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业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印度哥印拜陀农业展览会Agri
Intex 【推荐】

印度-哥印拜陀
哥印拜陀会展中心

2019-07-12 ~ 07-15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农业机械展览会Ei
ma Agrimach 【推荐】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19-12-05 ~ 12-07
两年一届

日本东京农业展览会AGRITE
日本-东京
CH
日本东京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09 ~ 10-11
一年一届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农业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览会AgroExpo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会展中
心

2019-06-10 ~ 06-13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农业展
览会Agro World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塔肯特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06 ~ 11-08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农业展览会AGRI
MYANMAR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玫瑰花园酒店

2019-09-26 ~ 09-28
一年一届

德国汉诺威农业机械展览会A
GRITECHNICA

德国-汉诺威
汉诺威会展中心

2019-11-10 ~ 11-16
两年一届

伊朗德黑兰农业和畜牧业展
览会iran agro

伊朗-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18 ~ 06-21
一年一届

新西兰哈密尔顿农业展览会Fi
eldays

新西兰-哈密尔顿
哈姆尔顿农场

2020-06-10 ~ 06-13
一年一届

摩洛哥梅克内斯农业展览会SI
摩洛哥-梅克内斯
AM
摩洛哥梅克内斯会议中心

2019-04-23 ~ 04-28
一年一届

日本大阪农业机械展览会Agri
World Osaka

日本-大阪
大阪国际会展中心

2020-05-13 ~ 05-15
一年一届

法国巴黎农业及畜牧业展览
会SIMA

法国-巴黎
巴黎北郊维勒班展览中心

2020-11-08 ~ 11-12
两年一届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农业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展览会Expoagro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土地
交易中心

2019-03-12 ~ 03-15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农业机械展览会In
agrichem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08-28 ~ 08-30
一年一届

印度班加罗尔农业展览会Agri
Tech

印度-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08-30 ~ 09-01
一年一届

美国加利福尼亚农业展览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
WORLD AG EXPO
美国加州图拉尔国际展览中
心

迪拜农产品展览会WOP
DUBAI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020-02-11 ~ 02-13
一年一届

2019-11-12 ~ 11-14
一年一届

美国爱荷华洲农业展览会Far
美国-爱荷华洲
m Progress
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国际会展
中心

2019-08-27 ~ 08-29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谷物及谷物加工
机械展览会Grain Tech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20-02-18 ~ 02-20
一年一届

德国科隆饲料及粮食工业展
览会VICTAM

德国-科隆
科隆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12 ~ 06-14
两年一届

韩国首尔农业机械展览会KIE
MSTA

韩国-首尔
天安市公园

2020-10-28 ~ 10-31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饲料及粮食工业展
览会VICTAM ASIA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3-24 ~ 03-26
二年一届

印度蒲那农业展览会KISAN

印度-浦那
浦那会展中心

2019-12-11 ~ 12-15
一年一届

土耳其布尔萨农业展览会BU
RSA AGRICULTURE

土耳其-布尔萨
布尔萨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08 ~ 10-12
一年一届

巴西里贝朗普雷图农机展览
巴西-里贝朗普雷图
会AGRISHOW
巴西里贝朗普雷图展览中心

2020-04-27 ~ 05-01
一年一届

尼日利亚拉各斯农业展览会A
gra Innovate

尼日利亚-拉各斯
拉各斯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25 ~ 11-26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农业展览会AGRI
INDO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20-07-23 ~ 07-25
一年一届

土耳其安塔利亚温室农业技
术和畜牧机械展览会GrowTec
h Eurasia

土耳其-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会展中心

2019-11-27 ~ 11-30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农业展览会AgQuip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冈尼达
展览中心

2019-08-20 ~ 08-22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珀斯皇家农业展览
澳大利亚-珀斯
会ROYAL SHOW
澳大利亚克莱尔蒙特会展中
心

2019-09-28 ~ 10-05
一年一届

加拿大里贾纳农业展览会CFP
S

加拿大-里贾纳
里贾纳国际会展中心

2020-06-16 ~ 06-18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农业展览会AGRI
VIETNAM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06-26 ~ 06-28
一年一届

