展区：葡萄酒、
啤酒、鸡尾酒、果露酒、白兰地、威士忌、
伏特加、朗姆酒、杜松子酒、清酒、龙舌
兰等；食品饮料展区：进口食品、烘焙食品、
休闲食品及甜食、生鲜食品、食用油及橄
榄油、果蔬、罐头、天然及保健食品、时
尚饮品、高端瓶装水、乳及乳制品、冰淇
淋及冷饮、咖啡与茶等；餐饮与连锁加盟
展区：餐饮工业与餐饮食材、酒店与餐饮
连锁加盟、餐饮新零售与数字管理等；食
品与酒类机械类专区：啤酒饮料制造技术

与设备、食品机械及包装技术、乳品冰淇
淋机械与技术等等；酒类与食品配套及服
务展区：教育及培训、酒类投资机构、电
商平台服务商、批发零售及渠道服务商等

电话： 021-64396190、50131760
传真： 021-50131761
邮箱： info@goldenexpo.com.cn
网址： www.sfdfchina.com/cn

上海国际耐火材料及工业陶瓷展览会 / 第
20 届中国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9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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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米兰 ( 上海 ) 展览公司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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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合成材料粉体及粉体
工程技术与设备钢铁、有色工业用耐火 /
陶瓷材料新产品玻璃、水泥、化工工业用
耐火 / 陶瓷材料新产品超高温技术与制品
等

电话： 010-84079258
传真： 010-84079258
邮箱： 825468604(at)qq.com

第 17 届上海国际卷材与模切展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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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00 ㎡
内容： 背光 / 显示用膜、显示屏用膜、功能薄膜

( 产业用 ) 等
电话： 021-3351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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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1-33518239
邮箱： apfeai@163.com
网址： www.apfechina.comcoiling/index.

asp

2021 第 26 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厨房、卫
浴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环球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环球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0 ㎡
内容： 厨房浴室成套家具、设备及其配套用品：

脱排油烟机、灶具、微波炉、热水器、厨
房电器、餐具、消毒碗柜、清洁用品和食
品加工器械等；各类龙头、洁具、淋浴房、
整体浴室、电脑蒸汽房、桑拿、冲浪、按摩、
日光浴室、泳池、康体休闲、镜及卫浴五
金配件等；采暖换热设备类：换热器、散
热器、暖气片、地暖、热电采暖系统、热
能回收、循坏利用技术与装置、暖风机、
电暖器、保温隔热材料等；锅炉、家庭锅
炉 ( 燃油、燃气、燃电 )、特种锅炉、中
央热水器、家用热水器、燃烧机、点火器、
节能配套产品等

电话： 021-32224777
传真： 021-32224770
邮箱： info@wes-expo.com.cn
网址： www.wes-expo.com.cn

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优质铸件、铸造设备、铸件质量检测设备、

铸造材料、铸造用模具、铸造用工装、夹具、
自动化配套及周边设备、环保设备、清洁
生产及废物处理、安全操作与环境、铸造

技术、计算机应用、铸造专用机器人等 ,
同时辐射机床、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
农机、通用机械、内燃机、轨道交通等上
下游行业

电话： 010-68418899-630
邮箱： wangchuang@foundry.com.cn

2021 第 13 届上海国际水展
时间： 2021/06/02—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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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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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3231355
传真： 021-33231366
邮箱： info@aquatechchina.com
网址： www.aquatechchina.com

2021 第 5 届上海国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展览会
时间： 2021/06/02—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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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上海中壹展览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展区：管廊通讯丶工业

交换机丶管廊智能物联网丶地下综合管廊
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综合管廊规划、设
计、施工、运维等全生命周期内产品与技
术、城市地下管廊非开挖施工及勘探技术
设备、地下空间信、息技术与产品、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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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及支撑架、管廊紧固件丶数字地下管
廊监控仪器、传感检测设备、防火、防爆、
防腐材料及新技术、管廊消防监控技术与
设备、PPP 服务；城市地下管线、管廊工
程设计、规划及施工、工程管理、工程咨
询；地下空间施工技术及设备地下管线展
区、非开挖及管道修复展区、地下工程经
典工程展示、地下工程投资、建设、PPP、
规划、测绘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运
营等单位等

电话： 021-56920866
邮箱： sk5@skzl.net

2021 上海国际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废气治理
展览会 ( 上海国际固 • 废气展 )
时间： 2021/06/02—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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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联合会、

浙江省环保装备行业协会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2000 ㎡
内容： 废气处理、固废 / 污泥、除尘 & 脱硫脱硝、

环境监测等
电话： 021-33231380
邮箱： sales@ecotechwaste.com.cn
网址： www.ecotechwaste.com.cn

2021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时间： 2021/06/02—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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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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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3231300
网址： www.ecotechair.com.cn

2021 国际储能和氢能及燃料电池工程技术
大会暨展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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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
内容： 制氢设备技术与氢气供应、氢气储运及

相关设备、燃料电池关键部件及供应技
术、燃料电池系统及成果应用、储能电站、
EPC 工程；储能技术、设备及材料、新能
源汽车 ( 乘用车 / 商用车 )、充电设施、其
它等

电话： 021-33683167/825
邮箱： info@iesh.org.cn
网址： esh.snec.org.cn

第 15 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 ( 上海 )
展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亚洲光伏产业协会 (APVIA)、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 (CRES)、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CREIA)、上海市
经济团体联合会 (SFEO)、上海科学技术
交流中心 (SSTEC)、上海新能源行业协会
(SNEIA)

承办： 上海伏勒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讯态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索拉云展览服务
有 限 公 司、Follow	Me	 Int’l	 Exhibi-
tion	(USA)、	Inc.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70000 ㎡
内容： 硅棒硅块硅锭生产设备：全套生产线、铸

锭炉、坩埚、生长炉、其他相关设备硅片
晶圆生产设备：全套生产线、切割设备、
清洗设备、检测设备、其他相关设备；电
池生产设备：全套生产线、蚀刻设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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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设备、扩散炉、覆膜设备 / 沉积炉、丝
网印刷机、其他炉设备、测试仪和分选
机、其他相关设备；电池板 / 组件生产设
备：全套生产线、测试设备、玻璃清洗设备、
结线 / 焊接设备、层压设备等薄膜电池板
生产设备：非晶硅电池、铜铟镓二硒电池
CIS/CIGS、镉碲薄膜电池 CdTe、染料
敏化等

电话： 021-33685117888
邮箱： info@snec.org.cn
网址： pv.snec.org.cn/?locale=zh-CN

2021 设计上海
时间： 2021/06/03—2021/06/0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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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3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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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4330997
邮箱： bookings@designshanghai.com
网址： www.designshanghai.cn

2021 上海国际农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07—202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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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行业分

会、中国国际商会供销合作行业商会、北
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美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上海精合会
展咨询中心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20000 ㎡
内容： 各地区展团、农业示范区；特色农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食品 / 国
家地理标识产品、地方特产、食材、风味

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畜牧产品、肉类、
水产、蜂产品、豆制品、菌类、腌酱类及
电商等；果蔬：各种水果、蔬菜及果蔬制
品；粮油：大米及米制品、杂粮、食用油、
面粉制品等；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
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及再加工茶与
相关茶产品；其他：农资 / 农机 / 农业设施、
食品加工设备、包装技术、冻干设备等

电话： 021-56785388
邮箱： 251469509@qq.com
网址： www.cagfair.com

2021 第 115 届中国文化用品商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6/08—202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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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高百赢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50000 ㎡
内容： 办公用品、学生用品、教学用品、学校用品、

办公用品、电脑及 IT 数码产品、办公耗
材等

电话： 021-51695068
邮箱： fbzl123@126.com
网址： www.cstfair.com

2021 第 16 届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
博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4500 ㎡
内容： 养老机构及管理咨询公司、家政服务、社

区日间照料服务、养老信息化服务、养老
金融服务、老年助餐、助浴服务、养老服
务业人才培训、老年文娱产品及服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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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老年心理咨询等
电话： 021-62957553
传真： 021-62780038
邮箱： mazhiwen@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china-aid.com

2021 第 21 届中国国际润滑油品及应用技
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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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会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18000 ㎡
内容： 车用润滑油脂及汽车化学养护品：发动

机油、防冻液、制动液、冷却液、刹车油、
抗磨剂、清洁剂、润滑脂、燃油添加剂等
相关汽车相关化学养护品；工业润滑油
脂：液压油、齿轮油、压缩机油、真空泵油、
传导油、电器用油、橡胶专用油、食品级
油与化妆用白油、金属调质剂、设备用油
脂等；金属加工与防锈材料：切削液、淬
火油、压铸油、脱模油、防锈材料等；生
产原料：各类基础油、润滑油添加剂等；
润滑系统与装备：润滑系统设计、开发、
维护及相关环保处理配套装备等；相关生
产设备与分析仪器：润滑油品的生产相关
设备与实验分析仪器等

电话： 021-62953731
传真： 021-62780038
邮箱： liujun@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interlubric.com

2021 第 12 届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博览会
时间： 2021/06/10—2021/06/1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 315 诚信品牌企业联盟食品安全诚信

工作委员会、全国食文化联盟
承办： 上海展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肉类食材：冷冻 / 冰鲜肉、肉卷、肉丸、火腿、

香肠、调理食品及即食产品等；水产海
鲜：海鲜冻品、干品、活品、水产调理食
品及深加工制品等；禽类食品：速冻家禽、
分割禽、禽肉调理食品、禽肉深加工食
品、蛋品等；蔬菜菌菜：速冻蔬菜、调理菜、
酱菜、泡菜、蔬菜制品及各种食用菌菜等；
速食食品：速食米饭、速食汤、速食快餐、
方便粥、调理包等速食食品；其他食材：
酒水饮料、豆制品、乳制品、杂粮和面制品、
山珍野味及各种新型有机食材；配餐调料：
食用油、味精、鸡精、酱油、食醋、调味酱、
烧烤制品、汤料、火锅调料等；相关设备：
食材加工设备、灭菌设备、包装设备、速
冻设备、仓储及冷链物流设备等

电话： 021-68405229、17765110324
邮箱： sales@kilnexpo.com
网址： www.gcfbe.com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
览会
时间： 2021/06/12—202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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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
团公司、欧洲纺织机械协会

承办：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70000 ㎡
内容： 纺纱机械及相关专件器材和仪器仪表类；

化纤机械、非织造布机械及其专件器材；
织造机械、织造准备机械及相关专件器材
等

电话： 010-58220599
邮箱： dingwensheng@ctma.net
网址： www.citme.com.cn

2021 第 25 届北京 - 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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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6/16—202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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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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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92000 ㎡
内容： 电弧焊设备及各种弧焊电源、电阻焊设

备、电子束焊接设备、激光焊接设备、等
离子焊接设备、摩擦焊设备、电渣焊设备、
钎焊设备、堆焊设备、热喷涂设备及辅具、
切割设备及辅具、各种焊接材料、各种焊
接辅机具、各种焊接机器人系统、各种焊
接 CAD/CAM 软件、各种焊接检测设备
及耗材、各种焊接工艺所需的劳动保护用
具及环保设备、各种焊接及切割用气体等

电话： 010-63983928、63972304
传真： 010-63980554
邮箱： hongy@cmes.org
网址： www.beijing-essen-welding.com

2021 第 7 届亚洲生鲜配送展
时间： 2021/06/16—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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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联冷

链委
承办： 慕尼黑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80000 ㎡
内容： 冷链物流服务、冷链运输装备、冷库建设

及仓储自动化、生鲜加工及包装、生鲜配
送新科技、餐饮工业化、智慧零售设备及
解决方案

电话： 021-20205500
传真： 021-20205666
邮箱： fla@mm-sh.com
网址： www.fl-a.cn

2021 上海国际大型工业风扇展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
主办： 上海壹威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壹威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大型工业吊扇、大型工业风扇、工业排风扇、

工业电风扇、换气扇、强力风扇、蒸发式
冷风扇、涡轮扇；负压风机、玻璃钢负压
风机、工业空调与工业冷风机、移动冷风机、
湿帘冷风机、涡轮风机、离心风机、轴流
风机、排风机、蒸发式冷气机、屋顶风机；
环保降温空调、节能环保空调、移动式环
保空调、移动空调、水冷空调；厂房通风
降温设备、车间通风降温设备、工业除湿
与加湿、降温水帘通风管道、冷却水塔、
蒸发器、冷凝器、环保节能机组、制冷机组、
通风管道等

电话： 021-66126799
传真： 021-51861157
邮箱： qjexpo@163.com
网址： www.fsgyexpo.com

2021 中国上海国际信息通信及 5G 技术展
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展览馆
主办： 中国通信工程协会、中国电子产业协会
承办： 上海励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20000 ㎡
内容： 基础运营与服务 / 增值业务服务：电信运

营商、虚拟运营、宽带接入、卫星通信、
量子通信、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多方通
信服务、其他；系统集成及综合解决方
案：业务支撑 / 网络管理与优化、网络运
维、SDN/NFV、企业办公解决方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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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方案及其他；网络基础设施制造：
光通信设备、移动通信设备、卫星通信设备、
量子通信设备、测试设备与服务、辅助设
备与其他；芯片及元器件：芯片、元器件、
传感器、模组 / 模块；云服务提供商：云
计算、云存储、云安全、云数据库、云管理、
大数据；物联网与智慧社会：物联网芯片
/ 模组 / 传感器、物联网平台及解决方案、
物联网应用及案例 ( 智慧城市、智慧教育、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
节能与环保、其他物联网应用 )、电子商
务；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区块链、信息
安全；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芯片 / 传
感器、工业大数据分析及解决方案、工业
软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机器人及其
他；APP 及软件开发 / 互联网 ( 信息 ) 服
务提供商：电子商务、网络社交、网络游戏、
网络视频、共享出行、互联网金融、综合
门户、其他；智能终端及配件：AR/VR/
MR 设备、手机 / 笔记本 / 电脑 / 智能手环、
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视听设备、行
业终端等

电话： 021-59781615
邮箱： 753393530@qq.com
网址： www.ictechina.com

2021 第 3 届上海国际物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6/23—2021/06/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物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物携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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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智能化、社区
与商业场所娱乐设施、节能解决方案、科
技物业、物业相关配套服务等

电话： 021-68812565

邮箱： David@chpmexpo.com
网址： www.chpm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餐饮设备及食品饮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6/23—2021/06/25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展览馆
主办： 全国食文化联盟	、日用品行业协会酒店用

品专业委员会、中国 315 诚信品牌企业联
盟食品安全诚信工作委员会、全国水产冻
品联盟、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葡萄
与葡萄酒产业分会

承办： 上海展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6000 ㎡
内容： 糖果、巧克力、乳制品、面包糕点、果

汁、软饮料、罐装食品、休闲食品、冷藏
食品、调味品及果酱、风干食品、冷冻食品、
水果、蔬菜、绿色食品、冰淇淋、添加剂、
橄榄油、意大利面制品、专用标签产品；
鱼、蟹、贝壳、龙虾、三文鱼、牛肉、羊
肉、猪肉、家禽、清真肉、内脏制品、加
工肉制品、加工海洋制品；茶、糖浆、白
咖啡、速溶咖啡、咖啡豆、咖啡机、烘豆
机；低温发酵啤酒、麦酒、黑啤酒、小麦
啤酒、手工啤酒；食品餐饮设备、比萨饼
设备、餐具及配件、展示及储藏、冷冻 /
冷藏设备、包装材料、咖啡及饮料服务设备、
面包糕点及糖果制成品、面包及糖果设备、
配料 / 防腐剂 / 香精等

电话： 021-68405229
网址： www.wohcce.com

2021 一带一路名品展 • 上海
时间： 2021/06/25—2021/06/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中

国国际商会上海商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上海世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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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协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0000 ㎡
内容： 食品饮料、生活时尚、旅游文化、运动养生、

招商引资等
电话： 021-62792828
传真： 021-65455124
邮箱： organizers@siec-ccpit.com
网址： www.brbexpo.com

2021 第 8 届 ( 上海 ) 国际空气净化及新风
除尘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6/27—202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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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建设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承办： 环润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5000 ㎡
内容： 空气净化器及产业链产品：家用 / 商用 /

医用空气净化器、空气消毒机、制氧机、
空气净化滤材、滤网、滤纸、风机、电机、
控制器、负离子发生器、传感器、模具开发、
产品设计公司；新风系统：全热交换 / 单
双向流新风机组、新风净化机、风机 / 风
口 / 管道、空气幕、控制系统、通风设备
及配件等；净化产品：空气净化器、风管
净化装置、油烟净化设备、光触媒、清除剂、
竹炭、抗菌消毒产品等；烟气治理：焊烟
净化器、除尘器、油雾净化器、废气净化
设备、生产车间异味控制及汽车尾气治
理；相关配套：初 / 中 / 高 / 超高效过滤器、
静电 / 活性炭 / 化学过滤器、电机、控制
器、负离子发生器等；洁净技术：洁净空
调、制冷空调机组、洁净室净化 / 杀菌设
备、洁净室用品、空调清洗技术设备等；
检测仪器：PM2.5、甲醛、温湿度、采样
器、粒子计数器、苯、TVOC、粉尘等检
测仪、检测耗材；重力除尘器、惯性除尘
器、旋风除尘器、多管旋风除尘器、旋风

水膜除尘器、喷淋除尘器、自激喷雾除尘
器、填料塔除尘器、冲击式除尘袋式除尘器、
颗粒层除尘器、空气过滤器、干式电除尘
器、湿式电除尘器、防爆除尘器、脱硫除
尘器、脱硝装置、烧结板除尘器、化学除
尘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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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设备、
尾气吸收设备、酸雾净化塔、活性炭吸附
箱等

电话： 021-64199232
邮箱： 2642976200@qq.com
网址： www.xfxtccsb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智慧城市安防暨网络安全博
览会
时间： 2021/06/27—2021/06/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防火墙、UTM、安全网关、下一代防火墙、

入侵检测与防御等
电话： 021-62277415

2021 中国国际智慧无线传输及覆盖技术应
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6/27—2021/06/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安全防

范技术协会、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与技术创
新联盟、深圳市智慧安防商会

承办： 上海茂铭展览服务中心、景琛展览服务 ( 上
海 ) 有限公司、国皓会展 ( 上海 ) 有限公
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无线通讯设备、无线网络视频服务器、无

线网络覆盖、无线网络高速球、5G 无线
视频传输设备等

电话： 021-66030613
邮箱： maomingexpo@sina.com
网址： www.cia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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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底盘系统与制造工
程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6/27—2021/06/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中欧汽车

材料委员会、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
盟、中欧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联合会、英
佛会展 ( 上海 ) 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亿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英佛会议展
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内容： 底盘零部件机加线集成、机床设备、刀具、

润滑系统、软件、清洗设备、表面处理及
抛光、去毛刺技术等；底盘零部件焊接集
成、弧焊、电阻焊、搅拌摩擦焊、激光焊接、
塑料焊接设备及材料、粘接工艺设备和材
料、焊接材料等；底盘零部件冲压线体集成、
冲裁、冲孔、弯曲、成形、拉伸技术与设备；
底盘零部件涂装线体集成、涂装设备、涂
装环保、防腐蚀技术、涂料、涂层等技术
与设备；底盘零部件压铸线体集成、压铸机、
工业炉、压铸模具等

电话： 021-66013219
邮箱： gtzlyyexpo@vip.163.com
网址： www.ciace-expo.com

2021 第 5 届西瓦国际木业展 ( 上海 )
时间： 2021/06/28—2021/06/3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
主办： 上海木材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帕布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2000 ㎡
内容： 北美材 ( 红橡、白橡、黑胡桃、樱桃木、白蜡、

黄杨、赤杨、硬枫、核桃木、水曲柳等 )、
欧洲材 ( 毛边榉、齐边榉、欧洲桦木、冷
杉、花旗松等 )、东南亚材 ( 海棠木、柳

桉、甘巴豆、菠萝格、橡胶木、柚木等 )、
俄罗斯材 ( 樟子松、水曲柳、桦木、榆木
等 )、加拿大材 ( 云杉、铁杉、松木等 )、
南美材 ( 孪叶苏木、重蚁木、龙凤檀、乌
拉圭玫瑰木、红檀香等 )、非洲材 ( 奥古曼、
大斑马、血檀、小叶紫檀、沙比利、鸡
翅木等 )、新澳材、巴新材、实木多层板、
细木工板、层积材 (LVL)；加工类：集成
材、锯材、防腐木、碳化木、木线条、木作、
木皮；木制品：木结构、楼梯等

电话： 021-60517079
传真： 021-52389736
邮箱： SHANGHAI@SYLVAWOODEXPO.

COM
网址： www.sylvawoodexpo.com

第 21 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6/29—2021/07/0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上海市分会
承办：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模具和机床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xiaoxiao@siec-ccpit.com
网址： www.dmcexpo.com

2021 国际显示技术及应用创新展
时间： 2021/06/30—2021/07/0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
承办： 上海励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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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柔性显示、激光显示、全息显示、VR/
AR、3D 显示、喷墨打印技术、量子点技术、
MiniLED、MicroLED、显示材料及装
备等；触控显示模组、触控制造材料及设备、
触控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等；商业显示应
用、车载显示应用、家庭显示应用、教育
显示应用、娱乐显示应用、医疗显示应用
等；发光层材料、传输层材料、ITO 靶材、
偏光片、光学薄膜、玻璃基板、背光模组、
彩色滤光片、导电银胶、特殊液体、封装
材料等；清洗设备、PECVD 机、溅射镀
膜机、涂胶机、曝光设备、显像设备、蚀
刻机、检测设备、灌注封装设备、OLB 设
备、偏光片贴附设备等；驱动 IC、电路板、
被动元件、封装工艺、电子设计、组件系
统等

电话： 13564278781	
邮箱： sales@lichengexpo.com		
网址： www.dicexpo.com

2021 第 16 届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
及装备与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7/07—2021/07/1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中国机床专用技

术设备公司、汽车工艺装备成套开发集团
承办： 上海恒进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90000 ㎡
内容： 机加工程、部件清洁工程、质量控制与

测试工程、激光工程、车身连接工程 ( 焊
接、铆接、胶接等 )、焊装工程、涂装工程、
冲压工程、工厂洁净环保工程、总装工程、
铝车身及铝部件制造工艺及设备、碳纤维
车身及碳纤维部件制造工艺及设备、设计、
试制、开发及测试、同步工程、三电工程、
物联网、整车开发、材料及轻量化、装配
系统集成、机器人系统集成、新能源工程、
装配技术、传动技术、连接技术、搬放技
术、监控及测试技术、机器视觉、软件及

服务、智能产线物流、动力总成装配、劳
动保护、自动驾驶、机器视觉、AR/VR
设备交互应用技术、未来工厂车间示范工
程、工厂控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3D 打印、
人工智能、云系统等

电话： 021-64681300、64681550
传真： 021-64681300-8001
邮箱： amts@reedhengjin.com
网址： www.shanghaiamts.com

2021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7/07—2021/07/0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内容： 铝及铝合金原材料、铝半成品、半合成

品、如铝型材、板、带、箔、铝塑复合材
料、铸件、特殊应用的铝深加工产品 ( 应
用于建筑、交通、机械、包装、电子行业 )、
原铝加工设备、挤压及轧制设备、检测设备、
辅助材料及其他设备、热处理设备、表面
处理设备、铝深加工设备、环保与节能设
备等

电话： 010-59339387
邮箱： alu@reedexpo.com.cn
网址： www.aluminiumchina.com	

2021 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时间： 2021/07/07—2021/07/1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励展博览集团
承办： 北京励德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2000 ㎡
内容： 轻量化材料、铝、镁、钛合金半成品及成

品、高强度钢半成品及成品、工程塑料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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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及成品、复合材料半成品及成品；轻
量化加工工艺及设备、热、冷成型工艺及
相关设备、连接技术及相关设备、表面处
理技术及相关设备、成型模具及制造技术、
冲压、滚压、液压成型设备、金属切割设备、
铸造工艺、磨具锻压、注塑成型、湿法模
压、RTM、缠绕、真空倒入、喷射、热压
罐；轻量化商用车辆、各类客车、各类货车、
厢式车、罐式车、举升类车、特种结构车、
半挂车专用汽车产品、新能源公交车；轻
量化汽车零部件；轻量化解决方案等

电话： 010-59339387
邮箱： judy.xing@reedexpo.com.cn
网址： www.lightweightasia.com

2021 上海国际别墅配套设施博览会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上海建智展览
有限公司、寰域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承办： 寰域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00000 ㎡
内容： 别墅定制家居：全屋定制、整木家装、实

木定制、整体衣柜、整体橱柜、集成吊顶、
别墅门窗、阳光房、遮阳系统及墙体装饰
硅藻泥、艺术涂料、集成墙面、软包布艺、
装饰玻璃、艺术玻璃等；别墅安防系统：
楼宇自控、智能家居及小区管理、综合布线、
安防门禁、影音视讯、智能遮阳、物联网
等家居智能化产品；别墅舒适系统：私家
电梯、别墅电梯、智能车库、酒窖及冷藏
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水处理系统、中央
采暖、地热、地暖系统、别墅太阳能、光
电节能、清洁设备、空气净化器、中央音
响系统、中央新风系统、除湿系统等；别
墅休闲健身产品：模拟高尔夫、影音娱乐
系统、游艇、房车、健身器材、家用机器人、
私家泳池、桑拿、汗蒸房、SPA、泳池设

备等
电话： 021-51619878		
传真： 021-67670579
邮箱： 18917191768@189.cn
网址： www.bszhan.com

2021 第 13 届上海国际装配式建筑及部品
件展览会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中国贸促会建设

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意大利中意青年会、
意中建筑师协会、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
会、东浩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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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建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 ㎡
内容： 装配式建筑外围护系统：保温装饰一体化、

屋面系统 (建筑防水 )、门窗幕墙、建筑涂料、
新能源节能技术 ( 光伏一体化 )、屋面瓦
等；装配式建筑墙体系统：外墙装饰材料、
外墙功能材料、外墙施工技术、建筑陶瓷、
轻质隔墙、防火隔音材料、声学材料、墙
体辅材及建筑胶；预制混凝土结构系统：
预制混凝土构件、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化
建筑、木结构、预制构件生产设备设施及
部品件；全装修及内装工业化：集成墙面、
轻质隔墙、集成卫浴、集成厨房、集成地暖、
集成吊顶、全屋定制、收纳系统等

电话： 13391058026
邮箱： 657874351@qq.com
网址： www.lvboexpo.com.cn

2021 第 5 届上海国际美缝行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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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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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上海绿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 ㎡
内容： 美缝剂、瓷缝剂、水瓷、填缝剂、美化封

边产品及材料；美缝剂原料及配套产品；
建筑与装饰胶粘剂及密封剂产品；美缝剂
施工工具、美缝剂生产设备等

电话： 4009939689、13391058026
邮箱： 657874351@qq.com
网址： www.shmeifengexpo.com

2021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 ( 上海 ) 博览会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建智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80000 ㎡
内容： 墙体保温、建筑新能源、外墙涂料、外

墙挂板、硅藻泥、防水材料、建筑胶、建
筑陶瓷、门窗幕墙、建筑声学；预制混
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模块化建
筑、配套设备、整体厨卫、紧固件、集成
墙板、屋面瓦、塑木、支吊架、装配式内
装；厨房卫浴、别墅配套、美缝剂、内墙
涂料、木业；金融服务、检测认证、智能
制造及智慧云、建材人力资源、建材物流、
节能减排、建材科技创新；适老化装修设
计、无障碍设施、适老卫浴、适老智能家居、
适老家具、适老家居材料、适老家居定制、
智慧养老等

电话： 021-63362259
传真： 021-63749188
邮箱： 657874351@qq.com
网址： www.expojc.com

2021 中国国际瓦楞展
时间： 2021/07/14—2021/07/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励欣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励欣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20000 ㎡
内容： 纸板加工设备及零配件、瓦楞纸板生产

线、单面瓦楞机、薄刀纵切压痕机、痕切机、
堆码机、接纸机、瓦楞辊、棉织带、针刺带、
纵切刀、横切刀、砂轮、旋转接头、离合
器、刹车器、轻压力轮 ( 太阳轮 )、制胶
机、纠偏系统、蒸汽回收系统、纸箱加工
设备及零配件、制版机、拼版机、打样机、
雕版机、上料机、水性印刷机、凹版印刷
机、柔版印刷机、模切机、裱纸机、钉箱机、
粘箱机、捆扎机、结束机、切纸机、压痕机、
激光刀模切割、喷胶系统、网纹辊、胶垫、
压线轮、均痕器、送纸轮、工业皮带蜂窝
/ 纸浆模塑设备类、蜂窝纸板线、蜂窝纸
芯线、纸护角设备、纸浆糊塑加工设备等

电话： 021-22317108
传真： 021-22317183
邮箱： Alex.wang@reedexpo.com.cn
网址： www.sino-corrugated.com

2021 中国包装容器展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包装联合会、上海励欣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励欣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15000 ㎡
内容： 包装容器：纸包装容器 ( 彩盒、纸袋、纸

罐、纸管、纸杯、纸桶、瓦楞纸箱、纸托、
蜂窝等 )、塑料包装容器 ( 塑料瓶、塑料盒、
塑料箱、塑料桶、塑料杯、塑料软管、无
纺布袋等 )、金属包装容器 (金属盒、金属罐、
金属桶、金属气雾剂等 )、玻璃包装容器 (酒
类用瓶、日用包装玻璃瓶、罐头瓶、医药
用瓶、化学试剂用瓶、玻璃杯等 )、其他
自然材料包装容器；包装材料：纸包装材料、
塑料包装材料、金属包装材料、玻璃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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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其他包装材料；标签、瓶盖、提手、
拉链等；包装服务、包装设计方案、整体
包装解决方案等

电话： 021-22317101
传真： 021-22317183
邮箱： Judie.liu@reedexpo.com.cn
网址： www.china-packcon.com

2021 第 15 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14—2021/07/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UTM 联合贸易媒体、安徽联贸媒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上海安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新能源清障车、扫路车、洒水车、除雪车、

吸污车、垃圾压缩转运车、保洁车等新能
源环卫车：新能能源特种结构车、专用自
卸车、仓储车、电动叉车、纯电动渣土车、
纯电动混凝土运输搅拌车、牵引车、罐式车、
起重举升类车、搅拌车、工程车、高空作
业车等各种形式新能能源市政工程车辆；
新能源应急救援车、消防车、各类军用及
特种车辆、救护车、沙滩车、教练车、执
勤等其他各类新能源特种车辆等

电话： 13381917030、021-36106197
邮箱： evchina@utmglobal.cn

2021 年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
时间： 2021/07/20—2021/07/22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英富曼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中国集装

箱行业协会
承办： 英富曼会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8000 ㎡
内容： 货物 / 运输冷藏、认证 / 检验机构、冷链

存储、冷链管理、集装箱和便携式仓储、
集装箱设计、创新、集装箱设备的供应、

集装箱租赁、集装箱制造、集装箱改造及
运用、集装箱模块房屋、集装箱的油漆和
地板、集装箱液袋、货物装卸设备等

电话： 020-70176798
邮箱： Rob.Fisher@informa.com
网址： www.intermodal-asia.com.cn

2021 上海国际数字标识系统及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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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包装	
面积： 25000 ㎡
内容： 数字告示、数位电子看板、网络广告机、

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高清联网信息发布
系统、嵌入式流媒体播放系统；液晶广告
机、触控一体机、互动式广告载体；面部
识别、视频图像分析处理；多媒体内容 ( 制
作、管理、整合 ) 软件、远程监控等；大
屏幕显示终端、LCD 液晶显示器、LCD
液晶拼接、等离子显示器、LED 显示系
统、裸眼 3D 显示设备、激光显示、虚拟
成像、多屏幕显示、OLED、柔性显示等；
电容式触摸屏、多点触摸屏、红外触摸屏、
表面声波触摸屏、光学触摸屏、触摸一体
机、手写板、触控面板、ITO 导电膜等
触摸屏解决方案等；高清传输、无线传输
系统、VGA 传输器、KVM 延长器、矩阵、
多屏处理及控制系统、边缘融合、液晶支架、
设备安装等

电话： 021-63288899
传真： 021-63749188
邮箱： yiyi5679@163.com
网址： www.apppexpo.com/index/7/CN

2021 第 29 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4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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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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包装	
面积： 2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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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克力板材及成品、标识、
标牌设备及标识标牌、展览展示、POP 及
商用设施、LED 产品等

电话： 021-63288899
传真： 021-63749188
邮箱： mie@chinamie.com
网址： www.apppexpo.com/index/2/CN

2021 第 3 届上海国际文化装备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21—2021/07/24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 上海 )、上海国

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地
承办：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荟展国

际文化设备展览有限公司、上海高科技文
化装备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0000 ㎡
内容： 智能装备：5G、云平台 / 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机械臂、机器人、无人机、仿
真生物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
能会议系统、3D 扫描与打印、智能硬件等；
互动科技 VR/AR/MR、全息、LBEVR、
沉浸式娱乐、多点触控、体验式互动游乐、
3Dmapping、交互设计 / 动态捕捉交互、
音画交互、创意编程、人机交互、动态设
计、数字显示、多媒体沙盘、LED 矩阵屏、
电子竞技等；文旅演艺：舞台机械、LED、
激光显示、灯光装置、舞美特效、音乐工
程、策划设计、舞台设备及系统、演艺集
成等主题娱乐策划设计、运营管理、文旅
工程、游乐设施、室内游乐、计算机系统
和软件、无重力乐园、特种影院、水上游
乐设备、电子游艺机、特种游乐设备、动

感设备等
电话： 021-64676467
网址： www.cdex-china.cn

2021 第 19 届上海国际非织造材料展览会
时间： 2021/07/22—2021/07/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亚洲非织造材料协会
承办： 上海希达科技有限公司、英富曼会展 ( 北

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35000 ㎡
内容： 非织造布、非织造布生产、加工、废物处

理机械等
电话： 021-64641527、54591836
传真： 021-60911033
邮箱： info@cnta.org
网址： www.since-expo.com

2021 第 10 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
饰展览会
时间： 2021/07/22—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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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
内容： 陶瓷餐具、玻璃水晶、五金器皿、锅具、

烹饪用具、烘焙用品、烧烤用品、餐具、
酒具水具、咖啡具、保鲜盒、茶具、保温杯、
酒店用品及饰品等；清洁用品、收纳储藏、
风格家具、浴室用品、箱包皮具、雨伞雨
具、净化除味、保暖防护、健身运动、美
容护理、户外休闲、整体家居等；装饰字画、
香薰蜡烛、流水摆件、花瓶花艺、人造花
卉、时尚钟表、灯饰、相框、镜子、节庆
饰品、首饰盒、雕刻工艺、禅艺、铁艺木艺、
装饰挂毯刺绣、设计师作品等；床上用品、
抱枕靠枕、沙发垫套、椅垫、毛巾、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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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垫、窗帘、乳胶用品、服装与配饰等；
智能家居等

电话： 4006807088
传真： 0755-33331168
邮箱： info@reedhuabo.com
网址： july.reedhuabo.com

2021 第 115 届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
( 百货会 )
时间： 2021/07/22—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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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励展华百展览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180000 ㎡
内容： 锅具、刀具、杯壶水具、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品、卫浴用品、洗化用品、晾晒用品、
手套、收纳用品、户外用品、香薰、一次
性用品、拖鞋、毛巾、地毯 / 地垫、其它
家纺用品、小家电、箱包等

电话： 010-59339075
传真： 021-33275101
邮箱： ting.he@reedhuabai.com
网址： www.reedhuabai.com

2021 第 6 届上海国际亲子博览会
时间： 2021/07/23—202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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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上海比歌弗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培训机构：语言培训机构、艺术培训机

构、运动培训机构、益智培训机构等；创
客教育：机器人教育、少儿编程等；营地
教育、夏令营 ( 冬令营 )、亲子营、亲子
拓展培训等；幼儿园、早教机构、国际学校、
出国游学等；亲子服务：亲子摄影、亲
子 DIY、室内游乐园、儿童游乐中心、儿

童职业体验馆、亲子游泳中心、儿童理发、
主题餐厅、儿童保险、专用金融服务等；
亲子阅读：少年儿童出版商、数字 / 电子
出版商、书店、美术绘画、亲子绘本馆
等；亲子游：各类亲水 / 温泉 / 海滨 / 油轮、
主题乐园、生态体验、科普探索、极限运动、
海外游学等主题的出境亲子游、国内及周
边亲子游、个性化定制、景区景点 / 主题
乐园 / 水上乐园、亲子酒店 / 旅游度假区
等；亲子产品等

电话： 021-56330380
传真： 021-56330380
邮箱： info@parentingfair.com
网址： www.parentingfair.com

IPB 2021 第 19 届上海国际粉体加工 / 散
料输送展览会
时间： 2021/07/28—202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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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纽伦堡会展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粉碎、研磨 ( 气流磨、机械冲击超细磨、

搅拌磨、砂磨机、振动磨、辊磨机、胶体磨、
球磨机、破碎机等 )；混合、均化 ( 混合机、
分散机、捏合机、乳化机、溶解机、均质
机等 )；分离、分级 ( 重力沉降分离、过
滤设备、离心机、筛分机、磁选分离等 )；
成型、造粒；蒸发、干燥；理化合成；其
他制备或加工技术等；粉体输送 ( 胶带输送、
螺旋输送、斗式提升、气力输送、管道输
送等 ) 及配件 ( 阀门、动力与传动装置、泵、
压缩机、风机等 )；粉体称重；定量给料；
倒空；搬运、贮存；包装、填充等；显示
器；过程控制；控制仪表 ( 压力计、流量计、
物位仪等 )；粉体测量等

电话： 021-60361200
传真： 021-52284011
邮箱： ipb@nm-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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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ipbexpo.com

2021 上海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
时间： 7 月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摄影

家协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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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验室和
彩扩机系统、照片成像亭、在线影像服
务、相册和相框、摄影娱乐产品、家庭打印、
大幅面打印、美术印刷、打印和冲印材料、
幻灯片技术、视频和电影技术、大尺寸屏
幕、投影、媒体控制、家庭娱乐、移动影像、
影像服务、其他影像产品等

电话： 021-62896819
邮箱： interphoto@siec-ccpit.com
网址： www.interphoto.com.cn

2021 第 4 届上海国际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展
览会
时间： 2021/08/05—2021/08/0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
承办： 上海迎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11500 ㎡
内容： 日常清洁护理产品：牙刷、牙膏、牙粉、牙贴、

牙线、牙洁素、漱口水、清洁雾、口香糖、
电动牙刷、冲牙器等电子产品、相关配套
产品等；口腔美容护理产品及服务：美牙仪、
纳米贴面、超瓷贴面、全瓷牙、隐形矫正、
美容冠美牙、齿间刷、正畸牙刷、牙套等
正畸用品、水疗牙齿护理器、口腔膏、各

类功效凝膏、口腔清洁水、口腔溃疡喷剂
与贴膏、假牙清洁片等；相关原辅材料：
牙膏用磨擦剂、活性剂、增稠剂、保湿剂、
食用色素、香精香料等各种原材料；产品
包装与设备：牙膏牙刷等口腔清洁护理产
品生产设备、包装设备、包装材料及新技
术等；OEM/ODM 等厂商及其他关联产
品

电话： 021-6451-2629
传真： 021-64516467
邮箱： david@yingheexpo.com
网址： www.spcexpo.com.cn

2021 中小工厂 ( 上海 ) 展览会
时间： 2021/08/05—202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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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励贸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迎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5000 ㎡
内容： 日用品、日用五金、电子电器、休闲户

外、办公文教、玩具、工艺礼品、包装印刷、
纺织鞋帽、家居饰品、防疫物资、产业服
务机构等 ODM/OEM 工厂等

电话： 021-34680129、15902158196
传真： 021-33275101
邮箱： 1621984726@qq.com
网址： www.sh-whitelabelexpo.com

2021 第 5 届中国无人零售大会暨第 5 届上
海国际无人零售、自助商业 & 供应链展览
会
时间： 2021/08/06—20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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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店行业分会
承办： 上海米伽合贸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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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3000 ㎡
内容： 无接触零售店 / 便利店、无接触智能售货

机、无接触取餐柜、无人咖啡机、生鲜柜、
服务机器人、无接触自助洗衣设备、无接
触派发设备、无人娱乐与休闲服务 ( 迷你
KTV. 电影院、健身房、按摩椅等 )；自
助售票机、自助售卡机、自助洗衣、自助
点唱机、自助按摩椅、自助找零机、自助
广告机、自助叫号机、自助售水机、自助
终端设备等；视觉图像识别技术 /AI 技术
/ 智能收银结算系统 /IOT( 物联网 )/ 区块
链等

电话： 021-59881713、18717778848
邮箱： 530773206@qq.com
网址： www.urexpo.cn

2021 上海书展
时间： 2021/08/11—2021/08/1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展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上海市贸促会
承办： 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5500 ㎡
内容： 书籍、出版等
电话： 021-62107360
邮箱： zhouyouzi@cpit-exhibition.com
网址： www.shbookfair.cn

SITPE 2021 上海国际运输包装展览会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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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PP、安全、包装、包装材料、包装箱、保温、

保温隔热、保温隔热材料、保鲜、保鲜袋、
保鲜剂、标签、标识、仓储、缠绕、成型、
成型机、打包带、打包机、打印、打印机、

吊装、发泡、防静电、防锈、封箱、封箱机、
蜂窝、干燥、干燥剂、钢带、隔热、隔热
材料、工位器具、航空、货柜、机械、机
械人、机械手、集装袋、集装箱、加工设
备、监控、胶带、金属包装、静电、颗粒、
拉伸、冷链、铝合金、码垛、模塑、喷码、
喷码机、气垫、生物、食品、输送、输送机、
塑料、太空、填充、托盘、瓦楞纸箱、物流、
物流装备、吸塑、信封、液体、医药、运输、
折叠、真空、纸浆、纸浆模塑、纸箱、智
能化、中空、周转箱、自动成型等

电话： 13370052090
传真： 021-64886800
邮箱： lirui@hexinexpo.com
网址： www.sitpe.com

2021 第 15 届上海国际特种纸展览会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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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PVC、办公、办公用纸、包装、包装用

纸、成型、电气、分切、工业用纸、过滤、
后加工、化学、化学品、机械、建材、农
业、食品、食品包装、特种纸、文化、医疗、
印刷、印刷包装、造纸、纸板、纸浆、纸类、
纸品、纸制品等

电话： 13370052090
传真： 021-64886800
邮箱： lirui@hexinexpo.com
网址： www.tezhizhan.com

2021 上海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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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上海禾欣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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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55000 ㎡
内容： 印前：出版类软件、包装印前软件、工作

流程和数据处理软件、多媒体软件、编码
与识别的软件和设备、输入设备、输出设
备、印版生产设备及系统冲压设备、颜色
匹配系统等；印刷：单张纸胶印机、卷筒
纸胶印机、柔版印刷机、凸版印刷机、凹
印印刷机、混合印刷机 ( 联机方案 )、数
码印刷机和数码印刷系统、丝网印刷机、
平板印刷机、特种印刷机、外围设备、胶辊、
滚筒和套筒等；印后及纸加工设备：装订
机和印后加工机、纸张加工、造纸行业纸
加工设备、纸包装行业的设备转换、包装
生产、卫生用品纸加工设备、加工设备、
技术文件产品、成品模切印版机、编码与
识别系统等

电话： 021-64880683
邮箱： PrintTech@hexinexpo.com
网址： www.PrintTech.cn

2021 第 18 届中国国际轮胎博览会
时间： 2021/08/16—2021/08/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上海拓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富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20000 ㎡
内容： 车胎、外胎、内胎：子午线轮胎、斜交轮胎、

无内胎轮胎、橡胶内胎、橡胶实心或半实
心轮胎、充气轮胎外胎、旧轮胎；汽车轮
胎、摩托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工业车
辆轮胎 ( 电瓶车、叉车等 )、载重汽车胎、
矿山车胎、农用胎 ( 拖拉机等 )、轻卡胎、
航空用橡胶胎、翻新商业用轮胎、自行车
轮胎等轮圈、轮毂：各种汽车钢圈、轻金
属轮圈、运动轮圈、车轮盖、车轮轴承支
架等轮胎周边配件：轮胎保护链、轮压计、
轮胎刺穿保护、雪链、防滑链、轮胎气嘴、

防滑钉等轮胎维修、测试及换胎设备、工
具和服务：轮胎修补材料、粘合剂、清洗剂、
轮胎起重器、平衡设备、轮轴量度器、车
轮校准器、四轮定位仪、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外倾角校正器、轮胎充气设备、轮胎充氮
机、轮胎装置器、拆胎机、轮胎清洗机器
及工具、更换轮胎工具、胎纹更新、试验
台、前轮转角仪、液压举升机、螺母拆装机、
校准钢圈换顶机、轮胎撬棒、伸缩式扳手、
扩胎机、外胎硫化机、棘轮扳手、铬钒钢
轮胎扳手、轮胎硫补机、数显电子胎压计
等轮胎轮圈生产设备及原料、轮胎翻新设
备及原料：轮胎生产原料、轮胎修补原料、
轮胎模、修补模、胎面胶、橡胶粘合机器、
橡胶挤压单元、预塑化胎纹、修补挤压机
器、硫化机、硫化罐、胎面 / 胎纹打底机器、
打磨机、胎面贴胶机、预硫化中垫、胶桨机、
胶料挤出机、挤压造粒机、干燥机、粉碎
机、纤维分离机、橡胶注射机、橡胶注压
成型机、轮胎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钢
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冷冻处理、进罐旋转架、
肩翻压轮装置、上胶架、测试设备、缓冲
机器及工具、剥落工具、切割工具、修补架、
钢圈拆装机、扩胎机、连续捏合机、钢带
冷凝造料机、拉力试验机、轮圈检测设备、
上轮辋机、钢圈涂皂机、轮辋对焊机、低
压铸造机、轮毂数控机床、轮毂连续热处
理炉、轮毂毛坯打磨机、轮毂喷粉器等其
他相关配套服务及产品：物流、验证、保险、
融资等

电话： 010-85898181
传真： 010-85898180
邮箱： citexpo@reliable.org.cn	
网址： www.citexpo.com.cn

202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 秋季 )
时间： 2021/08/17—202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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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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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会
承办： 北京时尚博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北京国

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17200 ㎡
内容： 服装、户外、户外运动、婚纱、家居、家

饰、礼服、领带、帽子、内衣、男装、牛仔、
女装、皮草、皮革、时尚饰品、时装、饰品、
手袋等

电话： 4007759328
邮箱： expo8621@163.com
网址： cnmar.chicfair.com

2021 第 23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能源技
术与设备展
时间： 2021/08/24—2021/08/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承办： 东浩兰生 ( 集团 ) 有限公司、德国汉诺威

展览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
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20000 ㎡
内容： 新能源技术及设备：风力发电技术、太

阳能光伏技术、核电技术、水利水电技术、
生物质能技术、氢能技术、新能源并网技
术及储能系统、以新能源为基础的新一代
电网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及设备：发电设备、
输配电设备、用电监控技术、微电网技术、
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分布式能源、整
厂设备及工程、电力储能；电力系统自动
化技术及设备；工业电器及配套设备；能
源管理等

电话： 021-22068388
传真： 021-62895703
邮箱： sylvie@shanghaiexpogroup.com
网址： www.ciif-expo.com

202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 / 工业互联
网展
时间： 2021/08/24—2021/08/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承办： 东浩兰生 ( 集团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网络、

数字化工厂、工业品电商与供应链、智慧
城市、物联网及传感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
边缘计算、安防及信息安全、新型平板显
示、科技创新等；生产自动化、过程自动化、
电气系统、工业 IT 及制造业信息化、微
系统技术、工业防尘防爆及清洁版块等

传真： 021-22068388、021-62895703

2021 第 23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数控机
床与金属加工展
时间： 2021/08/24—2021/08/2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承办： 东浩兰生 ( 集团 )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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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80000 ㎡
内容： 激光加工 & 钣金冲压技术；金属切削 &

增材制造技术；机床配套功能部件及周边
产品等

电话： 021-22068388
传真： 021-62895703
邮箱： Markgao@shanghaiexpogroup.com
网址： w w w. c i i f - e x p o . c om / p l u s / l i s t .

php?tid=38

2021 上海国际生物制药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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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物中

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医药化工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生物制药行业协会

承办： 上海贸旭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信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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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生物制药：抗体、生物燃料、生物信息、

生物信息科技、生物制剂、生物制造、生
物工艺、商业服务、细胞生物学、临床试验、
云计算、给药系统、新药研发、基因组学
/ 遗传学、知识产权、纳米技术、个体化
用药、平台技术、法规 / 合规、干细胞研究、
技术转让、治疗学、疫苗等；技术装备：
实验室发酵罐、微型自动发酵罐、细胞罐、
疫苗 ( 细菌 ) 发酵罐、玻璃发酵罐、细胞
培养系统 ( 仪器 )、细胞反应器、生物反
应器 ( 细胞罐 )、气流 / 磁力搅拌、在线
检测仪、自动细胞培养反应器、细胞 ( 细菌、
疫苗、微生物 ) 分析仪、细胞培养器、摇
床、培养箱、发酵系统控制软件、细胞工
程监测系统、尾气 / 生化分析仪、动植物
培养、卫生级泵阀、离心机、电化学分析
仪器、摇床、生物反应器、二氧化碳培养箱、
高压灭菌锅、循环冷却水机、空压机、细
胞破碎仪、高压均质机、冷冻干燥机、喷
雾干燥机、离心浓缩仪、生化分析仪、包
装设备等

电话： 021-80288321
邮箱： maoxu128@126.com
网址： www.epclean-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生化仪器、实验室及试剂耗
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细胞生物学学会、中科院上海生命科

学院
承办：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生化仪器：色谱、气相、波谱、频谱、质

谱、光学、光谱、分光镜、生物工程用仪器、
细菌分析仪、微生物分析仪、电解质分析
仪、酶标仪、PCR 仪、分子生物 / 细胞分析、

生命科学及微生物检测仪器、测量 / 计量
/ 称重、实验动物设施等；通用设备：离
心机 / 纯化设备、清洗、 培养箱、气候箱、
摇床、电泳设备、恒温 / 加热 / 干燥设备、
振荡器、匀浆 / 混合器、搅拌器、制冷设备、
测量 / 计量、泵、显微镜和光学图像处理
等仪器与设备等

电话： 13255205865
邮箱： 18211195892@163.com
网址： www.shsi-expo.com

2021 第 13 届上海国际化工泵、阀门及管
道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

协会、中国化工机械动力技术协会、广东
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广东省化工学会、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泵及真空设备、阀门及执行机构、泵阀配

套产品、管道、连接器、塑料、工程及服
务等

电话： 020-89899350
传真： 020-83953200
邮箱： ctef@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pvfexpo.com

2021 第 13 届上海国际化工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

协会、中国化工机械动力技术协会、广东
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广东省化工学会、
浙江省泵阀行业协会、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化工成套装置及设备、分离、过滤、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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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萃取、提纯、结晶设备、干燥、粉碎、
混合设备、传质设备、传热、换热、制冷
等热处理设备、工业清洗及防腐设备技术、
设备维修、维护与管理、储运、包装技术
及压力容器、泵、阀门、管道等流体机械
设备、密封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及工业
自动化设备、过程控制系统及软件、工业
废水处理设备、工业废气处理设备、固体
废弃物处理设备

电话： 020-89899350
传真： 020-83953200
邮箱： ctef@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ctef.net

2021 第 9 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
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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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氨基酸及有机酸类：谷氨酸、赖氨酸、蛋

氨酸、色氨酸、苏氨酸、柠檬酸、葡萄糖酸、
乳酸、衣康酸等；酶制剂类：淀粉酶、糖
化酶、蛋白酶、纤维素酶、异淀粉酶、异
构酶、β—萄聚糖酶、植酸酶、木聚糖酶等；
酵母及其衍生物类：高活性干酵母、药用
酵母、饲料酵母、营养酵母、酵母抽提物
等；淀粉、淀粉糖类：各类淀粉、变性淀
粉、淀粉糖、多元醇等产品及其衍生物；
技术装备：实验室发酵罐、糖化罐、储存
罐、细胞罐、疫苗 ( 细菌 ) 发酵罐、玻璃
发酵罐、蒸发设备、结晶设备、细胞培养
系统 ( 仪器 )、细胞反应器、提纯蒸馏设备、
细胞培养器、摇床、传热、干燥机、乳化机、
培养箱、换热设备等

电话： 021-57617459
传真： 021-51861068
邮箱： bioexpo@163.com
网址： www.biozl.net

2021 第 15 届上海国际充电设施产业展览
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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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充电设施协会、新能源汽车产业网、
振威展览股份

承办：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智能充电解决方案：充电桩、充电机、电

源模块、充电弓、充电堆等；配套设施解
决方案：逆变器、变压器、充电柜、配电柜、
滤波设备、高低压保护设备、变流器、继
电器等；先进充电技术：无线充电、柔性
充电、大功率充电等；智能停车系统、停
车设备、立体车库等；车载电源、车载充
电机、电机、电控等；电容器、储能电池
及电池管理系统；连接器、线缆、线束等；
光伏系统、储能系统、控制系统等；充电
设施建设运营解决方案、光储充一体化解
决方案及车桩协调发展方案

电话： 020-89898329
传真： 020-83953200
邮箱： evse@zhenweiexpo.com
网址： www.evsechina.com/cn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 秋冬 ) 博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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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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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6000 ㎡
内容： 服装制造商、贸易公司、进出口商、零售商、

连锁店等面料买家展示各类服装面料及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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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电话： 010-85229267
网址： www.intertextile.com.cn	

2021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21/08/31—20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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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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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

能家居产业联盟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0000 ㎡
内容：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家用暖通和新风系统、

家庭影音及娱乐系统、家庭安防及楼宇对
讲、智能遮阳及电动窗帘、智能家电及智
能硬件产品、云平台技术及解决方案、家
居布线系统、网络及无线控制系统、家庭
能源管理系统、家庭健康和医疗系统、智
能小区管理系统及产品、智能家居系统集
成

电话： 4006138585-820
传真： 1065102799
邮箱： teo.fu@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 sibt.gymf.com.cn

2021 中国国际皮革展
时间： 2021/08/31—20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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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皮革协会、博闻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92000 ㎡
内容： 皮革；毛皮；PU、PVC 合成材料；皮革

化工；五金配件；制革设备、制鞋及皮件
机械设备；鞋材；电脑辅助设备；软件及
相关网络；媒体杂志等

电话： 85228276211

邮箱： sales@aplf.comqq.com
网址： www.aclechina.com

2021 年第 48 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家具博
览会
时间： 2021/09/03—2021/09/06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 集团 )、红星美凯龙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工艺品
进出口商会、广东省家具协会、广州市家
具行业协会