阿塞拜疆巴库农业展览会Cas
pianAgro

阿塞拜疆-巴库
阿塞拜疆巴库会展中心

2020-05-19 ~ 05-21
一年一届

沙特农业展览会Saudi
Agriculture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利雅得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21 ~ 10-24
一年一届

意大利巴里农业机械展览会A
grilevante

意大利-巴里
巴里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10 ~ 10-13
两年一届

肯尼亚内罗毕农业技术展览
会Agritek Africa

肯尼亚-内罗毕
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

2020-06-17 ~ 06-19
一年一届

泰国孔敬农业机械展览会Agri
culture Thai

泰国-孔敬
泰国孔敬展览中心

2019-09-12 ~ 09-13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农业展览会Farm&
越南-胡志明市
Food Tech
胡志明市富寿体育展览中心

2019-06-19 ~ 06-22
一年一届

孟加拉达卡农业展览会Agro
Bangladesh

孟加拉-达卡
达卡会议中心

2019-11-21 ~ 11-23
一年一届

智利德尔马农业展览会IFT
Agro

智利-德尔马
智利塔尔卡会展中心

2019-05-07 ~ 05-09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农业和食品技术展
览会AGROTEC

缅甸-仰光
仰光会展中心

2019-11-01 ~ 11-04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农业机械展览会SIM
A ASEAN

泰国-曼谷
曼谷会议中心

2019-06-05 ~ 06-07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农业机械展览
俄罗斯-莫斯科
会Golden Autumn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19-10-09 ~ 10-12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农业机械展览会Agri
Technica Asia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5-07 ~ 05-09
两年一届

尼日利亚农业展览会AGRIKE
XPO

尼日利亚-阿布贾
阿布贾国际会议中心

2019-09-17 ~ 09-20
一年一届

巴基斯坦农业展览会FoodTec
hnologyAsia

巴基斯坦-拉合尔
巴基斯坦拉合尔世博中心

2019-09-26 ~ 09-28
一年两届

俄罗斯圣彼得堡农业展览会A
grorus

俄罗斯-圣彼得堡
俄罗斯会展中心

2019-08-17 ~ 08-25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农业展览会Agrite
k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2020-03-11 ~ 03-13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农业展览会Agro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04 ~ 06-07
一年一届

白俄罗斯明斯克农业及畜牧
展览会BELAGRO/BELFARM

白俄罗斯-明斯克
白俄罗斯明斯克会展中心

2020-06-02 ~ 06-06
一年一届

西班牙萨拉戈萨农业机械展
览会FIMA

西班牙-萨拉戈萨
萨拉戈萨会展中心

2020-02-25 ~ 02-29
两年一届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农业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览会Agro World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会展中
心

2020-03-11 ~ 03-13
一年一届

意大利博罗尼亚农业和园林
机械展览会EIMA

2020-11-11 ~ 11-15
两年一届

意大利-博洛尼亚
博洛尼亚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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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波兹南农业机械展览会P
OLAGRA&PREMIERY

波兰-波兹南
波兹南会展中心

2020-01-17 ~ 01-19
两年一届

埃及开罗农业展览会Sahara
Expo

埃及-开罗
埃及国际展览中心

2019-09-09 ~ 09-12
一年一届

朝鲜平壤农业及食品加工展
览会

朝鲜-平壤
平壤市三大革命展示馆

2019-11-11 ~ 11-14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农业机械展览
俄罗斯-莫斯科
会Agrosalon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20-10-06 ~ 10-09
两年一届

匈牙利布达佩斯农业及农业
机械展览会AGROMASH
EXPO

2020-01-22 ~ 01-25
一年一届

匈牙利-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会展中心

杭州去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Qufair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展会顾问:周瑶
E-mail:verazhou@qufair.com
QQ:3602809740
手机:0571-87092720

Add：浙江省下城区长浜路718号新天地
购物中心T2幢711室
Room711, NO.2 Building,Xintiandi Shopping
Center,NO.718Changbang Road ,Xiacheng
district,Hangzhou city,Zhejiang,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