承办：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上海中贸
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240000 ㎡
内容： 客厅家具、卧室家具、软体、沙发、餐厅

家具、儿童家具、青少年家具、定制家具、
智能家居、整体套房、软床、床垫及寝具；
灯饰、装饰画、装饰器皿、日用陶瓷、相
框、人造花卉、雕刻、留声机、电话、时钟、
小件家具、家居装饰用布、床上用品、工
艺家纺、地毯；户外家居：庭院家具、休
闲桌椅、遮阳设备、户外摆设和用品；庭
院生活：烧烤用品、帐篷、篷房园艺布置
装饰；工具及设备：花园规划与维护、花
植物养护器材设备、园林工具；办公家具：
办公坐具、书柜、办公桌、保险柜、屏风、
储物柜、高隔断、文件柜、办公配件；酒
店家具：酒店套房家具、酒店床垫、宴会
家具、酒店沙发、酒吧桌椅；商用家具；
机械类等

电话： 18078822558
传真： 2087570715
邮箱： 27197482@qq.com
网址： www.ciff-sh.com

2021 第 27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
展览会
时间： 2021/09/13—2021/09/15
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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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中实联展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原材料及其生产设备：各类树脂、各类纤

维及增强材料、胶黏剂、助剂、填料及预
混料、预浸料、以及上述原辅材料的生产、
加工和处理设备；复合材料生产技术和设
备；蜂窝、发泡、夹层技术及工艺设备；
复合材料的相关机械加工设备、成型模具
设计加工技术等；最终制品及应用；复合
材料质量控制与检测设备；复合材料及其
制品的节能环保、回收再生、修缮补损等
技术及设备；碳纤维、芳纶纤维、高分子
聚乙烯纤维、可再生生物纤维等先进增强
材料及其制品和相关技术、设备；木塑复
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
料等相关原辅材料、制品、技术和设备

电话： 010-68138939、68138952
传真： 010-68138866
邮箱： shenyk@ccgc.com.cn
网址： www.chinacomposites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14—2021/09/18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工
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东浩兰生 ( 集团 ) 有限公司、上海工业商
务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280000 ㎡
内容： 前沿新材料：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生

物材料、3D 打印技术及材料、粉末冶金、
船舶海洋工程材料、环境功能材料、高温
结构材料及涂层、化工材料等；纳米材料
及石墨烯：各类纳米新材料、石墨烯、石

墨烯原料、纳米砂磨机等；航空航天装备
材料：钛合金材料、铝合金及铝锂合金板材、
高强高模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件、叶片
材料、碳 / 碳、碳 / 陶复合材料、特种摩
擦材料等；橡塑：各类橡塑产品、塑料制
品、塑料成型材料、特种橡胶、工程塑料、
其它先进高分子材料等；碳纤维制品及复
合材料：碳纤维材料、高性能纤维及材料、
树脂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碳 /
碳复合材料等；工业陶瓷材料：电子陶瓷、
工业陶瓷零部件、先进陶瓷、电工陶瓷材
料及原料等；增材制造材料：高品质钛合
金、高温合金、铝合金等金属粉末、超高
分子量聚合物材料等；保温材料：气凝胶、
玻璃棉、陶瓷纤维保温材料、硅酸铝纤维
板 ( 毡 )、玻化微珠、铝箔、无机保温涂料、
聚氨酯保温材料、真空绝热板、聚乙烯泡塑、
软质纤维板等；阻燃制品：阻燃剂、阻燃
纺织品、阻燃材料等；加热元件、筑炉材
料、耐火材料、耐热绝热保温材料：电热
丝、石墨材料、辐射管、燃烧喷嘴、硅钼棒、
耐火砖、耐火纤维、耐热钢等；汽车复合
材料及车身轻量化部件：玻璃纤维、碳纤
维、高强度纤维复合材料、汽车轻量化车
身、汽车轻量化部件、高强度钢、高轻度钢、
高碳白钢、铬锰钢、高碳钢、不锈钢芯板
等

电话： 021-80310619
邮箱： reedfuexpo@163.com
网址： sz.lfzlexpo.com

2021 第 20 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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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30000 ㎡
内容： 石油化工及能源化工：原油、溶剂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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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及石油产品添加剂等；炼化一体化、芳烃、
PXA、PTA、PET、 化 纤 等； 烯 经、 乙
烯、丙烯、TDI、MD 等；煤化工、天然
气、页岩气、氢能等；基础化学品：基本
无机、有机化工原料等；精细与专用化学：
有机化工原料及中间体、荧光增白剂、催
化剂、塑料助剂、表面活性剂、电子化学品、
水处理化学品、外购 / 定制合成 / 委托加
工化学品、饲料和食品添加剂、生物化学
品、油田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日用化学品、
清洁剂及添加剂等；化工新材料：有机氟
硅材料、陶瓷材料、工程塑料、改性塑料、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聚氨酯材料、其
他化工新材料等

电话： 15083469713、15083469713
传真： 021-60853106
邮箱： 1141457617@qq.com
网址： www.icif.cn

2021 第 21 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 上
海橡胶展 )
时间： 2021/09/15—202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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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 中联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化工橡塑
面积： 50000 ㎡
内容： 橡胶机械设备：橡胶产品制造和测试用成

套设备、单机、模具及技术等；橡胶化学品：
各类橡胶用助剂、炭黑、白炭黑、其他填
充剂等；橡胶原材料：天然橡胶、合成橡胶、
骨架材料、再生胶及胶粉、混炼胶及半成品、
热塑性弹性体等；轮胎和非轮胎橡胶制品：
轮胎、胶带、胶管、汽车及工程橡胶制品、
胶鞋及其他橡胶制品等

电话： 010-53779792
传真： 010-53779608
邮箱： rubbertech@chrubber.com
网址： www.rubbertech-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时间： 2021/09/22—2021/09/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衡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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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系统及相
关检测仪器、仪表、砝码、元器件、材料
等

电话： 010-62115995
传真： 010-62117993
邮箱： cwia@interweighing.com
网址： www.weighment.com

2021 第 28 届上海国际美容美发化妆品博
览会
时间： 2021/09/22—2021/09/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上海生物医药行

业协会
承办： 上海秀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7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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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4329266
传真： 021-33250328
邮箱： adexpo-sh@163.com
网址： www.meirongexpo.com

2021( 第十六届 ) 上海国际铁路与城市轨
道交通展览会
时间： 2021/09/27—2021/09/29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交易中心
主办：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 2 6 0 ·

承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3000 ㎡
内容： 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设计运营及维

保等
电话： 021-62951060
邮箱： huxiaoping@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railmetrochina.com

2021 中国国际五金展 / 上海科隆五金展
时间： 2021/10/08—2021/10/10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德国科隆博览会有限

公司、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承办： 北京合得沃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160000 ㎡
内容： 工具：手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劳

保防护产品、磨具磨料及部 ( 配 ) 件、园
林园艺工具及设备与附件、焊接、切割设
备及附件、加工制造设备及部 ( 配 ) 件等；
建筑五金：钉丝网、装饰五金、家具五
金、门窗五金、建筑材料及配件、管道连
接件等；紧固件：螺丝、螺母、螺柱、铆
钉、喉箍、垫圈、表面处理产品、连接附件、
紧固件制造设备等；锁具、安防设备及配
件：电子锁、机械锁、车辆交通用锁、保
险箱 ( 柜 )、安防设备与系统、制锁技术
与设备、钥匙及锁具配 ( 附 ) 件等

电话： 010-87766850
传真： 010-87766866
邮箱： cihs@cihs.com.cn
网址： www.cihs.com.cn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乐器展览会
时间： 2021/10/13—2021/10/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中国乐器协

会、法兰克福展览 ( 香港 ) 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100000 ㎡
内容： 各类乐器、音乐教育及相关产品
电话： 021-62096149
邮箱： rongxiaoxian@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musicchina-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消费电子技术展
时间： 2021/10/14—2021/10/1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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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IT 通讯	
面积： 40000 ㎡
内容： 5G、移动通信、智能家居、游戏及娱乐、

绿色科技、人工智能、音视频、智能穿戴、
无人机、健康及运动科技、AR/VR、半
导体芯片、智慧办公、机器人、初创企业、
汽车技术、物联网、智慧零售、内容和在
线平台等

电话： 13564590723
邮箱： wanghuan@shanghai-intex.com
网址： www.techgshow.com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游乐设施设备博览
会
时间： 2021/10/16—2021/10/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
承办：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42000 ㎡
内容： 游乐场所及公园游乐设施：过山车、滑行

车、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观览车、
观光索道、游乐机器人、卡丁车等各类回
转、摆动游艺机；遥控设备、击打游戏机、
小区健身器材、充气游乐设备；电子游艺
机系列：游戏机 (GB)、投币机、电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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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机及外设、模拟机、电玩游戏机软件等
各式娱乐类、益智与娱乐设施器材等；水
上游乐设备：造波设备、水滑梯、碰碰船、
游艇、模型、水景喷泉、水处理设备、光
电结合类设备、漂流设备；动感电影：3D、
4D 电影设备、水幕电影、雾幕电影设备、
演出器材、特种数码照相器材、影剧院设
备、立体电影特种放映机、特种音响、灯光、
自动售货机、游乐场及娱乐中心管理软件
等；儿童游乐设施等

电话： 010-57690266、010-57690270
邮箱： caapa@163.com
网址： www.caapa.org

第 20 届中国国际玩具及教育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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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内容： 玩具、模型、幼教用品及设备、卡通人物、

数码娱乐、影视娱乐、艺术设计、时尚服饰、
运动品牌

邮箱： j inchengcheng@tjpa-china.org( 国
内 )/linda_xu@tjpa-china.org( 国际 )

网址： cn.china-toy-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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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00 ㎡
内容： 婴童车及附件、安全座椅及设备、婴幼

儿用品、婴童家具及附件、婴童服装服饰、
婴童家纺、婴童玩具、教育及纪念品、婴
童电子电器、孕妇用品

邮箱： j inchengcheng@tjpa-china.org( 国

内 )/linda_xu@tjpa-china.org( 国际 )
网址： www.china-kids-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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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
内容： 幼教玩具、幼教图书、幼教机构、园服园被、

游乐设施、幼儿园设施、幼儿园整体装修、
幼儿园管理系统

邮箱： j inchengcheng@tjpa-china.org( 国
内 )/linda_xu@tjpa-china.org( 国际 )

网址： www.chinapreschool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
时间： 2021/10/19—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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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
内容： 授权产品、卡通人物、数码娱乐、影视娱乐、

艺术设计、时尚服饰、运动品牌
邮箱： j inchengcheng@tjpa-china.org( 国

内 )/linda_xu@tjpa-china.org( 国际 )
网址： www.chinalicensingexpo.com

2021 上海国际电子生产设备展览会
时间： 2021/11/02—2021/11/0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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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70000 ㎡
内容： 印刷设备和附件、贴装设备、元器件供料

系统、传输系统和附件、芯片载体、封装
设备、固化系统、视觉定位系统、胶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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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覆材料、相关化学制品、生产线工具和
设备、PCB 制造和装配等；波峰焊设备、
回流焊设备、拉焊设备、融锡锅 / 锡膏 /
锡线 / 锡条 / 锡球、胶水 ( 红胶 / 黄胶 / 黑
胶 )、助焊剂、烙铁头清洁装置 / 烙铁头、
焊台、热风焊接设备、红外焊接设备、激
光焊接设备、超声焊接设备、气相焊接设备、
焊枪、焊点检测设备、焊点可靠性测试系统、
除焊系统、清洗设备及材料等；2D/3D
检测系统、裸板检测设备、电子元器件视
觉检测设备、薄膜厚度检测设备、ICT 设
备、AOI 设备、红外检测设备、芯片框架
检测设备、光学显微镜、PCB 视觉检测设
备、焊点视觉检测设备、温度、湿度测试
/ 环境测试设备、粘度计 / 示波器 / 温度计、
XRay 设备、功能性测试设备等

电话： 13524378665
邮箱： sales@fairmice.com
网址： www.cepe-expo.com

202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时间： 2021/11/05—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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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性服务贸易、汽车展区等
电话： 021-67008877、67008642
邮箱： info@ciie.org
网址： www.ciie.org

2021 第 10 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时间： 2021/11/16—2021/10/18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承办： 北京中饮天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中国饮

料工业协会供应商分会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45000 ㎡
内容： 饮料小试设备及生产线、原辅料及其处

理、食品添加剂 / 配料、新食品原料 / 天
然提取物、水处理、萃取及调配、过滤分
离、杀菌灭菌、均质乳化、包装制品与材料、
吹塑注塑、灌装封口、标签标识、贴套标
及喷码、检测仪器及设备、包装机械设备、
装卸码垛、仓储自动化、工业清洗、工业
自动化、配套设备及零部件、工厂设计及
整体解决方案、创新饮品、新式茶饮连锁、
餐饮饮品供应链、定制饮品、售卖设备等

电话： 010-84464668
传真： 010-84464236
邮箱： CBST@chinabeverage.org
网址： www.cbst.com.cn

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1/19—2021/11/22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
宣传部

承办： 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54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文化、创意
电话： 021-62107360
邮箱： caiwenting@cpit-exhibition.com
网址： www.yrdicie.com

2021 国际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1/22—2021/11/24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专业委员

会、北京亚太瑞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沛鑫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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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大型直播平台 / 互联网企业形象展示；网

络支持 / 运营商形象展示；AI 管理与 VR
技术应用；短视频内容及场景应用；电脑
及周边设备；手机及周边设备；剪辑制作
技术；影视录音、点歌机、播放器、摄像机、
单反、DV、无人机、摄像头、声卡、调音台、
控制器、有 ( 无 ) 源 DI 盒、麦克风、耳机、
扩音器、音箱、功放、话放、耳放、效果器、
配件、软件；声卡调试：音响配件；麦克
风配件；各种连接线、补光灯、耳机绕线器、
蓝牙设备、电池、耳机便携盒、耳机线材、
耳机套 / 耳塞棉、手机线材、USB 数据线、
手机转换器手机镜头、手机支架等

电话： 010-52338064
传真： 010-86202088
邮箱： sales@lteshow.com
网址： lteshow.com

2021 第 4 届包装世界 ( 上海 ) 博览会
时间： 2021/11/23—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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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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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内容： 包装材料生产及加工机械、包装材料、容

器生产机械、固体包装设备机械、液态包
装设备机械、包装印刷和纸包装产品加工
设备、包装用标签技术、测量、检测及控
制技术与软件、持续发展包装解决方案及
工序创新等；制药设备、制药机械、药品
包装机械、生物工程、生物制药、制药用
水处理设备、流体工程、洁净设备及技
术、过程技术及控制系统、电子标签、喷码、
防伪技术、辅料及包装材料、药用包装材料、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原料药设备、化妆品
生产及包装机械、分析检测仪器、实验室
设备、制药检测设备、药房设施和展示设备、

药房物流、其它行业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1-61698381、51879766
传真： 021-61698301
邮箱： allan.wang@mds.cn
网址： www.swop-online.com

2021 第 20 届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11/23—2021/11/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东方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中国国际商会
上海商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雅式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纺织技术服务展览有限公
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00000 ㎡
内容： 漂白、染色、印花及整理机械、数码印

花机械、纤维制造机械、针织及织袜机械、
成衣工业用机械及配件、工厂管理用的机
械仪器、新材料、新技术及新设计针织品、
非织造物机械及簇绒机、纺织业应用之软
件、纺织及成衣零配件、纺纱机械、产业
用布技术及成品、试验和检测用仪器仪表、
纺织用化学品、经编机、绣花机及织造机、
倍拈机、络筒机及配件等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yubin@siec-ccpit.com
网址： www.shanghaitex.cn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会
时间： 2021/11/24—2021/11/26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 穆博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24000 ㎡
内容： 旅游产品、国营农场、旅行社、度假村和

露营设备、航空公司；文化艺术遗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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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和度假村、文化中心；邮轮、高
尔夫球场、度假营、酒吧及娱乐场所、温
泉及海滩度假村等

电话： 021-80286040
邮箱： contact@itb-china.com
网址： cn.itb-china.com

2021 中国上海国际制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12/05—202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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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
面积： 20000 ㎡
内容： 机械设备 : 机械设备制刷机械、猪鬃加工

机械、刷柄加工机械、拉丝设备、包装设备、
检测设备、模具、控制系统、配件、及其
他相关生产技术与设备；原材料及配件：
人造纤维刷丝、天然刷丝 ( 猪鬃、马尾毛、
羊毛、白棕、剑麻 )、金属刷丝、刷丝原
料、刷柄、油漆滚刷配件等；成品刷展区：
工业刷防尘刷、抛光刷、清洗刷、研磨刷
民用刷清洁刷、油漆刷、美容刷、滚筒刷、
笔刷、梳刷、按摩刷等

电话： 010-53690182
传真： 010-60606881
邮箱： cibrush.ouyang@hjtexpo.com
网址： www.cibrush.com

2021 第 23 届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
像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摄影

家协会、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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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验室和彩扩
机系统、照片成像亭、在线影像服务、相
册和相框、摄影娱乐产品、家庭打印、大
幅面打印、美术印刷、打印和冲印材料、
幻灯片技术、视频和电影技术、大尺寸屏
幕、投影、媒体控制、家庭娱乐、移动影像、
影像服务、其他影像产品等

电话： 021-62782828
传真： 021-65455124
邮箱： chinawedding@siec-ccpit.com
网址： www.chinaweddingexpo.com.cn

2021 中国国际染料工业及有机颜料、纺织
化学品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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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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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2792828
邮箱： chinainterdye@siec-ccpit.com
网址： www.chinainterdye.com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

分会、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行业： 机械工业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冶金原料、辅助材料、耐火材料、金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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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机械设备、废旧金属回收等
电话： 010-84062420、13521340280
邮箱： xueyang66@126.com
网址： www.yejinzhanhui.com

2021 上海国际试验机与试验设备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计量测试协会、汉慕会展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承办： 汉慕会展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万能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拉力试验机、

扭转试验机、蠕变试验机等试验机与试验
设备等

电话： 021-57350352
邮箱： m.syj-expo.com
网址： www.syj-expo.com

2021 中国 ( 上海 ) 国际有色金属工业展览
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主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汉慕会展服

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祥鼎博达展览有限公司、汉慕会展服

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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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0304362、18518617126
传真： 010-60304362
邮箱： bdzl@163.com
网址： www.15jshgjexpo.com

第 39 届中国 · 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览
会 | 第 14 届上海国际儿童摄影展览会 | 第

23 届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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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像摄影学会、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40000 ㎡
内容： 婚纱、儿童摄影、摄影器材、数码影像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chinawedding@siec-ccpit.com
	 babyphoto@siec-ccpit.com
	 interphoto@siec-ccpit.com
网址： www.chinaweddingexpo.com.cn
	 www.babyphotoexpo.com
	 www.interphoto.com.cn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表面处理、涂料及涂
料产品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新展星展览 ( 深

圳 )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贸推广 - 艾
特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7000 ㎡
内容： 表面处理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yubin@siec-ccpit.com
网址： www.sfchina.net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涂料、油墨及粘合剂
展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上海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新展星展览 ( 深

圳 )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贸推广 -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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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97000 ㎡
内容： 涂料、油墨、粘合剂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yubin@siec-ccpit.com
网址： www.chinacoat.net

第 40 届中国 · 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览
会 | 第 15 届上海国际儿童摄影展览会
时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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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像摄影学会
承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00000 ㎡
内容： 婚纱、摄影器材、儿童摄影
电话： 021-62792828
邮箱： c h i n awe d d i n g@ s i e c - c c p i t . c om	

babyphoto@siec-ccpit.com
网址： www.ch inawedd ingexpo.com.cn	

www.babyphotoexpo.com

四川省
成都市

2021 中国 ( 四川 ) 新春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21/01/23—202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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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80000 ㎡
内容： 进口商品类：各类食品、美妆个护、珠

宝首饰、服装、家居用品、工艺品、装饰
品、保健器具等进口商品；烟酒糖果类：
各类优质白酒、葡萄酒、保健酒；各类糖

果、甜品；设烟草品牌形象馆；深加工农
产品类：茶叶、咖啡、饮料、乳品；粮油、
肉制品、休闲食品、调味品、农副土特产
等；家电家居类：各类智能家电、电子产品、
家具、居家用品、装饰品等

电话： 028-87616272、17308018837
网址： xcnhj.asiaexpogroup.com

2021 中国西部 ( 成都 ) 国际太阳能光伏及
储能技术设备展
时间： 2021/03/07—2021/03/09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

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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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 ㎡
内容： 光伏电池：光伏电池生产商、电池组件生

产商、电池组件安装商；零部件：蓄电池、
充电器、控制器、转换器、逆变器、监视
器、支架 / 追踪系统、电缆等；光伏原材料：
硅料、硅锭 / 硅块、硅片、封装玻璃、封
装薄膜、其它原料；光伏工程及系统：移
动能源、离网型太阳能光伏系统、光伏系
统集成、太阳能光伏储能技术设备及系统、
智能电网储能电站系统、太阳能空气调节
系统、农村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检测及
控制系统、太阳能取暖系统工程、光电建
筑一体化技术、太阳能光伏工程过程控制、
工程管理及软件编制系统等

电话： 4006258268
传真： 020-36657099
网址： www.pvguangzhou.com

2021 四川环保展、四川水展、四川泵阀管展
时间： 2021/03/18—2021/03/20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水污染治理服务协会、成都市环

境保护协会、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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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医药行业协会、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化工行业协会、中国市政工程西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市天一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净水设备及配件；膜技术、膜处理设备、

相关配套产品；污水、废水处理设备与技
术；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设备；水泵、阀门、
管道；供水排水与智慧水务；水利科技与
生态建设等

电话： 028-83227090
邮箱： 2985439879@qq.com
网址： www.sc-water.cn

2021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 成都糖酒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	
承办： 成都市博览局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酒类、食品饮料、食品、

调味品、食品机械、包装、广告与媒介等
电话： 15618977632
邮箱： 1766414942@qq.com
网址： www.chinafoods-expo.com

2021 第 19 届成都国际广告标识、印刷包
装展
时间： 2021/03/25—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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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现代德纳展览有限公司、上海现代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华展众志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数字喷墨印刷技术设备及材料：工业用

平板数字喷墨印刷设备及材料、平板印刷
机介质及配件、数字溶剂型喷绘设备、写

真设备、各类数字喷墨印刷耗材及组件；
打印机及耗材：打印机系列：针式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等；	打印耗材：墨盒、硒鼓、
色带、碳粉、墨水等；数字标牌：广告机、
LCD 显示屏、LED 显示系统、3D 裸眼显
示、多屏幕显示、虚拟成像等；多媒体信
息发布系统、交互式触控系统、触控	一体
机、触控面板等

电话： 028-69883888
邮箱： cddonnor@vip.163.com
网址： www.adcgo.cn

2021 德纳 · 成都国际全印展
时间： 2021/03/25—2021/03/2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印刷行业协会、成都市包装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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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加力机电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50000 ㎡
内容： 印前设备及软件：ERP管理软件、解决方案、

排版软件、图像处理等软件、线上输出屏
幕显示；印中设备：数字印刷机、彩色复
印机、黑白复印机、证件照打印机、大幅
面打印机、大幅面扫描仪、工程复印机、
工程蓝图机、喷墨绘图仪、小型 UV 打印
机、服装打印机、热转印打印机、条幅机、
刻字机、个性喷墨解决方案等；印后设备：
胶装机、切纸机、切卡机、覆膜机、淋膜机、
冷裱机、烫金机、装订机、打孔机、压槽机、
折页机、配页机、书壳机、上光机、订书机、
压痕机、塑封机、压平机、碎纸机、叠图机、
精装菜谱机等

电话： 18482112203、028-69883888
邮箱： 1571947837@qq.com
网址： www.yscgo.cn

2021 中国 ( 成都 ) 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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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4/08—2021/04/10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市养老服务业协会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成都世纪

康博会展有限公司、四川孝行天下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无障碍生活、智能家居 • 展区智能家居、

适老家具、适老化建材、无障碍设施、适
老建筑设计规划；文化娱乐、旅游旅居 •
展区：吃喝玩乐、旅游景点、养生基地、
老年大学、乐器、老年玩具、游戏产品；
健康管理、生活护理 • 展区：生活用品、
健康食品、营养保健品、急救用品、辅助
器具、理疗产品及技术、保健养生；医疗
康复、器械用品 • 展区：中医馆、专科医院、
康复医院、综合性医院、芳香照护中心等

电话： 028-85482506、86240031
邮箱： cdmee2013@163.com
网址： www.cdlbh.cn

2021 第 27 届西部 ( 成都 ) 医疗器械展览
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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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药行业
协会、成都市医疗用品及器材商会

承办： 成都市康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60000 ㎡
内容： 医疗设备展区：影像设备、体外诊断试

剂与仪器、消毒感控系列、医用电子设
备、医用车辆、手术室及急救设备、医用
耗材及手术耗材、医疗维修配件及耗材等；
医学检验展区：医学分析系统、基因和生
命科学仪器、实验室病例设备及耗材、临
检设备及耗材、采血管理系统及输血用
品、血液及细胞分析系统、临检设备配件

及维修耗材等；康复福祉展区：感觉统合
训练设备、残疾器具及用品、康复理疗设备、
感官互动设备、辅助器具等

电话： 028-85482506、86240031
传真： 028-85482506			
邮箱： cdmee2013@163.com
网址： www.healthcareexpo.cn/MEE/

2021 第 10 届成都国际宠物博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1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宠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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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食品添加剂、食

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技术等；宠物用品：
宠物服装、宠物用具、宠物笼舍、宠物玩具、
护理品、美容用品、训导用品等；宠物医疗：
宠物医疗设备、宠物保健用品、宠物生物
制品、宠物疫苗、宠物药品、宠物医院等；
水族产品：水族箱、水族造景、增氧设备、
加热棒、照明灯具等；活体宠物：各种宠
物狗、猫、貂、仓鼠、兔、鸟等

电话： 028-86080319
传真： 028-86080309
网址： www.cdcpae.com

2021( 春季 ) 成都美博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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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容美发行业商会、

四川省化妆品商会、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
成都市美发美容协会

承办： 英富曼维纳展览 ( 成都 ) 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6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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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美容专业线企业 ( 厂家、品牌商、代理商、
培训机构等 )、日化线企业 ( 厂	家、品牌
企业、代理商、连锁机构等 )、医学整形
( 整形医院、微整机构、医美品牌等 )、专
业美发 ( 厂家、品牌企业、代理商、培训
机构 )、国际品牌 ( 生产企业、中国代理 )、
供应链 (OEM/ODM 企业、包材等供应链
企业 )

电话： 028-67936333、17318938600
邮箱： meibohui@meibohui.com
网址： www.meibohui.com

2021 第 21 届中国 ( 成都 ) 建筑及装饰材
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英富曼 Informa	markets	、中国五矿化

工进出口商会、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
承办： 英富曼天一展览 ( 成都 ) 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 ㎡
内容： 门窗展：系统门窗及铝型材、智能门窗、

室内外门业、智能遮阳及护栏、幕墙及
胶、建筑装饰门窗五金及配件等；定制家
居展：定制家居、配套材料、木工机械类、
玻璃机械类、木工配套类；建筑新材料展：
墙体保温系统及材料、内墙保温装饰材料、
建筑涂料及工业地坪；装配式建筑 / 园林
展：集成房屋系统、装配式建筑、景观园
艺及别墅配套产品等

电话： 028-67936034	
传真： 028-67936009
邮箱： Linyao.Zhang@informa.com
网址： www.cdjbh.cn

2021 中国 ( 成都 ) 建博会智能家居 / 卫浴
展
时间： 2021/04/15—2021/04/17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英富曼 Informa	markets	、中国五矿化
工进出口商会、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

承办： 英富曼天一展览 ( 成都 ) 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智能锁：密码锁、指纹锁、人脸识别锁、

虹膜识别锁、指静脉智能锁、电子锁、感
应锁、遥控锁等；晾衣系统：智能晾衣系
统及单品、电动晾衣机、手摇及落地晾衣机、
阳台电器及家居产品、家用梯、电机及电
动解决方案、相关配件及软件产品等；智
能卫浴：智能坐便器、智能马桶盖、投影
淋浴器、智能浴室镜、智能淋浴房、整体
卫浴及五金等

电话： 2867936034
传真： 028-67936009
邮箱： Linyao.Zhang@informa.com
网址： www.cdjbh.cn

2021 年第 36 届成都 ( 春季 ) 国际珠宝首
饰展
时间： 2021/04/16—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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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珠宝奢侈品
内容： 各类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各类

宝石、珍珠、玉石、半宝石；各类雕刻饰物、
首饰钟表等饰品；珠宝首饰特许加盟连锁；
各类珠宝包装、工具机械等；珠宝产业园、
珠宝首饰城、珠宝交易中心；各类收藏品、
贵金属投资等

电话： 028-67677030				
传真： 028—86080309
邮箱： 599234157@qq.com
网址： www.cdzbz.cn

第 20 届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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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2—2021/04/25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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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 (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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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中国牙谷、资阳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成都好博塔苏斯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4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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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 CAD/CAM、义齿加工制作所、服务
和行业相关机构

电话： 028-66323918、85291775、
	 15902882580
邮箱： nancy@hope-tarsus.com
网址： www.wcise.com

2021 第 19 届四川国际电力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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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四川省电力行业

协会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 ㎡
内容： 一站式输配电设备展区：开关设备、高低

压成套设备、变压器及附件、变电站设备、
电能质量、滤波治理、无功补偿、仪器仪
表、电力金具、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
电力金具、避雷器、绝缘子、母线等；电
力物联网及电力数据展区：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
边缘计算、工业以太网、电力通信、机房
设备、机箱机柜、卫星导航系统等技术应
用和解决方案等

电话： 18582495215

邮箱： 1015858493@qq.com
网址： www.scdlz.cn

2021 年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 ㎡
内容： 工业机器人及零部件、喷涂机器人、码垛

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激光、
焊接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机器人集
成应用、整体解决方案、高端数控系统等

电话： 021-20557000
传真： 021-20557100
邮箱： CDIIF@hmf-china.com
网址： www.cdiif.com

2021 中国四川春季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9—2021/05/0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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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
内容： 六大茶类及新式茶饮、茶叶深加工产品；

八大名窑及各类材质茶用具；茶空间生活
用品：红木、根雕、香道、插花、茶服、
字画等；茶机械、茶肥、茶包装；茶旅游
景区及康养地产

电话： 028-87616272
邮箱： scbolan@scbolan.com
网址： tea.asiaexpogroup.com

2021 中国 ( 成都 ) 国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
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5/14—2021/05/16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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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

三轮车、老年代步车、低速电动四轮车等；
新能源汽车：乘用车、客车、物流车、环
卫车、旅游观光车、巡逻车等；零部件：
电池、电机、控制器、轮胎、塑壳、车桥等；
配套设施设备：充电器、防盗锁具、报警
设备等

电话： 028-86716101	
邮箱： 2880063455@qq.com
网址： www.cdddc.net.cn

2021 第 17 届中国成都环保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成都华意中联

展览有限公司 ( 中意合资 )
承办： 四川新中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0000 ㎡
内容： 水与污水处理：污水 / 废水处理、污泥处

理、重金属去除、面源污染治理、材料药
剂、膜与水处理、中水回用、给排水与
泵管阀、下水道系统、海绵城市技术装
备、黑臭水体治理、雨水收集利用、洪水
防控 , 过程控制及自动化；大气污染治理：
工业废气回收 / 治理、烟气除尘、脱硫脱
硝、VOCs 治理、扬尘治理、除臭处理设备、
空气净化与新风系统、餐厨油烟净化、油
气回收机、动车尾气净化等

电话： 028-85572692			
网址： www.cdepe.com

2021 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
会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法兰克福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 ( 简称四
川省贸促会 )

承办： 法兰克福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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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用附
件、再制造零部件；电子及系统：电机电器、
车辆照明、电子系统、舒适性电子产品；
用品及改装：装饰装潢、随车用品、订制
改装、内外饰改装、通讯娱乐、特种车辆
装配及改装、乘用车、小型商用拖车及其
配件用品等

电话： 4006138585
邮箱： info@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 capas-chengdu.hk.messefrankfurt.

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成都国际泵阀管道展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意大利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

公司、上海万耀华意展览有限公司、国家
城市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四
川省环境科学学会、成都市环保产业协会、
成都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泵 :	清水泵、污水泵、化工泵、卫生级泵、

计量泵、消防泵、农业泵、家用泵、冷却
循环泵、其他工业泵、特殊泵；阀门 :	通
用阀门、仪表阀门、工业阀门、卫生级阀
门、电磁阀 / 启动元器件、其他；泵阀配套 :	
数控检测设备、机械密封、软密封、阀门
定位器、轴承联轴器、铸造锻造件、法兰、
其他；；智能供水设备 :	成套设备、立式
离心泵、稳流罐、变频器、控制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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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控制、水箱、其他；管道 / 管接
件 :	工业塑料管、工业金属管、市政给水
管、市政排水管、建筑给排水管、弯头三通、
四通、管道工具等

电话： 028-85572692
传真： 028-85505909
邮箱： 1504525656@qq.com
网址： www.scfme.cn

2021 第 17 届中国成都国际水展
时间： 2021/05/20—2021/05/22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华意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 中意合资 )、

四川省环保产业协会
承办： 成都新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面积： 35000 ㎡
内容： 水务综合、污水 / 废水处理处置、污泥处

理设备、给排水管网与泵管阀、膜与膜分
离技术设备、环境监测及仪器仪表、水处
理药剂、自控监测与仪器仪表、智慧水务、
过滤器材 / 填料、净 / 饮水设备、纯水设备、
工程单位等

电话： 028-85505376
邮箱： 2100766261@qq.com
网址： www.water-cd.com

2021 中国西部国际暖通及舒适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05/21—2021/05/23
城市： 成都
地点：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甘肃 8 省

市制冷学会、中国舒适家居西南技术服务
中心	

承办： 重庆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40000 ㎡
内容： 供热供暖采暖设备及技术：锅炉、壁挂炉、

电采暖、散热器、空气能、太阳能、空调、

热水器、燃气技	术设备、换热器等；地面
供暖新技术及配套产品：加热电缆、电热膜、
石墨烯采暖等；自动化与泵阀管等附配器
材：管道管件、阀门、泵、温控器、温控阀、
热量表；锅炉燃烧器、电加热及	其它附配
器材、仪器仪表等

电话： 023-81399366、81399358
邮箱： cqworldexpo@126.com
网址： www.chs-expo.cn

第 21 届中国成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
技术博览会
时间： 2021/06/17—2021/06/19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市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成都盛世千秋展览有

限公司、四川中拓博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安全防护
内容： 智慧城市建设：智能交通方案、智慧医疗

方案、智慧社区方案、智能楼宇方案、智
慧教育方案、智慧金荣方案、云计算	 	大
数据	 	 	物联网、5G+；安全防范：视频监
控方案、防盗报警、楼宇对讲、智能家
居、门禁一卡通、公共广播；警用装备：
执法装备、防护装备、反恐装备、安检排爆、
技侦装备、交通、灯具、通讯装备、车辆；
智慧消防应急救援：探索检测设备、安全
救生设备、破拆设备、通讯指挥、救生设备、
逃生设备破拆设备、医疗急救、消防设备
等

电话： 028-85250140
网址： www.21sla.com

2021 第 13 届中国 ( 成都 ) 礼品及家居用
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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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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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0000 ㎡
内容： 陶瓷、餐桌用品、水晶及玻璃器皿、文具

及文化用品 , 收藏品、家庭用品、家纺用
品、厨房用品、家居装饰品、礼品、工艺品、
促销广告类赠品、电子及电器、玩具、珠
宝及时尚饰品、钟表、包装及纸制品、烟
具及打火机、美容保健产品、运动休闲旅
游用品、箱包皮具、其他媒体、贸易服务、
协会等

电话： 13798467669
网址： www.giftsfairsz.com

2021 成都环保展
时间： 2021/07/08—2021/07/10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 中贸慕尼黑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承办： 四川省环保厅
行业：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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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 土壤修复、工业废气
回收与治理技术设备等

电话： 021-54845185		
邮箱： sh_ieexpo@foxmail.com	

2021 中国 ( 成都 ) 烘焙展览会
时间： 2021/07/08—2021/07/10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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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原辅材料：馅料、果料、果仁、果脯、肉松、

罐头、食用鲜花、果酱、油脂、奶油 , 面
粉、预拌粉、冷冻面团、淀粉、巧克力制
品、蛋及蛋制品、乳及乳制品、鲜果、食
品代加工 (OEM)、甜味剂、改良剂、香料、

香精、色素、防腐剂、酵母、营养强化剂、
保鲜剂等相关添加剂等；包装材料、制品：
蛋糕盒、月饼盒、西点盒、刀叉盘、衬托、
蜡烛、铝箔、装饰品、装饰材料、防油纸、
手提袋、面包袋、保温袋、慕斯杯、彩带、
扎丝、标签 , 包装、商标设计单位 , 包装
盒制作设备等

电话： 18103733177,0371-63696191
网址： www.hmhbz.com

2021 中国 ( 成都 ) 电子信息博览会
时间： 2021/07/15—2021/07/17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电子元器件展区 : 被动元件、元器件分销、

半导体分立器件 . 连接器、PCB 等；集成
电路展区 : 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加工、封
装测试、半导体专用设备及材料、集成电
路产品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嵌入式
产品、汽车电子、PMIC 等 ) 第三代半导
体器件及材料、智能电源产品；新型显示
展区 :	LED 显示、车载显示、医疗显示、
教育显示、可穿戴显示、VR 显示、智能
交通显示以及应用终端显示等

电话： 010-63937966
传真： 010-51661100
邮箱： hxh@cead.com.cn
网址： www.cead.com.cn

2021 四川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
时间： 2021/07/26—2021/07/2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锦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锦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肥料展区：水溶性肥料、中量元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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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磷酸铵类肥料、生物肥料、有机
肥料、叶面肥、生物肥、多维场能浓缩有
机肥以及有利于作物增产和改善品质的生
物技术和产品等；农药展区：杀虫剂、杀
菌剂、杀螨剂、杀线虫剂、杀鼠剂、除草剂、
脱叶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原料等；植保
机械：杀虫设备、喷撒设备、配肥施肥机械、
农用机械、园林农田节水设备等

电话： 010-51296171
邮箱： cimte_china@163.com
网址： www.hahchina.cn

2021 天府国际照明及博览会暨四川文旅照
明新技术展览会
时间： 2021/08/06—2021/08/08
城市： 成都
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德纳展览有限公司、四川省照明电器

协会
行业： 光电技术
面积： 20000 ㎡
内容： 文旅照明产品及应用：节日彩灯、投影灯、

洗墙灯、激光灯、巨幕影像灯、园区发光
标识、非标定制彩灯、文旅景观整体解决
方案、文旅景观工程设计及实施；智慧城
市及建筑电气技术：智慧交通、智慧建筑、
智慧楼宇、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环
保与环卫设施设备、环境监控及检测系
统、生态城镇规划设计、技术及解决方案
等；道路及交通照明：现代路灯、景观路灯、
景观庭院灯、信号灯、高杆灯、灯杆、通
讯塔、太阳能光伏技术产品及应用、LED
高光模组、路灯外壳等

电话： 13434105450、15208432974
邮箱： tile.media@donnor.com
网址： www.ledcgo.cn

2021 第 11 届成都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21—202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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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母婴用品：哺育用品、清洁消毒产品、奶

瓶护肤品、卫生护理用品、育婴电器、安
全用品等；孕装、内衣及配饰：孕妇装、
孕妇内衣及配饰等；	童装、婴装、童鞋及
配饰：童装、婴装、婴童鞋及配饰等；童
车、安全座椅、婴儿床、家俱、餐椅、婴
儿推车、学步车、摇篮、家居家纺等；玩具、
教具及纪念品：婴儿玩具、学习机、早教机、
儿童玩具、游乐设施、纪念品等

电话： 13908205355、15510667767
网址： www.huaaoexpo.com

2021 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成都
地点：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四川省机械工业联合会、四川省模具工业

协会、四川省自动化与仪器仪表学会、成
都自动化研究会、四川省兵工学会、成都
经济开发区模具工业协会、四川省国防科
技工业协会、成都市机械工程学会、成都
市模具工业协会、成都市铸造行业协会、
成都市钣金行业协会、	 德阳市工商联机
械制造同业商会、成都市机械制造业商会、
四川兵工热处理行业学会、重庆铸造行业
协会 / 学会、重庆市热处理行业协会、武
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成都立嘉会
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展 , 板材成形及激光加工展 , 模具工

业展 , 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展 , 压铸、铸造、
热处理工业展 , 工业服务展 , 铝深加工应
用展等

电话： 028-65573957、15826817981
传真： 028-65573958
网址： www.cwmte.com.cn

2021 年成都国际包装印刷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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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9/16—2021/09/18
城市： 成都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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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标签

印刷分会、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重庆市
塑料行业协会、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
司

承办：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面积： 40000 ㎡
内容： 包装制品：纸包装制品、塑料包装制品、

金属包装制品、铝箔容器、无纺布包装、
复合材料包装制品、竹木包装制品、植绒
包装制品、皮革包装制品、玻璃包装制品
等；包装材料 :	纸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
料、布类包装材料、各类装帧材料及包装革、
铝箔包装材料、植绒包装材料、复合包装
材料、EVA、EPE、epp、泡棉、发泡材
料及其他包装材料等

电话： 13540315119、028-68517968
传真： 028-68517968
网址： www.cdljbzz.cn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成都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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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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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0256361
邮箱： webmaster@wcif.cn
网址： xbh.wcif.cn

2021 亚洲国际交通技术与工程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21/10/20—2021/10/22
城市： 成都

地点： 西部国际博览城
承办： 恒兴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城镇道路；道路建

设和维护、桥梁技术、隧道技术、养护机械、
路面材料、检测技术与设备、勘测及试验
仪器等

电话： 010-60565601-8020
邮箱： ahd2011@yeah.net
网址： www.westtraffic.cn

乐山市
第四届四川 ( 乐山 ) 中医药博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乐山
地点： 待定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中医药相关产品

第八届四川国际文化和旅游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乐山
地点： 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中心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内容： 文旅相关产品

第四届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乐山
地点： 待定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孕婴童相关产品

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乐山
地点： 待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茶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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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峨眉山 ) 国际佛事用品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乐山
地点： 待定
行业： 其他
内容： 佛事用品相关产品

中国西部瓷都交易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乐山
地点： 待定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陶瓷相关产品

泸州市
2021( 第十已届 ) 全国年货采购节暨四川
( 泸州 ) 迎春购物月
时间： 1 月中旬
城市： 泸州
地点： 西南商贸城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泸州市西南商贸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450000 ㎡
内容： 年货、双创成果、扶贫产品、美食等
电话： 18715727748
邮箱： 787088101@qq.com

2021 第九届中国 ( 泸州 ) 西南商品博览会
时间： 9 月下旬
城市： 泸州
地点： 西南商贸城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承办： 龙马潭区人民政府、泸州市西南商贸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450000 ㎡
内容： 白酒、啤酒、葡萄酒等各酒种和酒类全产

业链
电话： 18715727748

邮箱： 787088101@qq.com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0/29—2021/11/02
城市： 泸州
地点： 泸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酒业协会
承办：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四川省经济合作局、
泸州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80000 ㎡
内容： 特色扶贫产品、跨境电商、义务小商品、

川渝滇黔特色商品等
电话： 18715727748
邮箱： 787088101@qq.com
网址： http://www.ciade.cc/

眉山市
2021 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眉山
地点： 青神县国际竹产业展览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竹产业

协会
承办：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眉山市人民政府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竹产品展示展销

第十三届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眉山
地点： 眉山市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承办：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眉山市人民政府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眉山泡菜、特色食品展示展销

内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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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 · 资中第五届血橙节
时间： 1 月初
城市： 内江
地点： 资中县
主办： 资中县农林局
承办： 资中县资中血橙协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资中血橙展销

2021 年川渝新春欢乐购
时间： 1 月中旬
城市： 内江
地点： 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 待招标确定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内江、宜宾、大足等地特色农产品展销

第二十八届内江汽车文化周
时间： 7 月中旬
城市： 内江
地点： 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内江日报社、内江广播电视台
承办： 待招标确定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展销

第十七届甜城美食文化节
时间： 7 月下旬
城市： 内江
地点： 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市商务局
承办： 待招标确定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内江、宜宾、大足等地特色美食展销

台湾省

台北市
2021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3/03—2021/03/06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90000 ㎡
内容： 电动车；轻型电动脚踏车、电动踏板车、

电池 / 蓄电技术及配件、新技术、电动车
销售设备、电动车论坛、电动自行车创新
奖、新品展示、销售 / 维修及保养设施；
城市自行车及整车；复古和经典款式自行
车、单速车及固定齿轮自行车、山地自行
车、折叠自行车、城市公路自行车、儿童
自行车、女士自行车、全地形自行车、越
野自行车、泥地自行车、自行车设计 / 改装、
概念自行车；零配件；变速器、刹车系统、
把手、轮胎、座椅、车灯、反光镜、速度
指示器、脉搏测试器、GPS 设备、传动系统、
儿童安全座椅、车用篮架、固定系统等

网址： www.taipeicycle.com.tw

台北国际体育用品展
时间： 2021/03/03—2021/03/06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各类运动用球、健身器材、溜冰器具、滑

水用具、露营用具、运动服饰、体操设备、
运动器具及休闲活动用品等

网址： www.taispo.com.tw

2021 智慧城市展
时间： 2021/03/23—2021/03/26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台湾智慧城市

产业联盟、台北市电脑公会
行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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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智慧医疗、智能建筑、智慧教育、智慧能源、
智能交通、智能安防、智慧水务等

电话： 02-25774249
传真： 02-25778095
网址： smartcity.org.tw

2021 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
时间： 2021/03/26—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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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烘焙设备暨烘焙整厂设备、烘焙原物料及

烘焙食品、烘焙器具及加工机械、烘焙名
店街、餐饮、冷冻、冷藏设备、主题活动
展示、包装设备、材料、礼盒、DIY 器具
及资材、烘焙相关产品、咖啡及餐饮原物料、
咖啡机器、设备及器具、饮料相关产品等

电话： 02-28825741
邮箱： office@bakery.org.tw
网址： www.tibs.org.tw

2021 第 37 届台北国际汽机车零配件展览
会
时间： 2021/04/14—2021/04/17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汽车零件区、汽车照明区、汽车改装及配件、

汽车制造、检修及修护工具与设备区、车
身美容及保养、电动车及相关零配件、设备、
智能运输系统及解决方案、机车零配件区、
一般成车及重型机车区、骑士人身部品区、
机车维修暨制造设备区等

电话： 020-27255200
网址： www.taipeiampa.com.tw

2021 台北国际酒展 ‧ 纯酒展
时间： 2021/04/16—2021/04/19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葡萄酒、威士忌、精酿啤酒、清酒、水果酒、

气泡酒、特色酒庄、饮酒器具等
电话： 02-26596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 tws f / t a i -

peispring

2021 智慧显示与触控展览会
时间： 2021/04/21—2021/04/23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贸易中心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IT 通讯
内容： FT/LTPS/OLED、电子纸 / 量子点 / 透明

显示、软性显示 / 印刷电子、穿戴显示 /
汽车显示 / 工业显示、LED 显示 / 触控与
辨识技术、VR/AR 技术与应用、Micro/
MiniLED 产品 / 解决方案、LED 微晶粒
制造 / 磊晶技术、巨量移转、检测 / 修补
与缺陷管理、驱动与控制芯片与补偿解决
方案、微组装设备与材料、点胶设备与材料、
贴合设备与材料、覆晶 / 固晶 / 固化设备
与材料、小间距 LED 显示墙等

电话： 02-27293933
邮箱： show@teeia.org.tw
网址： www.touchtaiwan.com

2021 年台北国际礼品文具暨文创展
时间： 2021/04/22—2021/04/2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一般礼品区：一般礼赠品、节庆派对、提

袋、背包、服饰、手套、鞋袜、首饰、钟
表、露营 / 登山 / 运动休闲风格用品、园艺、
户外风格家举、3C 产品及配件、电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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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创意电子；文具及办公用品区：文具、
办公室用品、教学辅助用具、学校用品；
印刷暨包装设计区：图像处理、印刷 / 包
装设计、设备及服务；创意设计区即品牌
授权区：设计师商品、创意生活小物、工
艺时尚、文创设计、职人匠师商品、设计
奖获奖厂商、授权商、代理商、肖像 / 品
牌持有者、数字影视娱乐、授权服务等

电话： 020-27255200
传真： 020-27227324
邮箱： giftionery@taitra.org.tw
网址： www.giftionery.net

ATLife2021 台湾辅具暨长期照护大展
时间： 2021/05/06—2021/05/09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国立阳明大学 ICF 暨辅助科技研究中心、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运动复健与乐活：运动复能复健、AR/VR

交互式体感运动、共融设施、玩具与游戏、
长照乐活；智慧照顾：智能照顾呼吸照
护、照护自动装置、ICT/IoT/AI 整合照
护、远距照护、信息整合系统服务、智能
生活、智能医疗、新材料、新设计；行天下：
行动辅具 ( 手杖 / 助行器 / 轮椅 / 代步车 )、
福祉车暨改装组件、长照交通服务、座垫、
行动辅具摆位系统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atlife@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ATLife

2021 台北国际计算机展览会
时间： 2021/06/01—2021/06/04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国际贸易中心
主办： 台北市计算机商业同业公会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边缘运算、高
效能运算、信息安全、电竞、创新与新创
等

电话： 020-27255200
邮箱： computex@taitra.org.tw
网址： www.computextaipei.com.tw

台湾国际食品展会
时间： 2021/06/23—2021/06/26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蔬菜水果、生鲜农产食品、酒类、咖啡、茶、

饮料、肉类及乳制品、休闲食品、有机食品、
素食及有机食品、水产食品、冷冻调理食品、
糖果饼干、食品添加物、烘焙食品、冰品
等

邮箱： foodtaipei@taitra.org.tw
网址： www.foodtaipei.com.tw

2021 台湾国际饭店暨餐饮设备用品展
时间： 2021/06/23—2021/06/26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饭店及餐饮设备、烘焙设备、餐具器皿、

清洁洗涤洗衣设备及原料、寝具灯饰、客
房备品、家电影音设备、事务管理及安控
系统、物流宅配服务、食材及调味酱料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87536256
邮箱： teven.hsu@chanchao.com.tw
网址： www.taiwanhoreca.com.tw

台湾电子游戏机国际产业展
时间： 2021/07/08—2021/07/10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浩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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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屏幕类机台、骑乘类机台、嘉年华类机台、

大型竞赛类机台、一般娱乐类机台、数字
休闲娱乐设备、虚拟现实 3DVR 产品、主
题乐园游乐设施、网咖产业相关软硬件设
备、线上游戏、电脑游戏、次世代主机等
相关软硬件设备、屏幕、机座、木箱、摇
杆等配备及制造有关之零件器材、电玩相
关出版品、杂志、媒体、展览单位与网站
等

电话： 02-27607407
邮箱： gametime@taiwanslot.com.tw
网址： www.gtiexpo.com.tw

2021 展昭台北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21/07/09—2021/07/1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展昭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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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文创相关商品、宠物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87536256
邮箱： aquapets@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petsshow/

taipei/

2021 亚洲美容保养 . 生技保健大展
时间： 2021/07/22—2021/07/2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内容： 容 器 设 计： 瓶 器 生 产 & 后 制 加 工、 压

头、软管、配件；代工：OEM/ODM 代工、

设计生产；包装与包材：一级包装及二级
包装；印刷和标签：印刷贴标、编码、标
签；原料与检测：原料和半成品、配方检
定测试；生技美容及身体护理：护肤及身
体护理产品；新兴美容科技：居家美容仪
器、肌肤检测、穿戴式配备；天然有机 /
清真：绿化环保及天然有机、清真化妆品；
身心保健：保健食品、美体辅助食 ( 饮 ) 品、
营养咨询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bioclub@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healthcos

2021 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
时间： 2021/08/18—2021/08/21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展昭国际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日报
行业： 机械工业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工业自动化：工业计算机、工业控制系

统 (SCADA、MES 等 )、传感器与驱动器、
嵌入式系统、组装及搬运系统、系统 / 制
程仿真、工业控制器 / 组件 (PLC)、电控
配线器材、马达、减速与变速机、检验量
测设备；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 / 机械
手臂、无人搬运装置、机器视觉、人工智
能 (AI)、关键零组件；工业自动化通讯技
术与软件：工厂管理软件、工业 IT 软件、
工业物联网、网络安全、大数据、云端运算、
扩增实境 (AR)/ 虚拟现实 (VR) 等

电话： 02-26596000
邮箱： automation@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Au toma-

tionTaipei

2021 台湾机器人与智能自动化展
时间： 2021/08/18—202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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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社团法人台湾智能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智能工厂 ( 工业自动化软件应用 )：工厂

自动化系统整合方案、工业物联网、企业
资源规划 (ERP)、无线自动化数据采集与
监控系统 (SCADA、MES 等 )、质量控制
解决方案、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虚
实整合系统 (MR)、增强现实 (AR)/ 虚拟
现实 (VR)、识别系统、FA 设备与系统、
无线通信设备 / 模块、SDN 系统、传感器
网络系统、工厂节能系统、风险管理系统、
网络安全、开发与咨询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automation@chanchao.com.tw
网址： www.tairos.tw

2021 台北国际冷链科技展
时间： 2021/08/18—2021/08/21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冷链协会、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
承办： 物流技术与战略杂志社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冷库制冷与保温工程：制冷系统、机组

设备及配件、拼装式冷库及配件、冷库门、
门封、升降平台、冷库专用照明设备、冷
库设计、施工及维护单位、管道、管材连
接件、阀门及配件、加湿及除湿技术、密
封材料、保温绝缘材料、保温板；保温系
统及材料：智能温控技术与远程监控系统、
加湿及除湿技术、密封材料、保温绝缘材
料与保温板、管材连接件、阀门及配件等

电话： 02-26596000
邮箱： akie@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coldchain

2021 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展 - 秋季展
时间： 2021/09/24—2021/09/27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 上联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内容： 连锁美食、手摇饮料、创业顾问、设备器材、

经销代理与创新科技等
电话： 02-25235118
邮箱： afpt@franchise.org.tw
网址： www.franchise.org.tw

2021 台北纺机展
时间： 2021/10/13—2021/10/15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贸易中心
主办： 台湾纺织业拓展会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纤维、纱线、布料、成衣、服饰、辅料、配件、

缝制设备、纺织机械及相关技术和服务等
电话： 020-23417251、2331
邮箱： titas@textiles.org.tw
网址： www.titas.tw

2021 世界猫咪博览会
时间： 2021/10/14—2021/10/17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湾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展昭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猫科医学会
行业：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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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文创相关商品、宠物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26596000
邮箱： aquapets@chanchao.com.tw
网址： www.aquapets-sho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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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台北国际摄影器材暨影像应用大展
时间： 2021/10/14—2021/10/17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台北市摄影器材商业同业公会
承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摄录影主要器材：世界各大厂牌数码相机、

传统相机等；摄录影相关设备：镜头、脚架、
电池、望远镜等；摄录影周边配件：内存卡、
硬盘、保护设备等；影视相关设备：摄像
头播放器材等；摄录影应用软件：计算机
图像传输处理软件、视频播放器等；影像
印制相关：图像印制机器、耗材等；影像
显示设备：显示器、电视、数字相框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photo@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digital

2021 台湾国际镭射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技术
内容： 脸部辨识、虹膜辨识、自动驾驶、机器视

觉、手势辨识、夜间监视、激光自动对焦、
无线耳机、扫地机器人、无人机、VR/AR、
物联网、算法、磊芯片、准直透镜、绕射
光学元件、ASIC 芯片、滤波片和探测器
等关键元件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laser@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

台湾电路板产业国际展览会
时间： 2021/10/20—2021/10/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TPCA 台湾电路板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电路板制造本业区：单层板、双面板、多

层板、HDI、ICSubstrate、陶瓷板、铝
基板；电路板检测设备：AOI 检测设备、
非破坏性检查设备、量测设备；电路板原
物料、化学品区：铜箔基板、电镀液、蚀
刻液；电路板干、湿制程设备：钻孔机、
曝光机、收放板机、电镀线设备等

电话： 06-33815659
邮箱： show@tpca.org.tw
网址： tw.tpcashow.com

亚太区农业技术展览暨会议
时间： 2021/11/11—2021/11/13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种子 / 种苗、植物健康管理、智慧农业与

温室技术、农业机械、灌溉系统设备、植
物工厂产品设备、花卉、其他服务等

电话： 02-27383898
邮箱： aat.sales@informa.com
网址： www.agritechtaiwan.com

2021 台北国际酒展
时间： 2021/11/19—2021/11/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葡萄酒、威士忌烈酒、啤酒、日本酒、水

果酒、气泡酒、利口酒、特色酒庄、品饮
器具、酒饮加盟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twsf/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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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台湾国际咖啡展
时间： 2021/11/19—2021/11/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社团法人台湾咖啡协会、展昭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咖啡设备、器具、咖啡原物料、成品、随身包、

滤挂、浸泡、速溶、红茶、调茶、花果茶、
吧台设备、资材、烘焙设备、点心、冰淇淋、
包装设备、材料、食品设备、器具、可可
原物料、设备、制品、咖啡类加盟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coffee

2021 台湾国际食品暨设备展
时间： 2021/11/19—2021/11/22
城市： 台北
地点： 台北南港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食材类：综合消费食品、烘焙食

品、生鲜、水产、肉品、冷藏冷冻调理食品、
保健食品及用品、机能性食物、食品添加物、
饼干糖果、饮料果汁、食品加盟；设备类：
机械设备、餐饮设备、检验设备、食器厨具、
小型电器、包装材料设备与容器、条码与
物流辨识科技、冷链物流仓储、设备加盟；
网络人气美食类：方便快餐、快餐、调味料、
烘焙糕点、小吃特产、饮料甜品、各式伴
手礼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food

高雄市
亚太国际风力发电展

时间： 2021/03/10—2021/03/12
城市： 高雄
地点： 高雄展览馆
主办： 茵康国际会议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风力发电、生质能源、太阳光电、洋流发

电等
电话： 02-27232213
邮箱： wea@intercon.com.tw
网址： www.windenergy-asia.com

2021 展昭高雄宠物用品展 - 抢先场
时间： 2021/04/09—2021/04/12
城市： 高雄
地点： 高雄巨蛋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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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保健用品、宠物行为训练辅助、宠物
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26596000
邮箱： aquapets@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petsshow/

kaohsiungARENA

高雄自动化工业展
时间： 2021/05/19—2021/05/22
城市： 高雄
地点： 高雄展览馆
主办： 联合报系经济日报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5000 ㎡
内容： 工具机、智能机械 (AI/ 机器人 )、产业机械、

五金零组件、自控检测、发明技转暨新技
术等

电话： 07-2211234
传真： 07-2727387
邮箱： expo@udn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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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edn-mcshow.com

2021 展昭高雄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21/12/10—2021/12/13
城市： 高雄
地点： 高雄展览馆
主办： 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业公会、展昭国际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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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文创相关商品、宠物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87536256
邮箱： aquapets@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petsshow/

kaohsiung

台中市
2021 展昭台中宠物用品展
时间： 2021/05/14—2021/05/17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主办： 台湾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展昭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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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相关服务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87536256
邮箱： aquapets@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petsshow/

taichung

2021 台湾户外用品展 - 出走台中

时间： 2021/05/14—2021/05/17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主办： 台湾户外品牌联盟 (T.O.G.)、展昭国际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内容： 户外服饰：机能性服饰、帽类、魔术头巾等；

露营车、露营拖车等；登山露营：登山用
品、露营用品、野餐具、包包类、行动冰箱、
刀具、灯具照明类、车顶帐、车顶架、防
蚊液、眼镜、手套、伞、攀岩设备、炉具等；
水类用品：一切水上活动相关用品、潜水类、
呼吸力训练器、钓具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taiwanout-

door/taipei

2021 台中国际茶、咖啡暨烘焙展
时间： 2021/07/08—2021/07/11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原生茶叶、加味茶及茶制品、茶具与制茶

设备、咖啡 & 咖啡制品及设备、茶与咖
啡点心、农产、水产及畜产品、加工食品、
酒及饮料、烘焙食品、烘焙原物料、烘焙
设备及器具、冷冻、冷藏及餐饮设备等

电话： 020-27255200
邮箱： TeaCos@taitra.org.tw
网址： www.tcfb.com.tw

2021 台中国际酒展
时间： 2021/07/08—2021/07/11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主办：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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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葡萄酒、威士忌、精酿啤酒、日本酒、水果酒、
气泡酒、特色酒庄、饮酒器具等

电话： 02-26596000
传真： 02-26597000
邮箱： imc@chanchao.com.tw
网址： www.chanchao.com.tw/twsf/ ta ic -

hung

台湾五金展
时间： 2021/10/13—2021/10/15
城市： 台中
地点： 台中国际展览馆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工具暨配件、锁类、紧固件暨扣件类、建

材五金、园艺暨户外休闲用品、汽车修护
用品暨车用配件、五金机械暨厂房设备、
安全防护等

电话： 02-25954212
传真： 02-25955726
邮箱： imt@kaigo.com.tw
网址： www.hardwareshow.com.tw

天津市

2021 天津 ( 梅江 ) 年货展销会
时间： 2021/01/30—2021/02/0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承办： 天津星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面积： 25000 ㎡
内容： 中华老字号及名优品牌类；绿色农产品；糖、

酒、副食类；民俗文化、商品、工艺品类；
各地年俗、年文化、年庆用品、非物质文
化展演、手工艺品、年画、字画、图书、
音像出版物等

电话： 022-83711808
网址： www.tjnhexpo.com

碧海 ( 天津梅江 ) 春季钓具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3/04—20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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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饵、船、眼镜、竿、综合、发光棒、钩、轮、

线、网架、工具箱、伞、服装、钩、轮、饵、
灯、配件、椅子、包、线、帐篷等

电话： 010-62071529
传真： 010-82259813
邮箱： china@bjbhdj.cn
网址： www.bhdjz.com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天津 )
时间： 2021/03/12—2021/03/14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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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家具、
厨房电器、家纺家饰等

电话：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

中国 ( 天津 ) 国际不锈钢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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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展览股份集团
承办： 励威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铁素体不锈钢、马氏及奥氏体不锈钢、二

联不锈钢、钛及镍合金 ( 卷材、带材、板材、
棒材、线材、不锈钢丝、钢线、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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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不锈钢圆钢、不锈钢角钢、不锈钢扁
钢、不锈钢方钢、不锈钢管坯等 )；不锈
钢管、管件、法兰、阀门、泵、线材、丝材、
型材、铸件、压铸件；各种不锈钢、钛及
镍包装材料、高附加值不锈钢产品及不锈
钢制品 ( 不锈钢在汽车、轨道交通、医药、
食品、化工、轻工、电子、酒店用品、电梯、
建筑、装饰等行业的应用 )

电话： 021-60472525
邮箱： cipe2015@163.com
网址： www.lws-expo.com

天 津 国 际 汽 车 制 造 技 术 与 装 备 展 览 会 暨
2021 中国 ( 天津 ) 国际涂装、电镀及表面
处理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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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展览股份集团
承办： 励威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粉末涂装、汽车涂装线、家用电器涂装线、

机械手涂装、彩涂板与热镀锌、空气及无
气喷枪、磨擦静电喷枪等

电话： 021-60472525
邮箱： cipe2015@163.com
网址： www.lwnenglianghuishou.com

2021 中国 ( 天津 ) 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励威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表面处理及接缝技术、轻金属贸易和回收

等
电话： 021-60472525
邮箱： cipe2015@163.com
网址： www.lwa-expo.com

2021 中国 ( 天津 ) 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
业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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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促进委员

会机械行业分会、振威展览股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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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智能相机：黑白智能相机、线扫描智能相机、

彩色智能相机、CMOS	智能相机、ID	读
码器；板卡：黑白采集卡、图像压缩 / 解
压板卡、彩色采集卡等；软件包：图像处
理软件、机器视觉工具软件；配件：工业
相机、CMOS	相机、CCD	相机、面阵相
机、CAMERA － LINK	相机、行扫描相机、
红外相机、接口相机；工业镜头：FA	镜头、
高分辨率镜头、图像扫描镜头、聚光透
镜、远心镜头等；光源：LED	 光源、紫
外照明系统、红外光源、光纤照明系统等；
辅助产品：传感器、标定块、光栅、垫圈、
连线及连接器、电源、底板等

电话： 18717868938
传真： 021-61550069
邮箱： 809004723@qq.com
网址： www.xjzzexpo.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 ( 天津 ) 国际工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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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展览股份集团
承办：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90000 ㎡
内容： 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成套生产线、激光焊接产线、汽车
制造垂直产线及塑胶机械产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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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2-6622	4094
传真： 022-6622	4099
网址： www.ciex-expo.com

2021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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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8—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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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礼品玩具
面积： 30000 ㎡
内容： 传统工艺品、剪纸、刺绣、玉雕、藤铁工艺品、

水晶工艺、琉璃工艺、陶瓷、木雕、根
雕、铜雕、漆雕、贝雕、竹雕、石雕、骨雕、
陶塑、泥塑等；书法、国画、油画、水彩
画、版画、特意书法、国内外画廊、美术馆、
艺术品公司、工艺大师等；古代书画、名
人字画、古董、玉石、瓷器、纪念章、纪
念币、古钱币、古银器、古钟表、仿古文物、
文物复制品等；古典家具等

电话： 18822530929

2021 第 20 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
展览会
时间： 2021/03/26—2021/03/28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华轮展览有限公司、天津市轮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 天津市轮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0 ㎡
内容： 自行车、电动车整车及零配件；共享单车

及相关技术产品	 	童车及零部件；老年代
步休闲产品；新能源绿色交通工具	 	生产
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及技术工艺、材料；
运动休闲用品、装备；互联网及专业媒体
等

电话： 022—26437027、26438743
传真： 022-26434768

邮箱： hualunzhanlan@163.com
网址： www.norbicycle.com

2021 年京津冀 ( 天津 ) 广告标识、数码印
刷办公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4/10—2021/04/12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承办： 北京中创华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面积： 30000 ㎡
内容： 喷绘、写真、热转印、雕刻、切割、吸塑、

装裱、LED、标识标牌、户内外发光体等
电话： 0471-3245714
传真： 0471-2824228
网址： www.zchxhz.com

天津温泉泳池沐浴 SPA 展览会
时间： 2021/04/12—2021/04/14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沐博汇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面积： 40000 ㎡
内容： 温泉勘探、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温泉保健、

温泉养生、温泉投融资及服务等
电话： 13501303569、010-85758431
邮箱： 1391500541@qq.com
网址： edm.poolspa.cn

第 21 届天津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9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承办：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20000 ㎡
内容： 翡翠、和田玉、独山玉、密玉、寿山石、

青田石、鸡血石、寿山石、黄龙玉、岫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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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等
电话： 18822530929
邮箱： qiyang_expo@126.com
网址： www.zbzhan.cn

中国 ( 天津 ) 绿色建筑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宜居住宅产业和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
承办： 北京华众信展国际会议有限公司、天津华

众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绿色建筑成果与智能城市展区、绿色建筑

模板脚手架展区、装配式建筑展区、建筑
节能及新型建材展区、新型门窗幕墙展区、
空调系统展区、BIM 应用展区等

电话： 15210677933
传真： 022-59006233
邮箱： 3136898743@qq.com

2021 中国 ( 天津 ) 国际门窗暨木工机械产
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宜居住宅产业和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天津市钢结构幕墙和门
窗协会

承办： 天津华众会展有限公司、北京华众信展国
际会议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新型建筑节能玻璃、纯木门窗、铝包木门窗、

木铝复合门窗、铝合金门窗等
电话： 13261136733
传真： 022-59006233
邮箱： 446008263@qq.com

2021 第 5 届天津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时间： 2021/06/03—2021/06/05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中国企阳会展集团
承办： 天津企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面积： 30000 ㎡
内容： 餐饮食材、火锅食材、调味品、餐饮连锁

加盟展、餐饮设备及酒店用品等
电话： 18822530929
邮箱： qiyang_expo@126.com
网址： www.nhzhan.com

2021 中国 ( 天津 ) 机床展
时间： 2021/09/08—2021/09/11
城市： 天津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天津 )
主办：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50000 ㎡
内容： 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水切割机等各

种钣金数控加工设备；高速精密冲床、油
压机、液压拉床；激光切割机、激光打标机、
激光雕刻机其他相关等；各型面加工刀具、
组合刀具、非标刀具、刀具附件、磨削机械、
各类型磨具 ( 固结、超硬材料等 )；各类
千分尺、对刀仪、刀具测量仪、电动工具
等

电话： 021-60280798
邮箱： cme021@cme021.com
网址： tj.hpmte.com

2021 中国婚博会 ( 天津 )
时间： 4 月初
城市： 天津
地点：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主办： 北京金海群英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内容： 婚纱摄影、婚庆服务、结婚珠宝、婚纱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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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婚宴、婚庆用品等
电话： 4000365520
网址： expo.jiehun.com.cn/tianjin

2021 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
览会
时间： 2021/06/24—2021/06/27
城市： 天津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 天津 )
主办： 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国家会展中心 ( 天津 ) 有限责任
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150000 ㎡
内容： 绿色建筑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

生命周期品牌及综合解决方案；工程机械
设备；绿色施工技术及设备；新型模板架体、
爬模及爬架体系；智慧工地；扬尘噪声监
控系统；降尘减噪设备；环境监测系统；
特种设备监控；工程车辆监控系统；安全
管理系统；污水排放监控；智慧施工装备
等；海绵城市：地面生态道路应用材料；
雨水收集与再利用设备；地下综合管廊技
术及设备；水务及水业设备；市政给排水
系统及设备；城市水安全保障；种植屋面
系统；城市园林绿化与建设；人工生态湿
地；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等；
绿色建材：包括但不限于建筑构造、围护、
防护类等：基础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
新型内外墙建筑涂料；防水、防火材料；
吸音隔音材料；隔震减震材料；环保装修
装饰材料；地坪工业等

电话： 022-88517568			
邮箱： 022-88517568
网址： www.gibexpo.com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2021 年西藏新春藏历新年年货购物节

时间： 2021/01/23—2021/01/27
城市： 拉萨
地点： 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
主办：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承办： 拉萨市第三极民族特色商品展会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电话： 0891-6839377、6833875

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会
时间： 8 月 ( 暂定 )
城市： 拉萨
地点： 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
主办：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承办： 拉萨市第三极民族特色商品展会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其他
电话： 0891-6839377、6833875

第 2 届西藏自治区民族特色精品云展会 ( 线
上线下融合 )
时间： 2021/10/01—2021/10/05
城市： 拉萨
地点： 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
主办：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承办： 拉萨市第三极民族特色商品展会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其他
电话： 0891-6839377、6833875

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拉萨
地点： 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
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行业： 旅游酒店
电话： 0891-6839377、6833875

香港特别行政区

2021 香港国际影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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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3/15—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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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电视、动画、纪绿片、数码娱乐 / 游戏、

数码效果及音乐发行及制造公司、戏院商、
无线电视 / 有线电视 / 收费电视及卫星广
播公司、电台广播、网上平台、制作及后
期制作服务、影视技术及器材、娱乐事业
服务供应商、专利授权公司、电影节 / 电
影展主办机构、行业协会、融资、娱乐事
业专业服务等

电话： 852-25844598
邮箱： filmart@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国际宠物节
时间： 2021/03/18—2021/03/21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展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20000 ㎡
内容：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等
邮箱： marketing@petshow.com.hk
网址： www.petshow.com.hk

2021 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览会
时间： 2021/04/06—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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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斯沃琪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30387 ㎡
内容： 广告照明、吊灯廊、知识产权营商区、商

业照明、装饰照明、植物照明、灯饰配件、
家居照明、智能灯饰及照明方案、专业照明、
贸易服务及刊物、城市及建筑照明等

电话： 852-22404071、22404483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时间： 2021/04/13—20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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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物联网及语音识别技术、

延展实境、视听产品、汽车及车载电子产品、
知识产权营商区、连网家居、数码影像产
品、电子医疗及穿戴式电子产品、环保节能、
电子配件、电子游戏及电竞产品、电子制
造服务、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电子娱
乐、参展商展厅、健美产品、电子保健产品、
家用电器、移动电子产品及配件、办公室
自动化及设备、包装及设计、个人电子产
品、机械人科技和无人操控技术、保安产品、
初创、电讯产品、测检及认证服务、商贸
服务等

电话： 852-22404015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时装节
时间： 2021/04/20—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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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新娘礼服及晚装、袋子、时装饰品、时尚廊、

鞋履、紧身裤及袜子、时尚运动服装、手
套及围巾、婴儿及儿童服装、羊毛、国际
时装设计、服装辅料、内衣、布料及纱线
产品、针织服饰、时尚科技、男装廊、女
装廊、包装及设计、御寒服饰、测检及认
证服务、休闲服饰、商贸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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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2-22404384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hkfashionweek.hktdc.com

2021 香港家庭用品展
时间： 2021/04/20—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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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44279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艺术与工艺品、人造花饰、婴儿用品、浴

室用具、美容及个人护理产品、蜡烛及家
居香氛、清洁及洗衣产品、咖啡精品、自
行装配产品、环保产品、节庆家居装饰、
家具、园艺及户外用品、保健用品、家庭
电器、家居办公空间 ( 新 )、家居装饰品
及手工艺品、厨具及厨房小器具、宠物用
品、长者用品、贮物设备、餐具、商贸服务、
品酒用具及配件等

电话： 852-22404609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婴儿用品展
时间： 2021/04/27—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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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廊、婴儿寝具及家具、婴儿时尚坊 ( 婴

儿衣服、鞋及配饰 )、婴儿护肤及沐浴产品、
智能婴儿产品、婴儿玩具、游戏及教学用品、
婴儿消耗用品、育婴用品、健康及家居安
全用品、孕妇用品、有机婴儿用品、婴儿
手推车及婴儿椅等

电话： 852-25844513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礼品及赠品展
时间： 2021/04/27—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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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宣传礼品及赠品、美容及健康产品、公司

礼品、文创礼品、时尚饰品、小型摆设及
装饰品、陶瓷礼品、绿色礼品、授权礼品、
包装产品、派对及节庆用品、画框及相架、
文具及纸品、科技礼品、检测及认证服务、
玩具及婴儿用品、商贸服务、旅游及户外
用品、钟表等

电话： 852-22404560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hkgiftspremiumfair.hktdc.com	

2021 第 47 届香港国际玩具展
时间： 2021/04/27—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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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运动用品及游乐场设备：单车、滑板车、

运动服装户外运动配件 , 充气玩具及游乐
场设备及球类、运动用品、健身用品及仪
器；大童世界：汽车模型、火车模型、飞
机模型及军事武器模型、压铸模型、动作
玩偶及作保藏用途的洋娃娃及限量版和保
藏玩具；新时代智能玩具：应用程序玩具
及配件、手机游戏、游戏软件设计、智能
电话配件、iPhone 配件、智能电话系统
及智能电话应用软件等

电话： 852-22404439
传真： 852-28240026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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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香港潮流精品展
时间： 2021/04/28—202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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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时尚 ( 主要展出珠宝首饰、宝石、腕表、

时装、配饰及眼镜 )；生活时尚 ( 主要展
出特色礼品、时尚生活用品、玩具、创意
小物及科技产品 ) 等

电话： 852-22404327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hklifestyleshowcase.hktdc.com/sc

2021 香港国际授权展
时间： 2021/06/11—2021/06/15
城市： 香港
地点：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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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1830668
邮箱： licensingshow@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hklicensingshow

2021 第 35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第 16 届
商务会奖旅游展
时间： 2021/06/17—2021/06/20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汇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汇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酒店
内容： 航空公司、机场服务、景点、博物馆、主

题公园、邮轮假期、租车、租船、铁路公
司、蜜月旅行、海外婚礼、酒店、住宿供
货商、国家旅游局、业界协会、会议推广
机构、旅游界信息科技、其他旅游相关
的产品、服务、特别主题旅游 ( 历奇、赌
场、自驾游、美食与美酒、高尔夫球、滑

雪、运动观光、游艇、文化与遗产、生态、
绿色、可持续发展旅游、野生动物园等等 )、
游学团、青少年旅游、旅行社、业内媒体、
刊物、咨询、教育、培训、旅游保险、银
行服务、保健及医疗旅游 ( 医院、医疗及
保健中心、水疗、美容中心、温泉等等 )
等

电话： 852-31550600
传真： 852-35201500
网址： www.itehk.com

2021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 六月展 )
时间： 2021/06/24—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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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奢侈品
面积： 70000 ㎡
内容： 古董及古典首饰馆、珊瑚馆、CORE 展

馆、设计师创意廊、钻石馆、时尚首饰馆、
翡翠廊、珠宝精品馆及宝石精品馆、珠宝
首饰馆、成品首饰馆、珠宝鉴定区、宝石
馆、珠宝配件区、珠宝托件区、培育钻石
馆、包装、工具及设备馆、珍珠馆、银饰馆、
不锈钢首饰馆、科技馆等

电话： 020-86660158
传真： 020-86677120
邮箱： info-china@informa.com
网址： exhibitions. jewellerynetasia.com-

9jg、zh-cn、

2021 香港国际珠宝展
时间： 2021/07/02—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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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珠宝首饰：钻石首饰、宝石首饰、黄金首饰、

翡翠首饰、铂金首饰、南洋珠首饰、大溪
地首饰、白金首饰、琥珀首饰、珐琅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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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珠首饰、澳宝首饰、半宝石首饰、合
成宝石首饰、古董首饰、铸币首饰、纯银
首饰、不锈钢首饰、钛首饰；珠宝配件：
珠宝陈列及包装用品、宝石托、珠宝卡扣、
珠宝盒、钟表盒等

电话： 852-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hkjewelleryshow.hktdc.com/sc

2021 香港时尚汇集
时间： 2021/07/05—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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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手袋、鞋履、小皮具及时尚配饰、服饰、

旅行用品等
电话： 852-28276211
传真： 852-37497346
邮箱： sales@aplf.com
网址： www.fashionaccess.aplf.com

2021 亚太区皮革展
时间： 2021/07/05—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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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生皮、半制成革、皮坯、制成革、动物皮革、

稀有皮革、毛皮、裘皮、鞣制及涂饰机械
及零部件、鞣制用化学剂、复合物、服务
等

电话： 852-28276211
传真： 852-37497346
邮箱： sales@aplf.com
网址： www.fashionaccess.aplf.com

2021 香港时尚物料展

时间： 2021/07/05—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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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再生物料、合成、创新功能物料、梭织及

天然材料、鞋材、时尚硬配件及配饰、制
造用品、机械、工具及供应、创新时尚技术、
服务等

电话： 852-28276211
传真： 852-37497346
邮箱： sales@aplf.com
网址： www.fashionaccess.aplf.com

2021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时间： 2021/07/14—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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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及体能训练、健康与保健用品、球类
及拍类器材、溜冰及滑板用品、滑雪配件、
电子运动装备、各类护具、运动服装及配件、
水上运动装备及钓鱼用品、瑜伽服饰及配
件等

电话： 852-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贸发局香港书展
时间： 2021/07/14—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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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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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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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品、各类文具及印刷品等
电话： 852-22404095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hkbookfair.hktdc.com

2021 第 16 届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
时间： 2021/07/26—2021/07/29
地点：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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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广告及标识、数码印刷及 3D 打印、食品

及饮料包装方案、绿色印刷及包装方案、
创新零售陈列方案、包装服务、印刷、包
装设备及系统、服饰印刷及包装方案、印
刷耗材及包装材料、印刷服务等

电话： 0755-88261036
传真： 0755-88312108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美食博览
时间： 2021/08/12—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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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
内容： 食品及饮品：面包、糕点、饮品 ( 酒精

类 )、饮品 ( 非酒精类 )、零食及饼干、罐
头、冰鲜食品及加工食品、中药、方便食品、
奶类制品、新鲜食品及蔬果、健康及有机
食品、配料、肉类及家禽、饭、榖类制品、
烹调原料及调味品、海鲜、糖果；食品包装、
标签、物流及服务；食品处理产品、食品
科技、机械及服务；食品及农业科技区；
清真食品和饮品等

电话： 852-22404325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美与健生活博览
时间： 2021/08/12—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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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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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及护发用品；
香体用品；美甲用品；养生保健产品；美
容及健身服务供应商；护齿用品及配件等

电话： 852-22404327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钟表展
时间： 2021/09/08—202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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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成表、时钟、机械及设备、智能手表 ( 原

件制造 )、包装用品、配件及零件、商贸
服务等

电话： 852-1830668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2021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 九月展 )( 第一
期 )
时间： 2021/09/17—2021/09/21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行业： 珠宝奢侈品
面积： 13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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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6660158
传真： 020-86677120
邮箱： info-china@info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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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exhibitions. jewellerynetasia.com-
9jg、zh-cn、

2021 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
时间： 2021/09/28—2021/09/30
城市： 香港
地点： 亚洲国际博览馆
主办： 全球产品会展有限公司 (GPE)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新鲜水果 / 蔬菜、鲜切及即食产品、异国

产品、有机产品、土豆、干果和坚果、香
草及香料、包装、分级、筛选、运输、物流、
食品处理、储存及回收、质量控制、货架
布置、电脑及互联网解决方案、市场营销
/ 市场调研、咨询顾问、记者及媒体、技
术服务、培育系统、种植材料、种子等

电话： 021-80286170
邮箱： contact@gp-events.cn
网址： www.asiafruitlogistica.com

2021 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时间： 2021/10/13—202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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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通用半导体、功率半导体器件、嵌入式系统、

传测器、微机电系统、印刷电路板和其他
电路载体及电子制造服务、连接技术、线
缆、开关和键盘、无源组件、电机 / 驱动
组件、组件和子系统、微波技术、电源供应、
智能装置元器件、半导体和组件制造设备
和后勤保障设备、微机电系统技术的生产
器材及后勤服务、印刷电路板及其他电路
载体的生产器材、装配件 , 预制件及混合
电件的生产器材及后勤服务、电子设计自
动化、测试和测量技术等

电话： 852-22404504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electronicasia.com/sc

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时间： 2021/10/13—2021/10/16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香港贸易发展局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建筑科技及医院家具、医院仪器、复康及

长者护理用品、医疗用品及消耗用品、商
贸服务及刊物、保健护理世界、化验室设
备及生产方案、生物科技等

电话： 852-22404161
邮箱： douglas.lau@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亚洲礼品及赠品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香熏产品、工艺及装饰品、时装配饰及服

装、花艺装饰、包装制品、个人护理 , 保
健及卫生间用品、赠品、电子消费品 , 小
器具及资讯科技产品、文具 , 办公室文仪
用品 , 纸制品、其他礼品及赠品、原创及
以设计为本的产品、富创新功能及特色的
产品、设计品牌及授权产品、设计师产品
系列、创新设计服务及技术应用方案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玩具及婴儿用品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内容： 玩具类：球和充气玩具、压铸 / 机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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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物、益智玩具和游戏、电子玩具和
游戏、模特 , 爱好和工艺品、户外运动用品、
毛绒玩具和娃娃、填充毛绒玩具、骑乘玩具、
玩具零配件；婴儿用品：婴儿玩具、婴儿
和幼儿产品、婴儿床 , 婴儿床和婴儿床上
用品、可折叠婴儿推车、婴儿襁褓及揹带
产品、婴儿及儿童家具、婴儿玩具和游戏、
婴儿礼品套装、孕妇及婴儿护理产品、婴
儿服装和鞋类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家品及餐厨用品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浴室物品、寝室用品、清洁用品、家用电

器、五金 , 自助安装 , 家居美化及维修产品、
家居用品、厨房及餐桌用具、竉物护理用品、
储存及展示用品、仿古制品、美术品、家具、
花园 , 亭园 , 户外 , 阳台 , 露台用品、灯饰
用品、地毯 , 地垫及地板、家居陈设品及
家用纺织品、墙面及窗户装饰、一般玻璃
制品、花艺装饰、纪念性及室内摆饰、其
他家居用品及家居装潢、家用纺织品、卧
室纺织品、地毯及装饰挂毯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圣诞及节日用品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人造花、气球、圣誔装饰品、圣誔树、发

光小玩具、特色灯具及灯笼、派对用品、
花环、节日产品、蜡烛及香薰、包装纸 ,
丝带及丝带结、烟花 , 灯笼及节日灯饰、
节日装饰照明、圣诞灯饰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运动用品展
时间： 2021/10/20—2021/10/23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球类、球拍及球类运动用品、健身器材及

配件、专项运动器材及相关用品、运动服
及运动鞋、户外运动及装备、露营及户外
用品、运动安全及防护用品、潜水及水上
运动用品、其他运动用品及配件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文具展
时间： 2021/10/27—2021/10/2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文具、办公室用品、文具礼品及宣传品、

纸品、学校用品、儿童及学前文具、计算
机外设设备及配件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礼品及旅游用品展
时间： 2021/10/27—2021/10/2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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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广告礼品、工艺及装饰品、宣传赠品、企

业礼品、装饰性礼品、电子及科技礼品、
纪念品、礼品包装及制品、个人护理及保
健产品；旅游用品类：旅行袋、行李箱、
公事包、各类手袋及皮具产品、背包、手
提电脑袋、证件袋套及银包、电子装置旅
行专用配件、行李牌及带扣、行李箱保护套、
儿童旅游用品及装备、旅行颈枕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亚洲陶瓷五金卫浴展
时间： 2021/10/27—2021/10/29
城市： 香港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主办： 康亚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淋浴配件、浴室套装、卫浴洁具、卫浴电器、

厨房及浴室纺织用品等
电话： 852-27006726
邮箱： cs@comasia.com.hk
网址： www.mega-show.com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时间： 2021/10/27—202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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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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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22404935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香港国际环保博览
时间： 2021/10/27—202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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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过滤系统、空气污染及废

气排放监控、空气净化及除臭技术与设备、
脱硫及除尘技术与设备、气体、烟雾、化
学品监控及处理设备、室内空气质素技术
及系统；环保产品：可生物降解及环保原
材料、可生物降解产品、再生产品、可生
物降解之塑胶产品、纳米技术及材料、有
机产品、循环再造纸品、循环再造塑胶产
品等

电话： 852-25844333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
时间： 2021/10/27—202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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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户外及公共照明、专业照明、户外广告照明、

植物照明、室外照明解决方案及系统等
电话： 852-22404161
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香港国际眼镜展
时间： 2021/11/10—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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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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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
等

电话： 852-2240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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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hibitions@hktdc.org
网址： www.hktdc.com

香港国际美酒展
时间： 2021/11/11—202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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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类饮品：葡萄酒、白兰地、有气葡萄酒、

威士忌、鸡尾酒、龙舌兰酒、米酒、烈酒、
啤酒、日本清酒、香槟酒、伏特加、烧酒、
黄酒；酒类配件、器具及服务：酒杯及玻
璃制品、盛酒瓶、开瓶器、酒瓶塞、冰桶、
酒架酒类装瓶、包装服务、品酒旅游、吐
酒器、恒温酒柜 / 箱 / 桶、酒袋、鸡尾酒
调酒器、酒桶、酒类标签、酒类贮存及运输、
贸易商会等

传真： 852-22404058
网址： exhibitions@hktdc.org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2021 第 14 届新疆新春年货博览会
时间： 2021/01/23—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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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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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禽、粮油；全国各地特色
食品、绿色有机产品、品牌食品、礼品、
服装家居、母婴儿童用品、化妆品、日用
消费品、家用电器；民俗文化、工艺品、
娱乐游戏、玩具、游乐设施等

电话： 13629925187

2021“ 一带一路 ”新疆暖通展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电供暖委员会、中

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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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内容： 供热供暖采暖设备及技术：电采暖、锅炉、

空气能、散热器、太阳能、空调、热水器；
换热器等；地面供暖新技术及配套产品：
加热电缆、电热膜、石墨烯采暖等；燃气
技术设备、壁挂炉；空调及新风设备：室
内通风系统；中央新风除系统；空气净化
及新风置换；暖通空调及新能源；净化治
理；功能材料；检测仪器等

电话： 0991-6997686、13109913216
传真： 0991-6997686
网址： www.xjsle.com

2021 中国 ( 新疆 ) 环卫及城乡环境卫生设
施展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励威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环卫机器人及车辆：环卫清拾机器人、保

洁机器人、道路清扫机器人、清扫冲洗一
体式环卫机器人；环卫车、智能无人驾驶
环卫车、扫雪车、扫路车、洒水车、餐厨
垃圾车、垃圾运输车、城市家具清洗专用车、
环卫车、吸污车、保洁车、渣土车、垃圾
专用车、吸粪车、新能源环卫车、电动环
卫车 ( 电动清扫车、电动保洁车、电动垃
圾运输车、电动垃圾收集车、电动环卫车、
电动扫路车 ) 等

电话： 1592108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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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一带一路 ”新疆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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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北展盛世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医学影像、远程移动智能监

护医疗、诊断治疗设备、手术器械及耗材、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疗信息化、新型医
疗仪器和医用配套仪器、急救设备及器材、
应急救护装备、应急指挥系统、急救运输
工具、生命信息检测及支持类设备等；康
复医疗：康复器具、康复护理、智慧医疗、
医疗美容、中医美容技术及治疗仪、健康
管理和检测等

电话： 13109913216
传真： 0991-6997686
邮箱： bzdf2018@163.com
网址： www.xigyzz.com

2021 新疆国际交通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工程设施分会、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亚欧大陆桥物流分会、冠
县交通设施商会

承办： 新疆蜂巢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交通成果展示区：铁路、公路、机场、桥

梁及投融资机构等相关项目建设成果及工
程形象展示；智能交通展示区：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导航设备及系统、高速公路信
息化、ETC、智能停车、智能公交、驾考
系统、电子监控、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数
字大屏等；交通安全与设施展示区：交通
警察执法装备、岗亭、信号控制系统、应
急救援及通讯设备、道路监控技术产品及
解决方案、交通标志、护栏、照明、路障、

反光材料、标线材料、标线设备、道闸控制、
停车场设施、车位锁及汽车防盗装备系统
等

电话： 0991-8730089
邮箱： anfca@sina.cn
网址： www.xjlte.com

2021 新疆国际广告四新展览会
时间： 2021/04/24—2021/04/26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告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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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广告制作技术设备：数码喷绘设备、影像

写真设备、雕刻切割设备、压克力吸塑设
备、桌面打印技术与设备、大幅面打印设备、
丝网印与热转印设备、装裱、拼接、装订
设备、彩色印前系统、彩色胶片制作设备
快速印刷器材与设备标识、标牌制作技术
设备、证卡设备；印刷包装办公设备：制
版印刷一体化速印机和油印机、小胶印机、
重氮复印机 ( 晒图机 )、静电复印机、数
字式多功能一体机、数字印刷机、轻印刷
机、喷墨复印机等复合、上光、烫压、模切、
分切、配页、胶装机、装订等机械设备等

电话： 18199323800
传真： 4006773709
网址： www.xjggz.com

2021 第 8 届亚欧光电展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土木建筑学会
承办： 新疆土木建筑学会照明专业学术委员会、

新疆机械工程学会 LED 照明技术专业委
员会

行业： 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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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2000 ㎡
内容： 道路照明、景观照明、商业照明、家居照

明、体育照明、园林照明、装饰照明、工
业照明、教育照明、汽车照明、防爆照明、
LED 显示屏、太阳能照明、医疗照明、光
影秀、LED 植物工厂等

电话： 0757-81857331

2021 首届新疆建筑电气展暨智能家居展览
会
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土木建筑学会
承办： 新疆土木建筑学会建筑电气专业学术委员

会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12000 ㎡
内容： 建筑电工电气：电器附件及电工材料、供

配电及能源管理、电源、仪器、仪表及工
具、电气节能改造装置、控制系统及调光
设备、开关、插座、防雷电气系统及装置；
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智
能遮阳系统、影音视讯系统、空调及制冷
系统、系统集成、综合布线系统、对讲监
控及家居安防等

电话： 0991-8725398

2021 节能环保展览会
时间： 2021/05/19—2021/05/21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能协会、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 乌鲁木齐善道久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节能环保
内容： 节能风机和空压机、节能制冷系统、节

能热泵和高效热交换器、余热余压回收技
术与装备、节能型锅炉、节能高效电动机、
节能高效变压器、高低压变频器等

电话： 0991-7769359

2021 新疆国际绿色建筑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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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绿色建筑成果展区：主要通过图片、沙

盘、模型和多媒体式形式 , 展示各绿色生
态城区和智慧城市的生态设计、房地产开
发企业、现代建筑施工企业、建筑构造技术、
建筑产业信息、建设项目、预期目标等内
容；绿色装配式建筑展区：集中展示以现
代建筑方式搭建的样板房 , 展示各种装配
式建筑体系；现代建筑行业混凝土装配式
预制部品、部件以及全预制装配式结构工
程产品 , 重、轻型钢结构、网架膜结构等；
装配式建筑胶、门窗胶、密封胶等对各类
环保木制建筑、木结构建筑配套 , 房屋系统、
集成房屋等

电话： 18612648493
传真： 0991-6642612
邮箱： 1543864093@qq.com
网址： www.xbjbh.cn

2021 新疆国际教育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艾斯博瑞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新疆艾斯博瑞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教育成果展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

职业教育技术装备、学前教育设备、校园
后勤管理设备、创新创客教育、智慧校园
建设与校园信息化、在线教育应用及服务、
互动教学及智慧教育等

电话： 0991-3626881
邮箱： xjasb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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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xjiee.com.cn

2021 第 3 届中国 ( 新疆 ) 亚欧国际医疗器
械展会
时间： 2021/06/18—2021/06/20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甘肃亚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承办： 甘肃亚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影像设备：CT、X 线机、核磁共振、彩超、

数字减影仪、洗片机、B 超诊断仪、镜类
设备、正电子断层扫描机、伽玛照相机、
图像记录仪及图像处理系统等；心脑电监
护设备：遥测监护系统、HOLTER、除
颤监护仪、胎儿监护仪、运动平板心电系
统、动态血压、脑电图机、肌电图机、诱
发电位仪及辅助诊断设备等；口腔科设备：
牙科诊断设备、牙科手机、牙周检查系统、
牙科手术设备、牙科麻醉设备、洁牙用品
及正畸 / 牙周材料等

电话： 0931-8113839
传真： 0931-8113839
网址： www.yfexpo.com

2021 第 11 届中国新疆国际矿业与装备博
览会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振威展览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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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企业、能源企业形象展示；地质勘探、

矿物分析及检测技术与装备；采矿、选矿
技术与装备；砂石及尾矿综合利用技术与
装备；绿色矿山建设、生态恢复、地质灾
害防护与治理；矿物加工及冶炼技术与装
备；矿山规划、设计及施工等

电话： 0991-3638113
邮箱： 2850965667@qq.com

网址： www.imechina.cn、

第 16 届新疆国际煤炭工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7/16—2021/07/18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振威展览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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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企业、能源企业形象展示；地质勘探、

矿物分析及检测技术与装备；采矿、选矿
技术与装备；砂石及尾矿综合利用技术与
装备；绿色矿山建设、生态恢复、地质灾
害防护与治理；矿物加工及冶炼技术与装
备；矿山规划、设计及施工等

电话： 0991-3638113
邮箱： 2850965667@qq.com
网址： www.imechina.cn、

2021 第 20 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8/08—2021/08/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新疆土壤与

肥料学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6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生物农药专业展区：杀虫剂、杀菌剂、除

草剂、卫生杀虫剂、杀鼠剂、杀线虫剂、
杀螨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软体动物剂、
杀藻剂、忌避剂、熏蒸剂、生物农药、环
保农药、植保机械等；新型肥料专业展区：
氮肥、磷肥、钾肥、生物肥、复合肥、生
态肥、有机天然肥、控释肥、复混肥、叶
面肥、液肥、冲施肥、微肥、育苗肥、以
及有利于作物增产和改善品质的生物技术
和产品等

电话： 0991-3638135
邮箱： 28509657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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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xiaf.com.cn

2021 第 11 届中国新疆国际种子交易会
时间： 2021/08/08—2021/08/09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股份、新疆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
行业： 农林牧渔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种子展区：大田种子、蔬菜种子、种苗加

工、包装、包衣剂、包装机械设备等 , 穴盘、
苗盘、水稻育秧钵体软 , 种子新品种、新
技术及相关产品；设施农业展区：各类农
业设施、温室材料、园艺机械、苗木、花卉、
干燥盘等育苗容器、温室骨架结构件、移
动式喷灌机、生态仪器、保温被、卷被电机、
风机湿帘、温室电加热器等先进设施农业
的技术和产品

电话： 0991-3676085
邮箱： 2850965565@qq.com

2021 新疆五金工具、机电展览会
时间： 2021/08/13—202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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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机电
内容： 手动工具：传统手工具、防爆工具、汽

保工具、园林工具、工具箱包、量具等；
电动工具：传统电动工具、电动工具配
件；气动工具：传统气动工具、气动工具
件；焊接设备：电焊、气焊、激光焊、钎
焊、热熔焊、焊接材料、焊接配件等；通
用机电产品：柴油机、汽油机、发电机组、
空压机、压缩机、电动机、风机、泵、阀、
空分设备、减速机、变速机、清洗机、轴
承等

电话： 0991-6997686

网址： www.xigyzz.com

2021 中国 ( 乌鲁木齐 ) 国际百货商品、生
活家居用品贸易展览会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红光山会展中心
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出口商会、新疆中世

瑞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礼品玩具
内容： 百货商品、小商品、生活家居用品、餐

厨用具、日用陶瓷、玻璃器皿、家用纺织
品、家居装饰品、家电、小家电、卫浴产品、
杯壶、茶具、竹制品、木制品、电子产品、
日化用品、个人护理产品、箱包、皮具产
品、生活用纸、卫生用品、玩具、游戏产品、
办公用品、文化用品等

电话： 18160640252
邮箱： 428883537@qq.com

中国 - 亚欧博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乌鲁木齐
地点：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商务部、外交部、侨办、中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新疆区政府、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电话： 0991-4801906、4801910
网址： www.caeexpo.org

阿克苏市
第 7 届新疆特色果品 ( 阿克苏 ) 交易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阿克苏
地点： 新疆红旗坡农贸物流园
行业： 食品饮料
内容： 特色果品、名优特农产品、特色美食、农

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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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
2021 克拉玛依投资贸易洽谈会
时间： 待定
城市： 克拉玛依
地点： 克拉玛依会展中心
主办： 克拉玛依市商务局、自治区商务厅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30246 ㎡
内容： 招商引资、能源合作、电子商务、服务贸易、

进口商品、国内商品等
电话： 15299500575、0990-6238505
邮箱： baoyanglx2016@163.com

2021 中国 ( 克拉玛依 ) 国际石油天然气及
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CKPPE)
时间： 待定
城市： 克拉玛依
地点： 克拉玛依会展中心
主办： 克拉玛依市商务局
	 自治区商务厅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0246 ㎡
内容： 全球石油石化装备、顶尖装备与技术等
电话： 15299500575、0990-6238505
邮箱： baoyanglx2016@163.com
网址： www.klmytqh.com

云南省
昆明市

第 15 届中国昆明新春购物博览会
时间： 2021/01/25—2021/02/09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贸促会
承办： 云南国际商会、昆明市商务局等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50000 ㎡
内容： 综合类

电话： 13888075163
邮箱： 50451776@qq.com

第 5 届中国昆明东盟宠物博览会
时间： 2021/02/06—2021/02/09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云南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云南省养犬

服务协会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15000 ㎡
内容： 宠物食品、用品、医疗、活体宠物等
电话： 4001038989
邮箱： ynkmcpa@163.com
网址： www.cpakm.com

2021 第 12 届中国中西部 ( 昆明 ) 医疗器
械博览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重庆市医学会、四川华西口腔医学会、四

川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中英合资好博塔
苏斯展览公司、成都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医疗器械：各类新型医疗仪器和医用配

套仪器、心脏监护、医学影像、生化分析、
血压计及体温计等各类居家医疗器材；检
验设备及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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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分析系统临床医学检验辅助设备、诊断
试剂、血液检测试剂等；诊断设备：超声
诊断设备、X 线影像诊断设备、心脑电监
护设备、扫描设备、生化检测设备、康复
理疗设备、功能检查设备、病理诊断设备、
内窥镜检查设备、光学仪器及神经科、骨科、
五官科、眼科等检查诊断设备等

电话： 028-66323120
传真： 028-66323912
邮箱： allen@hope-tars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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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wmee.com

2021 昆明国际广告标识及 LED 技术展
时间： 2021/03/13—2021/03/15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市保轩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广州迪培思联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广告传播
内容： 喷绘喷印设备及个性化打印方案运用、各

类雕刻技术设备及运用方案、各类材料、
广告标识、LED 技术和显示屏、图文印刷、
瓦楞彩盒包装、节庆用品、装饰行业及相
关材料；光电视听、照明、景观亮化 , 灯
光音响器材等

电话： 020-38200584、34044506
传真： 020-38023815
邮箱： sales@dpes.cn
网址： www.chinasignexpo.com

2021 年昆明美博会
时间： 2021/06/01—2021/06/03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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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20000 ㎡
内容： 日化及供应链线：日用化妆品、洗涤及个

人护理用品、彩妆、香水、婴幼儿护肤品、
口腔护理用品、香精、香料、口腔护理等；
专业线：美容院护肤品、美体产品及仪
器、、纹绣、香薰、美甲产品及工具、原料、
OEM\ODM、美牙、等；美发产品类：洗
护染烫产品、发制品、生发养发育发产品、
美发设备；医美相关产品和器械等

电话： 13120659176

2021 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
谈会

时间： 2021/06/12—2021/06/18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南盟工商会、中国 - 东盟

中心、南博会暨昆交会秘书处
承办： 云南相关省直部门及有关单位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70000 ㎡
内容： 食品、机电产品、石艺、木艺、旅游、大

健康产品等
网址： www.csa-expo.com

2021 第 22 届中国 ( 昆明 ) 国际汽车博览
会
时间： 2021/06/30—2021/07/03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云南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00000 ㎡
内容： 汽车及汽车配件等
电话： 13888075163
邮箱： 50451776@qq.com
网址： www.ynkmauto.com

2021 第 4 届中国 ( 昆明 ) 南亚社会公共安
全科技博览会
时间： 2021/07/08—2021/07/10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智慧城市集成服务商协会、云南省

消防协会、云南省建筑节能协会、昆明市
应急救援协会

承办： 云南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现代智
慧城市研究院、云南万隆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

行业： 安全防护
面积： 30000 ㎡
内容： 智能化、数字化安防技术及产品展区：

视频监控、入侵报警、防爆安检、楼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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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LED、实体安全防护、安防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 ( 芯片、图像、语音、视觉、
人脸识别、生物特征、行为 )、安防机器
人、数据处理、物联网技术 ( 传感、精准
定位、云平台、智能卡、条形码、通信产
品 )、5G 技术、民用监控及报警产品、家
庭防护类产品、智能家居、通讯器材、智
能交通、门禁一卡通、电子元器件、公共
广播、社区安全、会议系统、防盗、防伪
技术、电线电缆、光纤、机柜、照明及其
他社会公共安全产品等

电话： 0871-67122784、13708730608
网址： fireexpo.yn119.cn

2021 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
时间： 2021/07/08—2021/07/12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
承办： 东方环球 ( 昆明 ) 国际会展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 其他
面积： 50000 ㎡
内容： 珠宝玉石等
电话： 13888161582

2021 中国 ( 昆明 ) 国际绿色能源发展大会
时间： 2021/08/03—2021/08/05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振威展览股份、云南省绿色能源行业协会
承办： 东方环球 ( 昆明 ) 国际会展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面积： 30000 ㎡
内容： 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生

物燃料等
电话： 13888161582

2021 第 12 届云南国际建筑及装饰材料博
览会

时间： 2021/08/18—2021/08/20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云南商会、云南省建筑节能

协会等
承办： 云南佳卓会展有限公司等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内容： 建筑建材等
电话： 13648897501

2021 中国 ( 云南 )- 东南亚五金机电博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五金机电商会、广州中威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承办： 昆明新方向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50000 ㎡
内容： 各类五金工具、五金配件、机电设备、农

业机械、园林工具、仪器仪表、日用五金、
电线电缆、电工电气、建筑五金、锁具磨具、
厨卫五金、家具五金、五金材料、水泵阀门、
焊机、焊具、焊材、照明用具、劳保用品、
安防设备、五金材料等

电话： 020-28263656
传真： 020-28269646
网址： www.cnsah.com

2021 西南农业机械展览会
时间： 2021/08/25—2021/08/27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广州中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南宁正威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内容： 各类农业机械、园林工具、农用航空用品、

剪草机、割灌机、节水灌溉设备 , 智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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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设备、植保机械、坚果设备、茶叶机械、
畜牧机械、水产养殖设备、农产品加工运
储设备、环保技术及设备、果蔬生鲜冷藏
冷冻设备及配件 ; 遮阳网、地膜、育苗容
器等现代农用覆盖材料；信息化采摘机器
人、仪器检测设备、各类农用三轮车、摩
托车、汽车；农业技术、智能温控相关技
术及设备、现代观光农业、物联网等

电话： 020-28263656
传真： 020-28269646
网址： www.cmaee.com

2021 中国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04—2021/09/09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林业厅、昆明市人

民政府
承办： 昆明市农业局
行业： 农林牧渔
面积： 50000 ㎡
内容： 绿色食品、名优特新食品、农副土特产品

等
电话： 18987140763
邮箱： gouchunru@126.com

2021 西南 ( 昆明 ) 国际口腔设备器材博览
会
时间： 2021/09/24—2021/09/26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承办： 牙德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5000 ㎡
内容： 口腔设备、器材：口腔共用类、口腔内科、

口腔外科、口腔影像、口腔修复、口腔种植、
口腔正畸、口腔预防与护理；技工类设备、
器材生产及经销厂商；口腔义齿加工厂；
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媒体及培训机构等

电话： 13918462395

邮箱： jiaxin.huang@yadezhanlan.com
网址： www.kideshow.com

第 5 届昆明大健康养生养老产业博览会暨
第 3 届中国药食同源产业发展大会
时间： 2021/10/30—2021/11/02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云南商会、云南省民营企业

家协会等
承办： 云南中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20000 ㎡
内容： 药品、养生、养老等产品及服务
电话： 13608851734

2021 澜湄合作博览会暨澜湄合作滇池论坛
时间： 2021/11/21—2021/11/25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云南省贸促会、昆明市政府、云南省康旅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40000 ㎡
内容： 食品、农产品、工艺品、酒类、澜湄国家

特色商品等
电话： 0871-63130723
邮箱： ccpitynmc@163.com
网址： www.lmc-expo.com

第 6 届昆明科普 ( 教育 ) 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11/27—2021/11/30
城市： 昆明
地点：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 中共昆明市官渡区委、昆明市官渡区政府、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等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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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新基建、科技创新成就、科普助力精准扶
贫成果等

电话： 18213396077
网址： www.kmpspe.com

河口市
2021 年中越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
时间： 2021/12/04—2021/12/08
城市： 河口
地点： 中国河口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云南省红河州政府、越南工贸部贸促局、

越南老街省人民委员会
承办： 云南省红河州商务局、河口县政府、越南

老街省工贸厅、老街市人民委员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16000 ㎡
内容： 电子产品、家电、机械、食品、木制品、服装、

海产品、农产品等
电话： 13988030877

浙江省
杭州市

2021 第 2 届华东宠物用品展览会暨全球宠
物用品电商采购大会
时间： 2021/03/05—2021/03/07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艺时代 ( 杭州 ) 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华艺时代 ( 杭州 ) 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食品：主粮、零食、饲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技术等；宠
物用品：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容
用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等；活体宠物：犬、
猫、兔、仓鼠、鸟等活体宠物；宠物电商：
在线商城、APP、O2O 服务；宠物医疗：
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保
健护理用品、生物制品、处方饲料、检测
试纸及试剂等

电话： 0755-33654238
传真： 0755-83206072
网址： www.szpetfair.com

华夏家博会
时间： 2021/03/06—2021/03/07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华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内容： 家装设计、家具软装、卫浴陶瓷、地板门窗、

橱柜厨电、油漆涂料、灯饰吊顶、壁纸家饰、
水暖五金、装修公司等

电话： 4006188555
网址： www.jiabohui0571.com

2021 春季中国 ( 杭州 ) 婚博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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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内容： 名牌婚纱摄影展、名牌珠宝展、名牌婚纱

礼服展、名牌婚礼服务展、名牌婚宴酒店展、
名牌结婚百货展、名牌旅游消费展、名牌
家装展等

电话： 4000365520
网址： www.hunbohui.cn/hz

第 34 届浙江国际科研、医疗仪器设备技术
交流展览会
时间： 2021/03/24—2021/03/26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
承办： 浙江省医疗卫生国际合作发展中心、浙江

省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香港高宝国际
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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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医疗健康
面积： 34600 ㎡
内容： 超声类、检验类、放射类、内窥镜类、综合类、

手术消杀类、呼吸麻醉监护类等
电话： 0571-87709118
传真： 0571-87709118
邮箱： 3343982208@qq.com
网址： www.iaie-expo.com

2021 浙江国际智能楼宇技术与安防产品展
览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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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视频

监控、防盗报警、出入口、智能楼宇、电
子巡查、人脸识别、一卡通系统、安防线缆、
机柜、周界安防以及电子围栏、智能引导
及停车场管理系统、存储备等；会议广播
视讯：公共广播、信息引导及发布、大屏
显示、电子会议、音响扩声等；智慧社区
与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能门锁、社区
安防、可视对讲、智能抄表、智慧物业管
理等

电话： 0571-88080648
传真： 0571-88080648
邮箱： 634909152@qq.com
网址： www.hz-expo.com

2021 第 20 届浙江 ( 杭州 ) 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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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及金属加工：加工中心、普通车床、

自动化车床、铣床、钻床 , 镗床、锯床及
金属切削机床、钻削和攻丝机床、制造单
元、工具加工磨床、金属薄板切割机床和
加工中心、折弯机；冲床、冲压机、压力
机；电火花成型加工设备、电火花线切割
设备、火焰、等离子、水喷射切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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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珠丝杠、直线
导轨、机床工具、数控系统、软件等

电话： 0571-89904648
传真： 0571-86727137
邮箱： 50823663@qq.com
网址： www.zhejiang-expo.com

2021 第 41 届浙江杭州美容美发美体化妆
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4/07—2021/04/09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杭州市美容美发业联合工会委员会、杭州

市美容美发技师协会
承办： 杭州新华展贸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10000 ㎡
内容： 美容品、护肤品、美甲用品、纹绣纹刺、

减肥瘦身用品、美体内衣、美容保健营养
品、生物制品；美容美发瘦身仪器、设备 ,
如激光美容仪器、SPA 设备、电子瘦身仪、
光子嫩肤仪、超声吸脂器等相关产业厂商
及产品；医疗整形美容机构、医疗美容院校、
医疗美容中心、医疗整形手术器械及设备、
手术耗材、医疗整形材料、功能性康复仪、
理疗仪、多功能护理设备等：休闲、瑜伽
健身健康器械等相关产业厂商及产品等

电话： 0571-87169058
网址： www.hzmbh.com

2021 浙江办公设备及图文快印 ( 春季 ) 展
览会
时间： 2021/04/16—2021/04/18
城市：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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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广告业专业委员

会
承办： 杭州新华展贸有限公司
行业： 办公用品
内容： 智慧办公图文快印设备：彩色复印机、晒

图仪、扫描仪 , 胶装机、切卡机、覆膜机、
装订机、打孔机、塑封机、压平机、烫金机、
碎纸机、打印机配件连供系统 , 办公用纸、
办公桌椅 , 保险柜等；茶水间设备办公软
件系列办公小机具 IT 电脑文印输出类办
公设备等；会议视听集成设备：会议广播
视讯：公共广播、信息引导及发布、大屏
显示、电子会议、音响扩声、会议发言扩
声设备、音响设备、会议系统设备、无线
麦克、音效设备、和控制设备、投影设备、
会议大屏、电子白板、LED 设备、等离
子设备、播放器、转换器、中央控制设备、
矩阵切换器等

电话： 18857184918
邮箱： 1184218416@qq.com

2021 中国 ( 杭州 ) 国际绿色建筑装饰材料
展览会
时间： 2021/04/23—2021/04/25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创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建科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内容： 绿建成果、装配集成；智慧建造、智慧工地；

模架支撑、高空作业；地坪工业、屋面防水；
建材石材、建筑装饰；门窗系统、门业家
居等

电话： 010-86398916
邮箱： lxexpo@163.com
网址： www.cgbeexpo.com

2021 第 4 届国际中医药民族医药健康产业
( 杭州 ) 博览会

时间： 2021/04/28—2021/04/30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协会
承办：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健康
内容： 特色展团展区：权威中医医院、中华医

药老字号、中医药专利产品、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国医大师及全国名医专家
工作室、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学
术流派、中医药大学等；中药饮片及保健
展区：中药饮片 / 饮品、民族药材、中药
配方颗粒、中成药、滋补养生中药材、药
食同源产品、中药营养保健食品、特医食
品、民族特色药物等；智慧中医展区：中
医健康风险评估、风险干预、中医健康监测、
养生调理、跟踪管理、中医健康体检、云
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开
发等

电话： 010-65567337
传真： 010-65569905
邮箱： qfzhanlan@163.com
网址： www.zhongjianhui.net

2021 第 6 届杭州国际食材节
时间： 2021/06/11—2021/06/13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联合会、中国企阳会展

集团
承办： 杭州一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行业： 食品饮料
面积： 20000 ㎡
内容： 水产海鲜：海鲜冻品、冷冻 /速冻水产、干品、

活品、水产调理食品及深加工制品；肉
类食材：冷冻 / 冰鲜肉、肉卷、肉丸、火
腿、香肠、调理食品及即食产品；冷冻调
理食品：火锅调理制品及鱼糜制品、冷冻
禽肉类调理制品、速冻米面制品、裹面制品、
菜肴制品、果蔬制品、烧烤制品、火锅汤
料等；禽类食品：冷冻 / 速冻家禽、分割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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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调理食品、禽肉深加工食品、蛋品等
电话： 0571-85230106
邮箱： 78008108@qq.com
网址： www.chinacips.com

中国 ( 杭州 ) 国际乐器展览会暨舞台服饰舞
蹈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16—2021/06/19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杭州翼龙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体育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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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琴手风琴等吹奏乐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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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相关服务、媒体；演出戏剧等
舞台服饰及配件配饰、舞蹈服装、舞蹈鞋、
舞蹈教育项目加盟、地板等舞蹈教室用品、
舞台道具、舞台化妆及用品、舞台服饰相
关制造设备

电话： 13385284496、13545169592
邮箱： 88952269@qq.com
网址： www.hzmie.com

2021 第 8 届全球新电商博览会
时间： 2021/07/29—2021/07/31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杭州市电子商务协会、杭州市电子商务

促进会、杭州国际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
上海吉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上海吉炎会展服务中心
行业： 其他
内容： 网红直播 ( 网红品牌、直播设备、直播平

台、直播服务商、直播产业园区、直播短
视频、直播扶贫机构、MCN 机构 )；食品
及饮品类 ( 休闲、代餐、生鲜、保健、营养、
母婴、功能性、乳制品、糖果、零食等 )；
健康类、美妆类、家居类、礼品类、服饰类、
纺织品类、母婴类、个人护理用品及电器类、

成人用品类等；OEM、ODM 代加工类等
电话： 0571-82159626
网址： www.wsblh.com.cn

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展览会暨合作论坛
时间： 2021/09/02—2021/09/03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 (PGO)、中国工商

业与户用光伏品牌联盟 (CHPBA)、中国
太阳能发电跟踪系统联盟 (CSTSA)、中国
信息产业商会新能源分会 (CIITA)

承办： 上海艾灵会展有限公司 (AiExpo)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光 伏 产 品 制 造 设 备； 晶 硅、 薄 膜、 玻

璃、 背 板 等 光 伏 创 新 技 术 产 品； 逆 变
器、支架、跟踪系统等创新技术产品；
光 伏 系 统 及 光 伏 电 站 设 计 建 设 管 理 的
创 新 技 术； 储 能、 微 电 网 创 新 技 术 产
品；BIPV 建 筑 一 体 化 技 术 及 产 品；
分 布 式 工 商 业 与 户 用 光 伏 品 牌 企 业	
等

电话： 0512-53986898
邮箱： info@aiexpo.com.cn
网址： www.asiasolar.net

2021 第 23 届中国国际气体技术、设备与
应用展览会
时间： 2021/09/08—2021/09/10
城市： 杭州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北京艾亚特会展有限公司、北京亚艾特展

览有限公司
承办： 北京亚艾特展览有限公司、中国气体展商

联盟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气瓶及压力容器 , 气体检测设备、气体设

备、系统和技术、气体分析及应用仪器仪表、
气体的辅助设备及材料、气体运输及包装
材料、气体生产、安全管理 ( 气体物联网 )、
原材料、气体生产及应用技术、气体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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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用清洁燃料加气站
设备等

电话： 010-84164587
邮箱： ig.china@ait-events.com
网址： www.igchina-expo.com

2021 杭州国际数字教育展览会 ( 国际馆 )
时间： 12 月
城市： 杭州
主办： 浙江省贸促会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从事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的学校及机构 ,

数字教育出版内容及平台方数字教育技术
研发机构等

嘉兴市
第 10 届嘉兴紧固件五金机电及智能装备进
出口博览会
时间： 1 月
城市： 嘉兴
地点：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嘉兴市政府
承办： 嘉兴市商务局 , 嘉兴市贸促会
行业： 五金机电
面积： 20000 ㎡
内容： 紧固件

2021 中国 ( 濮院 ) 针织器械及缝纫设备展
览会
时间： 2021/03/29—2021/03/31
城市： 嘉兴
地点：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羊毛衫协会
承办： 嘉兴鑫隆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电脑横机、针织机械展区；缝纫机设备、

控制与输送设备展区；羊毛衫原材料、辅
料 , 纱线原材料；计算机辅助设备、打版
制版系统；洗涤设备、油污清洁设备、润
滑油、清洁剂展区等

电话： 15088639111
网址： www.xinlongzhanlan.com

2021 第 19 届智能机械装备 ( 嘉兴 ) 博览
会
时间： 2021/05/09—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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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性机器人 , 喷

涂机械手、码垛机械手、焊接机械手、工
业自主导航车等；3D 打印机：工业级 3D
打印机、桌面型 3D 打印机 , 以及其他 3D
打印制造设备 ( 快速成型机、快速制造设
备 ) 等；机床设备：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 ,
金属切削机床、车床、铣床、镗床、镗铣床、
磨床、钻床、锯床、拉床、刨床、雕刻机、
电加工 / 线切割机床、微孔加工、齿轮加
工机床、专用机床等

电话： 0573-82099208
邮箱： 117157877@qq.com
网址： www.zhuoyazhanlan.com

2021 第 7 届中国 ( 嘉兴 ) 国际集成吊顶产
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嘉兴
地点：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全国工商联

家具装饰业商会、中国建材市场协会、全
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中国建材市场
协会、嘉兴市人民政府

承办：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天花吊顶材料
分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天花板
专业委员会、中国建材市场协会集成墙面
分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集成装饰 ( 顶墙 )
协会、海盐县集成智能家居协会、广东省
天花吊顶协会、浙江中铸汇集会展有限公
司、嘉兴集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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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集成吊顶：吊顶模块、取暖模块、换气模块、

照明模块、音乐模块等；集成墙面：铝锰
合金类、竹木纤维类、生态石材类 , 实木类、
纳米纤维类和其他高分子类；天花吊顶：
铝塑板、铝板、铝单板、铝蜂窝板、铝合
金板、不锈钢板、镁板、氧化镁板、铝镁
板、玻镁板、镀锌铝镁板等 ; 石膏板、矿
棉吸音板、PVC 板、高分子材料、防火板、
塑钢板、玻璃板、实木复合板、木丝纤维
水泥板、软膜、硅酸钙板、UPVC 塑钢扣
板、ps 板等吊顶材料树脂天花、拉蓬天花、
硅酸钙吊顶板等

电话： 0573-83257519
传真： 0573-82697581
邮箱： 2864884450@qq.com
网址： www.jcdd-expo.com

海宁中国皮革博览会
时间： 8 月
城市： 嘉兴
地点： 海宁会展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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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
行业： 皮革鞋包
电话： 0571-87797618

2021 中国 ( 嘉兴 ) 国际箱包产业博览会
时间： 9 月 ( 暂定 )
城市： 嘉兴
地点：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皮革协

会、浙江省贸促会、嘉兴市人民政府 ( 拟 )
承办： 嘉兴市贸促会、嘉兴市商务局、嘉兴市箱

包行业协会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10000 ㎡
内容： 箱包及配件、原辅材料、技术设备等

金华市

第 13 届全国婚礼庆典用品交易会、全国仿
真植物花卉博览会
时间： 2021/03/13—2021/03/15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山东雅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婚庆节庆
面积： 2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婚庆道具展区 , 主要展示婚庆道具、婚礼

堂设计、婚庆花艺等；喜庆用品展区 , 主
要展示喜字拉花、红盖头、电子礼炮；
仿真花展区 , 主要展示仿真花、仿真植物、
花瓶、工艺品等

电话： 0531-87199023
传真： 0531-87199023
网址： www.hqypz.com

2021 第 4 届义乌婚纱影楼用品交易会暨春
季义乌框画展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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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艺术
面积： 50000 ㎡
内容： 成品框：各种材质的相框、画框、镜框、

角花框、婚纱框等；线条展区：木线条、
PS 线条、PVC 线条、铝线条等；装饰画
展区：油画、喷绘画、印刷画、卡纸画、
皮画、立体画、工艺画、数字油画等；设
备展区：喷涂机、指接机、包覆机、梳齿机、
砂光机、修饰机、拼板机、分金箔机、印
花机等；挤出机、牵引机、烫金机、切角机、
钉角机、卡纸机、雕刻机等

电话： 0579-85516700
传真： 0579-85516712
邮箱： service@cafexpo.cn
网址： www.caf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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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 ( 义乌 ) 软装饰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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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艺术
内容： 摆挂艺术展区、雕塑艺术展区、花艺艺术

展区、灯艺艺术展区、毯布艺术展区等
电话： 0579-85516700
传真： 0579-85516712
邮箱： service@cafexpo.cn
网址： www.cafexpo.cn

2021 义乌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览会
时间： 2021/03/20—2021/03/22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义乌市中礼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妇婴用品
面积： 30000 ㎡
内容： 玩具 : 填充类、木竹类、婴幼儿玩具、塑

胶电子玩具、塑胶非电子类、新科技模型、
机械玩具娃娃 ( 公仔 ) 类、益智类、充气
类、户外及运动用品、电子游戏类 . 礼品
类及其他玩具类等；婴童用品 : 婴儿手推
车、学步车、摇篮、婴幼儿玩具及游戏用品、
三轮车、自行车；滑板车、童床、婴童家具、
床上用品及饰品、餐椅、哺育用品、童装、
鞋帽及配饰、清洁洗护用品、汽车安全座
椅、提篮、婴儿礼品及纪念品、电动骑乘
车、童车配件、婴童图书、教育产品、婴装、
鞋帽及配饰、孕装、内衣及配饰、育婴电器、
安全产品、旅行产品、其它相关机构及产
品等

电话： 0579-85361883、15800506925
邮箱： info@goldenexpo.com.cn
网址： www.mcbexpo.com.cn

2021 义乌美博会

时间： 2021/03/25—2021/03/27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财

贸工会、浙江省人社厅
承办： 上海华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义乌风向标

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美容美发
面积： 50000 ㎡
内容： 日化技术展：日用洗涤及个人护理用品、

婴幼儿护肤品、个人护理用品、各类包
装容器、包装包材、机械加工设备、包
装机械、OEM/ODM、原料及配方、材
料等供应链产品等；美妆供应链展：化妆
品、彩妆、面膜、香水、男士护理、孕婴
童护理、美妆工具、口腔护理用品、原料、
OEM\ODM 等供应链产品等；专业美容
展：美容院护肤品和仪器、美体产品及仪器、
美容及抗衰老产品、纹绣、香薰、美甲产
品及工具、美甲美睫纹绣、皮肤管理、美
发用品及工具等

电话： 0579-85096998
传真： 0579-85096977
邮箱： 1669898009@qq.com
网址： zt.5588.tv/yiwuexpo

2021YIMIF 义乌雕刻、切割激光设备展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义乌创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华博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义乌风向标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雕刻设备：木工 / 广告雕刻机、金属雕刻机、

数控雕刻机、面板雕花机、板式家具生产线、
精雕机、电脑雕刻机、开槽机、雕刻机配
件；激光设备：激光雕刻机、激光切割机、
激光裁床、激光打标机、激光雕花机、激
光焊接机、激光打 ( 钻 ) 孔机、激光内雕
机、激光划片机、激光雕版机、激光喷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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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及配件；切割设备：激光切割机、
振动刀切割机、数控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
金属加工折弯机、锯齿、切割机配套产品
等

电话： 18329045703
传真： 0579-85096977
邮箱： 3502339813@qq.com
网址： dk.gjqxsb.com

2021YIPE 义乌网印及数码印刷技术展览
会
时间： 2021/03/30—2021/04/01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华博展览集团、上海华博展览服务公司、

杭州创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杭州创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丝印特印设备：丝网印刷设备器材 , 辅

助设备器材 , 丝印移印油墨、丝网、制版
设备器材等；半自动 / 全自动丝网印刷机、
移印机、热转印机、烫金机、植绒机、标
签印刷机、多色机、静电复印和打印、圆
压印刷、热转印、电子线路板及电子工业
印刷、陶瓷和玻璃印刷、服装及织物印刷、
包装及标签印刷、瓶子和容器印刷、CD
印刷、压印、网版印刷设备技术等；数码
印刷及成像技术：特种印刷设备器材 , 数
码影像设备器材 , 标签设备器材相关辅助
设备、器材配件等；广告及大幅面印刷、
数字印刷、数码喷绘写真、数码成像、喷
墨打印、数码转印设备等

电话： 0579-85095091
传真： 0579-85096977
邮箱： 1303630810@qq.com

2021 第 12 届中国 ( 永康 ) 国际机床装备
及工模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1
城市： 金华
地点：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永康模具行业协会
承办： 宁波海泰会展有限公司、宁波海德国际会

展有限公司、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机床及工模具类：各类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电加工设备、成型机床及工模具专用机
床、机床零部件等；铸造锻压及热处理设备、
各种测量仪器、仪表及精密工具、刀刃具、
量具、卡 ( 夹 ) 具；模具技术及辅助装置
设备、各类模具、标准件及相关辅助材料；
激光设备与应用类：激光切割机；激光切
管机；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机；激光器
及激光配套产品等；机器人类：工业机器
人本机、机器人开发平台及软件、机器人
零部件、机械手、AGV 搬运小车、3D 打印、
工业 4.0 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等

电话： 13957645002、0579-87278068
传真： 0579-87220239
邮箱： 760715786@qq.com
网址： www.htzl88.com

2021 第 11 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暨
数字贸易博览会
时间： 2021/04/11—2021/04/13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商务厅、义乌市人民政府、中国国

际电子商务中心、中国电子商会
承办：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义乌市翔达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市网博会展有限
公司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50000 ㎡
内容： 数字商务展区：数字贸易、数字智造、数

字金融、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娱乐
生活、智慧城市、物联网、大数据、无人
售货等；知名电商平台展区：国内外知名
电子商务平台、商城；跨境电商展区：跨
境电商平台、跨境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物流、
跨境支付、海外仓、跨境中介服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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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79-85891888
传真： 0579-85297855
邮箱： web@ecfair.cn
网址： www.ecfair.cn

2021 中国 ( 义乌 ) 国际宠物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4/20—2021/04/22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宠物用品行业协会
承办： 义乌雅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山东雅昌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农林牧渔
内容： 宠物用品：服装、窝垫、笼舍、玩具、美

容用品、洗护产品、训导用品等；宠物医疗：
宠物医院设备、手术器械、宠物药品、生
物制品、处方饲料、检测试纸及试剂、宠
物医院等；活体宠物：犬、猫、兔、仓鼠、
龙猫、貂、鸟、观赏鱼、龟鳖、蜥蜴等活
体动物等；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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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医院及连
锁机构等

电话： 13335958900、15939031061
邮箱： 2269784703@qq.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国际五金电器博览会
时间： 2021/04/26—2021/04/28
城市： 金华
地点：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
承办： 金华聚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金益友

联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30000 ㎡
内容： 手动工具：传统手工具、防爆工具、汽保

工具、园林工具、工具箱包、量具、刃具；
电动工具：传统电动工具、电动工具配件；
气动工具：传统气动工具、气动工具元件；
建筑五金：装潢五金、建筑器材、门窗五金、

阀门、脚轮、紧固件、锁具、弹簧；日用
五金：烟具礼品、五金器皿、不锈钢制品、
刀剪、烧烤炉、五金工艺品；五金厨卫：
水暖器材、卫浴洁具、厨房用品等

电话： 4006359888
传真： 0579-81537888
网址： www.cnhwef.com

中国 ( 义乌 ) 文化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4/27—2021/04/30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承办：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
委员会、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
会、义乌市人民政府

行业： 文教艺术
面积： 3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消费类文化产品等
电话： 0579-85415700

2021 义乌国际床上用品、家用纺织品及辅
料博览会
时间： 2021/05/06—2021/05/08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义乌市中礼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内容： 各类床上用品、家居服饰及浴室用品、厨

房及餐桌用品、窗帘及家具面料、地面与
墙用纺织品、辅料、家饰用品 ( 非纺织类 )、
设计及技术产品等

电话： 18958423971
邮箱： 1473482533@qq.com

2021 义乌国际手套帽子及围巾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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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5/07—2021/05/09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承办： 义乌市中礼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内容： 手套类：运动手套、礼仪手套、功能手套、

皮质手套、羊绒手套、针织手套等；帽子类：
时装帽、针织帽、运动帽、棒球帽、贝雷帽、
太阳帽、儿童帽等；围巾及领带：时尚围巾、
丝巾、头巾、披肩、棉质长巾、围脖及腰
带系列等；其他饰品：领带领结、时尚腰
带、时尚手袋、箱包等；时尚供应链：时
尚产业相关配套 ( 原料、配件、印花、包装、
设计 ) 制造服务商、时尚小镇、时尚媒体、
跨境电商、直营电商、社交电商等

电话： 0579-85361883、18537456973
邮箱： zl@ywfair.cn
网址： www.ywfair.cn

2021 第 21 届浙江国际纺织服装产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5/12—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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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展展览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义乌中

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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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机械、
纱线络筒、包纱及捻线机械；裁剪、激光
及 CAD/CAM 系统、缝纫机械、刺绣、绣花、
绗缝机械、缝后、配送及整烫机械、织带
及拉链成型机械、商标印刷机械；数码印
花机、热 / 冷转印印花机、平网 / 圆网印
花机、走台印花机、墨水及材料、相关印
花软件、设计及产品等

电话： 8621-33255633
邮箱： yiwutext@adsale.com.hk
网址： www.zhejiangtextile.com

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5/26—2021/05/28
城市： 金华
地点：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
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木门窗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络部、浙江省建
筑门业协会、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会
展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家居门类：防盗门、防火门、进户门、单

元门、庭院门、室内门、阳台门等；电动
门类：旋转自动门、平滑自动门、工业提
升门、工业平移门、硬 / 软质快速门、欧
式 / 澳式卷门、伸缩门、推拉式大门、飞
机库门、出入口栏杆机等；门类配件：配
套门禁系统、自动传感器、门镜、门机类
产品、闭门器、地弹簧、合页、执手、铰链、
门吸、脚轮、插销、导轨、锁具、门窗配
套五金等

电话： 0579-87282888
传真： 0579-87282875
邮箱： door@chidf.com
网址： www.chidf.com

2021 中国义乌全屋定制家居展览会
时间： 2021/06/16—2021/06/18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承办： 义乌市鸿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房产家居
面积： 50000 ㎡
内容： 全屋定制类 : 整木家装 / 全铝定制 ( 衣柜、

橱柜、门窗、书柜、电视柜、酒柜、玄关柜、
床头柜、鞋柜、榻榻米、衣帽间 )；衣柜类：
整体衣柜、壁柜、壁柜门、折叠门、衣柜
移门、隔断移门、折叠移门、平开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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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门等；橱柜类：整体橱柜壁柜、石英石
台面、人造石台面、不锈钢台面、微晶石
板等；门窗类：木门、铝合金门、免漆门、
烤漆门、高分子门、室内户外门、百叶窗、
纱窗、复合门、套装门、膜压门、平开门、
趟门、钢木门、防盗门等

电话： 0579-85036020
网址： www.hlzlfw.com

义乌厨房、卫浴设施展览会
时间： 2021/09/07—2021/09/09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义乌环博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义乌环博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内容： 水暖洁具：水龙头、花洒软管、地漏、阀芯、

仪表、阀门、水泵、水槽系列、上下水连
接件、管材管件、热水 / 取暖、分水器等；
橱柜及整体厨房卫浴设施：整体橱柜、浴
柜、组合镜柜、洗衣柜、厨房照明、集成
吊顶、淋浴房、马桶 / 小便、浴缸、水净
化器、软水器、垃圾处理器等；厨卫电器：
燃气具、吸油烟机、微波炉、烤箱、热水器、
消毒柜、洗碗机、浴霸、排风机、干手器、
感应器及其他小型厨电等；厨房用品及配
件：炊具、厨具、餐具、不锈钢器皿等产
品及配件等

电话： 13291590868
邮箱： 86246909@qq.com
网址： www.yiwu-fair.com

2021 第 5 届中国义乌物流产业博览会
时间： 2021/09/26—2021/09/28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承办： 义乌市翔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物博会展

服务 ( 义乌 ) 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物流快递企业展区：跨境电商物流、国
际货代、国内快递、干线物流、港口物流、
航空物流、危险品 / 安全物流、应急物流
企业等；物流应用技术展区：内部物流系
统与软件、物流计算机管理系统、物流集成、
物流软件与解决方案、RFID、自动识别、
物联网、物流运输解决方案等；物流服务
企业展区：物流平台、物流园区、物流地产、
物流金融、物流服务与外包、物流教育等；
物流设备展区：物料搬运技术 / 仓储技术
与物流系统：综合输送系统、物流交钥匙
系统、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系统、无人自动
化物料搬运系统等

电话： 0579-85891888
传真： 0579-85297855
邮箱： 2422768246@qq.com
网址： www.wlfair.com

2021 中国义乌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产业博览
会
时间： 2021/09/26—2021/09/28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中国电子商会
承办： 中国电子商会社交新零售专委会、物博会

展服务 ( 义乌 ) 有限公司
行业： 电子设备
内容： 直播、短视频平台展区；优秀短视频作品

展示；网红基地形象展区：网红景区、网
红餐厅、特色小镇、网红孵化基地创业园
等；网红产品展区：食品、饮料及酒业类：
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糖果、饮料、乳制品、
调和用油、酒水等；日用百货 / 家居 / 工
艺礼品 / 电子电器类：日用百货、清洁用
品、塑料制品、杯壶、储藏 / 收纳、购物
袋、家庭用品、床上用品、厨房用品、家
居装饰品、浴室用品、不锈钢制品、礼品、
工艺品、促销广告类赠品、厨具 / 炊具刀
具 / 餐具、衡具 / 量具、家用小电器、陶
瓷、餐桌用品、水晶及玻璃器皿、竹木制品、
电子及电器等；针织、服装、箱包、鞋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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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内衣、女装、男装、童装、运动装、
鞋靴、配饰等

电话： 0579-85891888
传真： 0579-85297855
邮箱： web@ecfair.cn
网址： www.dspfair.com

2021 第 26 届中国五金博览会
时间： 2021/09/26—2021/09/28
城市： 金华
地点：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商业联合

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科技金融促
进会、中国发明协会、中国五金制品协会

承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政府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电动工具类：电动工具、风动工具、气

动工具、汽保工具、磨具磨料、切割工具
等及其配件；工具五金类：工量具、刃
具、手动工具、园林工具、水暖工具、起
重工具、液压工具等；日用五金、五金电
器类：水暖五金、不锈钢制品、厨卫五金
电器、工艺五金、衡器、酒店用品、玻璃
五金、电料五金、灯饰五金、卫浴五金等；
车类、健身休闲类：摩托车、电动车、滑
板车、自行车、沙滩车、卡丁车、越野车、
高尔夫球车、跑车等各种整车及其配件 ,
汽车配件、汽保产品、健身休闲产品等

电话： 0579-87282888
邮箱： ch@chhwf.com
网址： www.chhwf.com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时间： 2021/10/21—2021/10/25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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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经贸
面积： 150000 ㎡
内容： 文件夹、文件册、文件盒、文件包、文件

篮、文件袋、文件柜、文件套、文件保护膜、
书立、名片册、名片盒、名片袋、名片架、
档案袋、档案盒等；印章、验钞机、印章垫、
印章箱、印台、印泥、印油、复写纸、口
取纸、无碳复写票据、帐册及帐页、支票
夹、海绵缸、会计报表、会计凭证、算盘、
计算器、手提金库等；胶水、胶棒、固体胶、
透明胶带、强力胶、双面胶带、封箱胶带、
回形针、大头针、钉书器钉、图钉、办公
刀剪、推夹器、便签盒、胶带座、钉书器、
起钉器、线圈等

电话： 4006087738
邮箱： 284431670@qq.com
网址： www.yiwufair.com

中国义乌 ( 国际 ) 森林产品博览会
时间： 2021/11/01—202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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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及配件：红木家具、办公家具、酒

店家具、民用家具、校用家具、儿童家具、
实验室家具、户外家具及家具配件等；木
竹工艺品：根雕、木雕、竹编、竹雕、炭
雕、漆器、相框、画框、礼品、饰品、香
料等木质结构和装修材料：木屋、木结构
预制件等住宅木结构；木亭、木桥、木花
架及户外、景观木结构；木门、木窗、楼梯、
地板、人造板、居室装修材料等；木竹日
用品：根雕、木雕玩具、厨具、餐具、文具、
清洁用具、洗衣用具、床上用品、保健用
品、汽车用品、户外用品、体育用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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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日用品、木竹纤维制品、柳编、藤编及
森林旅游用品等、竹编、竹雕、炭雕、漆器、
相框、画框、礼品、饰品、香料等

电话： 0579-85415888
邮箱： trade@yiwufair.com
网址： www.forestryfair.net

2021 中国义乌国际装备博览会
时间： 2021/11/18—2021/11/20
城市： 金华
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 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 义乌市人民政府、广东电子商会、广州汇

连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特种加工机床等；数控系

统、检测仪器、量仪、工量具、磨料磨具、
机床附件、数显装置等；焊接、喷涂、码垛、
搬运等 , 工业机器人整机和控制器、减速机、
伺服电机、传感器等 , 机器人部件等；各
类食品包装、塑料包装机械、灌装机等包
装机械；印前印后设备、装订设备、辅助
器材等印刷机械；注塑机、造粒机、吹膜机 ,
吹塑机、吸塑拉丝机等

电话： 18665723206
传真： 020-82162493
邮箱： 364907471@qq.com

丝路品牌金华行
时间： 11 月
城市： 金华
主办： 金华市人民政府
行业： 其他

丽水市
第 4 届华侨进口商品博览会暨青田进口葡
萄酒交易会第 2 届国际咖啡博览会
时间： 11 月中旬
城市： 丽水

地点： 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
主办： 丽水市政府
承办： 青田县人民政府市商务局 ( 贸促会 ) 等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90000 ㎡
内容： 葡萄酒、咖啡、美妆日化、日用消费品

宁波市
2021 第 32 届宁波市春节年货展
时间： 2021/01/30—2021/02/06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宁波市商务发展中心、宁波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有限公司
行业： 购物年货
内容： 蔬菜、肉禽蛋、水产品、豆类制品、腌腊

制品、粮油制品、速冻食品、水果、休闲
食品、卤制品、套餐盆菜、乳制品、调味品、
南北干货、农副产品、菌类食品等“菜篮子”
商品和节日副食品等

电话： 0574-87052040
网址： www.expo-nb.com

中国宁波家电博览会暨第 17 届中国慈溪家
电博览会
时间： 2021/03/06—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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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家电研究
院、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中国
国际商会宁波商会

行业： 家电
面积： 30000 ㎡
内容： 两季家电类：电风扇、冷风扇、移动风扇、

塔扇、取暖器、油汀、小太阳、空调、空
气能、热水袋、暖手宝等；空净类：空气
净化器、加湿器、净水器、饮水机、直饮机、
活水机、自动售水机、软水机、饮水器具、
楼宇分质供水设备、淋浴过滤器、净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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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RO 膜、纳滤膜、超滤膜、滤芯、炭棒、
电磁阀、水泵等；小家电类：电熨斗、电
吹风、吸尘器、电暖器、空气加湿机、湿
度调节器、氧吧、豆浆机、榨汁机、搅拌机、
按摩器、电动健身产品、咖啡机、电热水壶、
热水器；厨卫家电类：吸油烟机、燃气灶、
消毒柜、热水器、电烤箱、洗碗机、浴霸、
微波炉等

电话： 15057402531
网址： www.cxchae.com

2021 年中国国际机床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3/11—2021/03/14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雅

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 雅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西麦克国际展览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45000 ㎡
内容： 机床装备 /激光钣金展区：车床、铣床、镗床、

钻床、磨床、加工中心；电火花 / 线切割
机床、雕刻机；冲床、锯床、拉床；压铸
机、冷镦机、锻压机、各类压力机、五金
加工设备；折弯机、剪切 / 剪板机、激光
钣金 / 打标 / 制版 / 打 ( 钻 ) 孔 / 雕刻机等
设备；机床附件展区：机床功能部件、机
床附件、机床电器；液压 / 气动元件与装置、
数控系统 / 数显装置；润滑油等

电话： 0574-27716622
传真： 0574-87849306
邮箱： 447056067@qq.com
网址： www.chinamaching.cn

2021 宁波国际杂货展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宁波中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宁波东方港

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生活用品
面积： 51700 ㎡
内容： 家居用品、礼品日杂和办公文教全品类
电话： 0574-87254009
传真： 0574-87254017
邮箱： sufee@exponingbo.com
网址： www.exponingbo.com

2021 第 18 届中国国际文具礼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3/17—202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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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中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宁波东方港

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宁海县商务局
行业： 文教艺术
内容： 文具及办公用品：书写工具、纸及纸制品、

办公用品、学生用品、美术用品；办公设备、
电脑周边产品及耗材；办公家具 : 办公桌椅、
保险箱、文件柜等；文具、礼品生产加工
设备及零部件；礼品、赠品、工艺品等

电话： 0574-87254009
传真： 0574-87254017
邮箱： sufee@exponingbo.com
网址： www.exponingbo.com

2021 第 19 届中国国际家居博览会
时间： 2021/04/09—202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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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卫浴陶瓷展区：整体浴室、卫生洁具、浴缸、

台盆、瓷砖、地砖、桑拿泳池设备、淋浴房、
龙头、花洒、卫浴镜、卫浴五金、卫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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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厨房设施展区：整体厨房、整体橱
柜、厨房电器、净水设施、水槽、厨房五金、
人造石台面、烤漆门板等；家用电器展区：
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音响、取
暖电器、电风扇、豆浆机等；装饰五金展区：
建筑五金、装饰五金、锁具、把手、家具
五金及配件、金属制品、天花板、吊顶材
料等

电话： 0574-87371588
网址： www.homeexpo.net

第 12 届 (2021) 宁波铸造、锻造及压铸工
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4/22—2021/04/24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 宁波江东众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铸造设备类：熔炼加工处理及浇注设备、

造型及制芯设备、清理设备、落砂设备、
砂处理及再生设备、有色及特种铸造设备、
浸渗设备、自动成型系统、软件、运输及
起吊设备等其它铸造机械；锻造设备类：
模锻 / 自由锻设备、挤压 / 回转成形 / 切
断 / 弯曲扭转成型设备、机械压力机、自
动锻压机、液压机、成型设备、锻锤、锻机、
剪切机、弯曲校正机、卷料板材开卷校平
设备、铆接机、模具及修复技术设备、自
动化控制设备、检测检验设备等

电话： 0574-87819262
传真： 0574-87819264
网址： www.zhongczl.com

2021 中国 ( 宁波 ) 城市精细化管理科技创
新博览会
时间： 2021/04/26—2021/04/28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 城市管理局 )、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承办： 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宁波市市政设施中

心、宁波市园林绿化中心、宁波市市容环
境卫生指导中心 ( 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中
心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大队
( 市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心 )、宁波市生产
力促进中心

行业： 其他
内容： 城市精细化管理、精美街区创新实践成果

展示；智能化城市家具 ( 智能灯杆、智慧
公厕、智能果壳箱、智能公交车站亭、集
约化护栏、城市导视系统等 )；城市精细
化管理技术新优设备 ( 智慧泊车、智能超
载检测系统、桥梁检测系统、垒土技术、
无人智能扫路机、监控视频机器人、智慧
交通、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等 ) 城市
精细化管理新技术、设备展示；市政管理
创新实践成果展示；道路桥梁施工车辆 ( 各
类沥青作业车辆、登高车、检测车、探地
雷达车等 )；市政设施 ( 智慧路灯杆 , 桥梁
监测仪 ,物联网井盖等 )；市政管理系统 (移
动数据采集系统 , 视频监控系统等 )；景
观照明 ( 智能化、集成化系统等 )

电话： 0574-56881166、56881198
传真： 0574-56881199
网址： www.gaoshengexpo.com

第 14 届中国 ( 宁海 ) 国际机床与模具技术
展览会
时间： 2021/05/08—2021/05/10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海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宁海县人民政

府
承办： 宁海县经济与信息化局、宁海县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宁海县商务局、宁海县科学技
术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智能加工：智能机器人 , 智能工厂设备、

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应用设备及解决
方案；金属切削机床：加工中心、数控机床、
铣床、磨床、锯床、钻床、电加工、雕刻机、
线切割等模具加工设备；金属成形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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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床、锻床、压铸机、冷镦机、五金加工
设备；激光切割、钣金设备、各类焊接设
备、剪板机、剪切机、折弯机、弯管机等；
各类刃具、工量具、模具、磨具磨料等机
床周边及损耗品等

电话： 0574-65136702
传真： 0574-83557275
邮箱： nhjbgz@sina.com
网址： www.nbjbgz.com

2021 中国 ( 宁波 ) 国际照明展览会暨宁波
户外照明博览会
时间： 2021/05/13—2021/05/15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

中山市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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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上海易盛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建筑建材
面积： 50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户外照明：广场照明、公共照明、商业照

明、专业照明、装饰照明、建筑物泛光照
明、体育馆照明、园林景观照明、护栏灯、
洗墙灯、光纤灯、防潮灯、防爆灯等；灯
具及灯饰：道路照明灯具、庭院及景观灯、
太阳能灯具、室内装饰灯具、手电筒、建
筑灯具、工矿灯、投光灯、无极灯、嵌入
式灯、船用灯、特种灯具 , 水下灯具 , 应
急灯具；城市亮化：景观照明、亮化工程
技术设备、智能控制及配电系统、外景激
光技术产品等

电话： 0574-56881166
传真： 0574-56881199
邮箱： yishengexpo@126.com
网址： www.yishengexpo.com

2021 第 17 届中国模具之都博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宁波市模具行业协会、宁波市机
床设备行业协会

承办： 宁波金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6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型机床；电加工及

激光加工等特种加工机床；制造单元、柔
性线；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及配套产品；
系统及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物流配
送系统；检查与测量设备；刀具、工夹具、
量具等

电话： 4006767260
网址： ningbo.jnmte.com

2021 中国 ( 宁波 ) 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暨
外贸商品采购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0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文旅集团、中国国际商会宁波商会
承办： 凤麟 ( 上海 )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市

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行业： 商业经贸
面积： 20000 ㎡
内容： 跨境电商服务机构：包括跨境电商平台、

支付、物流、仓储 ( 海外仓 )、法务服务、
人才培训机构、产业园区、代运营、商标、
VAT 等；中小外贸工厂 , 为出口跨境电商
卖家提供优质产品主要产品覆盖出口跨境
电商全部热卖品类：汽车零部件、家居厨房、
户外休闲、体育运动、玩具游戏、婴童宠物、
美容护理、服装鞋子、五金工具、文创礼品、
家电、办公用品等

电话： 021-57096336
邮箱： 3101297452@qq.com

2021 第 7 届中国 ( 宁波 ) 智慧石油和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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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展览会
时间： 2021/05/18—2021/05/2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市石油和化业协会
承办： 励威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行业： 能源矿产
内容： 智慧油气田建设方案与技术；智慧油气管

道 ( 管网 ) 建设方案与技术；油气业务链
生产经营优化和战略规划技术；5G+ 智慧
油田建设、油田融合通信体系建设；人工
智能在石油化工行业应用大数据在石油化
工行业中应用；油气生产 ( 石油工程 ) 物
联网平台建设与应用；油气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与应用；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基
础设施相关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及其
在智慧油气田建设中应用 ( 三维设计平台、
三维可视化、全数字化交付 )；油气生产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无
人机、机器人、过程感知、移动终端、定
位技术、无线网络、多媒体、自助终端等
油气生产智能化新装备、新技术等

电话： 021-60472525
邮箱： cipe2015@163.com
网址： www.cipe-nb.net

2021 第 14 届宁波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
会 /2021 宁波国际生物降解塑料及应用展
览会
时间： 2021/05/24—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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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际
好展览服务中心

行业： 化工橡塑
内容： 塑料类：通用塑料、工程塑料、改性塑料、

生物塑料、再生塑料、塑料合金、通用塑

料工程化改性产品、塑料制品、各种工程
塑料成型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用于电子、
家电、汽车、建筑、航空及航天等产品等；
化工原料与助剂类：增强材料、各种纤维、
色母粒、树脂、聚氨酯、添加剂、胶粘剂、
抗氧剂、抗雾剂、抗静电剂、密封剂、阻
聚剂、光稳定剂、着色剂、偶联剂、阻燃剂、
成型剂、热稳定剂、润滑剂、增塑剂、抗
紫外光稳剂、钛白粉、碳酸钙、滑石粉等

电话： 021-52270816
邮箱： jihua@jihuaexpo.com
网址： www.nbplas.com

2021 第 19 届宁波国际纺织面料、辅料及
纱线展览会
时间： 2021/05/27—20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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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 ㎡
内容： 纺织面料、服装辅料、家用纺织品、纱线、

辅助设备、纺织服装媒体等
电话： 0574-87784339、87784337
传真： 0574-87773480
邮箱： nbdongbo@163.com
网址： www.nb-tex.com

2021 中国 ( 宁波 )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时间： 2021/06/09—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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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经贸
面积： 120000 ㎡
内容： 收纳箱、凳子、椅子、衣架、密封罐、垃圾桶、

真空压缩袋、花盆、喷雾器、皂盒、口杯、
脸盆、衣叉、收纳塑料；拖把、尘推、扫帚、
垃圾袋、清洁刷、手 / 鞋套、清洁剂、擦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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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洁布、百洁垫、清洁球、玻璃擦、鸡毛
掸、沐浴球、吸盘置物架、防滑垫、马桶垫、
浴帽、吸水毛巾；洗衣乳、水洗剂、肥
皂、药皂、洗发精、沐浴液、牙膏、洗洁
精、清洗剂、洗涤剂、蚊香、蝇香、老鼠
药、粘鼠板、杀虫气雾剂、洗手液、洁厕液、
各种污渍处理剂等

电话： 15902158196
传真： 021-33275101
邮箱： 1621984726@qq.com

2021 宁波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汽车展
览会
时间： 2021/06/25—2021/06/28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联程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宁波星程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内容： 乘用车：轿车、跑车、suv、mpv、改装车、

概念车等；商用车：大中型客车、轻型客车、
公交车等；汽车零部件；发动机、底盘系统、
制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车身及
零部件系统、排气系统、轮胎；汽车售后
相关产品：汽车音响、汽车电视、防盗报警、
车载电话、卫星导航、车灯等

电话： 0574-87744938
传真： 0574-87744908
邮箱： autoningbo@126.com
网址： www.auto-ningbo.com

2021 宁波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
会
时间： 2021/09/09—2021/09/11
城市： 宁波
地点：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宁波东方港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宁波东方港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交通物流
面积： 18000 ㎡
内容： 汽车部件与组件：发动机系统、制动系统、

车身 / 底盘系统、空调系统、标准件、易
损件；汽车用品与改装：内外饰用品、美
容 / 养护、改装零部件及用品、汽保工具、
安全用品；汽车电子：车辆照明、智能网联、
车用电子产品、新能源系统；汽车零部件
加工技术及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新材料、
3D 打印、工业机器人、模具及配套、表
面处理；其它：科研机构 / 社会团体、媒体、
维修及检测设备、压铸 / 铸造、油品等

电话： 0574-87254009
传真： 0574-87254017
网址： www.capafair.com

2021 宁波时尚节暨第 25 届宁波国际服装
节
时间： 2021/10/21—202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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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承办： 宁波华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45000 ㎡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时尚服装：男装、女装、童装、设计师品牌、

OEM/ODM 服装；时尚饰品：鞋子、帽
子、围巾、手套、袜子、领带、腰带、眼
镜、手表、项链、耳环、手镯 / 手链、戒
指、发饰；纺织与家居：服装面辅料、家纺、
布艺、寝具、家居用品、家饰；箱包与皮具：
皮制及其他材质的购物袋、手提包、手拿包、
钱包、背包、单肩包、挎包、腰包、拉杆
箱等

电话： 0574-87371588
传真： 0574-87151588
网址： www.iffair.cn

绍兴市
2021 中国华夏家博会 ( 绍兴 )
时间： 2021/03/27—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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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绍兴
地点： 绍兴奥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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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188555
邮箱： kefuzhongxin@51jiabo.com
网址： www.51jiabo.com/sx

2021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
( 春季 )
时间： 2021/05/06—2021/05/08
城市： 绍兴
地点：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商业联合会、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

民政府
承办：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绍兴市柯桥区会展业发展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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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34000 ㎡
内容： 面料：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皮革、化纤、

混纺、色织布等；家纺：棉织物、棉麻织
物、针织织物等；辅料：里料、填料、衬
料、口袋布类、织唛、钮扣 ( 拉链 ) 挂牌
等；原料：光坯布 , 毛坯布、棉布、化纤布、
麻布、毛纺布、丝绸、及混纺织物等；纱线：
纯纺纱、混纺纱、静电纱、喷气纱、气流
纱等；纺织机械：织造机械、、针织机械、
染整机械、绣花机械、数码印花设备、印
花耗材、新材料、新技术及新设计纺织品
等

电话： 0575-85520065
邮箱： wjm@ctcte.com
网址： www.keqiaotextile.com

2021 年中国 ( 绍兴 ) 机床展
时间： 2021/05/15—2021/05/17

城市： 绍兴
地点：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绍兴市商务局、绍兴市贸促会
承办： 上海华墨展览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华普

工商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30000 ㎡
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展：车、铣、镗、钻、磨、

加工中心 ( 卧式、立式、龙门式、组合式 )
等电火花机床、线切割机床、微孔加工、
雕刻机、打标机、液压压力机；金属成型
机床展：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水切
割机等各种钣金数控加工设备；高速精密
冲床、油压机、液压拉床；激光切割机、
激光打标机、激光雕刻机其他相关等

邮箱： 1054751229@qq.com
网址： sx.hpmte.com

2021 年第 1 届中国绍兴国际纺织机械展览
会
时间： 8 月 ( 暂定 )
城市： 绍兴
地点：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绍兴市商务局、绍兴市贸促会
承办：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5000 ㎡
邮箱： 1054751229@qq.com

2021 年中国绍兴 ( 柯桥 ) 轻纺城国际墙纸
墙布窗帘暨家居软装饰展览会
时间： 11 月
城市： 绍兴
地点：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绍兴市人民政府、浙江省贸促会、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中展智奥 ( 北京 )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绍兴市贸促会
行业： 纺织服饰
面积： 15000 ㎡
内容： 墙纸墙布及家具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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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1054751229@qq.com

台州市
2021 第 8 届中国 ( 台州 ) 夏季居室用品展
暨全国凉席产品交易会
时间： 2021/03/01—2021/03/03
城市： 台州
地点： 台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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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家居
内容： 凉席产品：竹席、草席、亚麻席、牛皮席、

碳化竹席等；基础原料、凉席机械以及其
他夏季居室用品等

电话： 4000576618
邮箱： nana@dwexpo.com
网址： mat.dwexpo.com

2021 中国路桥机床展
时间： 2021/03/25
城市： 台州
地点： 路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贸促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模具
电话： 0576-82520678
邮箱： 871227587@qq.com
网址： www.tzjcz.com

2021 中国玉环机床展
时间： 2021/10/25
城市： 台州
地点： 玉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贸促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模具

2021 浙江台州农机展
时间： 2021/12/25
城市： 台州

地点： 路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贸促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农业机械

2021 浙江台州五金卫浴展
时间： 待定
城市： 台州
地点： 路桥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台州市贸促会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卫浴五金

温州市
2021 第 4 届龙湾 ( 中国阀门城 ) 阀门展览
会
时间： 2021/02/19—2021/02/21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奥体中心
主办： 温州市龙湾区阀门行业协会
承办： 温州金鹰传媒有限公司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0000 ㎡
内容： 闸阀、截止阀、节流阀、仪表阀、柱塞

阀、旋塞阀、球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安全阀、疏水阀、调节阀、排污阀、其它
特殊用阀等阀类配套产品及相关配件泵阀
生产、制造设备；检测、测试机械；维修
安装工具设备；相关配套产品与附属设备；
各类无缝管、不锈钢管、合金管、塑料管、
复合管等；各类管线、管材制造、加工机械、
设备、工具；各种接头、弯头、三通、四通、
法兰、管帽、封头配件等；管道测量、检
测设备、管道焊接与施工器具等

电话： 0577-6699123466990567
传真： 0577-67355861
邮箱： 362697940@qq.com
网址： www.lwfmzh.com

中国 ( 温州 ) 工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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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3/12—202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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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
内容： 金切机床、金属成型机床、特种加工机

床与专用设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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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等；激光设备、雕刻机、打标机、焊接、
切割等；数控刀具、工量刃具、五金工
具、模具、机械零部件等；喷码机、喷绘机、
打印机、包装印刷机械、塑料机械等；新
能源技术、环保设备、工业制冷设备、清
洁设备、机电产品等；起重机械、物流设备、
仓储设备、装配机械、检测设备等；制造
单元 / 系统、自动化设备、工夹具与检测
仪器类；机电产品与通用机械类

电话： 0577-88902222
传真： 0577-88901788
邮箱： donnor2@donnor.com
网址： www.wiexpo.cn

2021 第 19 届温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 2021/04/08—20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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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内容： 各类轿车、商务车、越野车、改装车等；

各种汽车生产制造设备、工艺装备、检测
维修设备；各种汽车维护保养用品、装饰、
美容用品；各类汽车零部件等

电话： 0577-88902222
传真： 0577-88901788
邮箱： autofair@donnor.com

网址： www.autowenzhou.com

2021 第 23 届浙江 ( 瑞安 ) 机械装备展览
会
时间： 2021/04/13—2021/04/15
城市： 温州
地点： 瑞安五金机电城
承办： 杭州广源展览有限公司、瑞安市汽摩配行

业协会
行业： 机械工业
内容： 机床类：车、铣、磨、镗、锯、钻等机床

及配件；成型机床：锻床、冲床、压铸机等；
加工机床：加工中心、电火花、线切割机、
数控机床、雕刻机、合模机、修补机、油
压机、激光焊接机、坐标镗磨床、模板剪
切机等；五金工具类：刃具刀具及工夹具
类：车刀、铣刀、镗刀、钻头、铰刀、滚
刀 / 插齿刀、丝锥 / 板牙、螺纹刀具、拉刀、
切刀、刨刀、锯片、雕刻刀具及刀具附件；
刀柄、夹头、卡盘等

电话： 18267762663、0577-89855009
传真： 0577-89855989
邮箱： 473450381@qq.com
网址： www.hzgyzl.com.cn

2021 中国 ( 温州 ) 国际五金、锁具展览会
时间： 2021/05/28—2021/05/30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浙江省五金

制品协会、温州市五金商会、瓯海智能安
防产业协会、浙江省智能锁具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

承办： 上海德纳会展有限公司、温州德纳展览有
限公司

行业： 五金机电
内容： 锁具类：智能门锁、外装门锁、执手锁、

抽屉锁、拉杆箱锁、防盗锁、密码锁、挂
锁等；拉手类：抽屉拉手、柜门拉手、玻
璃拉手等；小五金类：合页、滑轨、静音
阻尼、铰链、门吸、地吸、闭门器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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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系统：身份识别、目标识别、生物识别、
编码识别等；配件：指纹锁电路板、前后
面板、锁体、锁芯、连接杆等

电话： 13858809567	
传真： 0577-88958607
邮箱： 166791656@qq.com
网址： www.wzhle.com

中国 ( 温州 ) 国际皮革、鞋材、鞋机展览会
时间： 2021/08/27—202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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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鞋革行业

协会、浙江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塑协人造革合成革专委会、温州市合

成革商会、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皮革鞋包
面积： 50000 ㎡
内容： 皮革、鞋材、鞋用化工、鞋类五金 / 配件、

制鞋机械、缝制设备、针织机械、飞织鞋
面、数码打印设备、激光设备、3D 打印、
CAD/CAM 系统等

电话： 0577-88902222、88905978
邮箱： shoetech@donnor.com
网址： www.chinashoetech.cn

2021 中国 ( 温州 ) 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
时间： 2021/09/10—2021/09/12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印刷机械分

会、温州市印刷行业协会、温州市包装联
合会、浙江省标识行业协会、上海德纳会
展有限公司

承办： 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行业： 印刷包装
内容： 印前处理系统与软件；数码印刷及打样

设备；各种制版用设备、胶印、丝网印刷、
特种印刷；轮转印刷、标签、商标、柔印、
凹印设备；喷墨印刷及广告制作技术设备

及器材；各类包装印刷设备；印后加工设
备及技术；装订机和印后加工机；瓦楞
纸箱机械设备 ( 纸板、纸箱加工设备及零
配件 )；印刷物料及配件、各类纸张、油
墨、版材、橡皮布等耗材；各类纸张、油墨、
版材、橡皮布等耗材；检测仪器类；服务
和软件、创新技术等

电话： 13388510510
传真： 0577-88901788
邮箱： donnor2@donnor.com
网址： www.wzpvf.com

第 19 届温州国际眼镜展览会
时间： 2021/09/17—2021/09/19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浙江德纳展览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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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通过 ufi 认证：是
内容： 光学架、太阳镜、运动眼镜、儿童眼镜、

老花镜、镜片及毛胚、眼镜包装、原辅材
料及配件、专用工具、制造设备、验光配
镜仪器及设备、隐形眼镜及护理产品、眼
镜电镀设备及材料等

电话： 0577-88902222
传真： 0577-88901788
邮箱： worldexpo@donnor.net
网址： www.opticsfair.cn

首届中国 ( 温州 ) 国际泵阀展览会
时间： 9 月
城市： 温州
地点：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 中国机械工业协会、浙江省贸促会、温州

市人民政府
行业： 机械工业
面积： 13000 ㎡
内容： 阀类及配套产品；阀门智控系统、执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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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泵类及配套产品；各类管道及连接
件；智慧系统、智能设备等

电话： 0577-88905187
网址： www.wzpvf.com

第 4 届“ 中国泵阀之乡 ”专精特新泵阀产品
博览会
时间： 2021/10/23—2021/10/23
城市： 温州
地点： 永嘉县瓯北文化体育广场
主办： 永嘉县商务局、永嘉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行业： 机械工业
电话：0577-57756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