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塑料橡胶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阿联酋迪拜塑料橡胶展览会A
rab Plast 【推荐】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021-01-09 ~ 01-12
两年一届

意大利米兰塑料橡胶展览会Pl
ast Milan 【推荐】

意大利-米兰
新米兰会展馆

2021-05-05 ~ 05-09
三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塑料橡胶工业展
览会VietnamPlas 【推荐】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10-03 ~ 10-06
一年一届

美国奥兰多塑料橡胶展览会N
PE 【推荐】

美国-奥兰多
奥兰多国家会展中心

2021-05-17 ~ 05-21
三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塑料橡胶展览
会Interplastica 【推荐】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

2020-01-28 ~ 01-31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橡塑展览会K
Show 【推荐】

德国-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2019-10-16 ~ 10-23
三年一届

斯里兰卡塑料橡胶展览会SRI
LANKA PLAS

斯里兰卡-科伦坡
斯里兰卡会展中心

2019-08-09 ~ 08-11
一年一届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塑料橡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胶展览会Plast Alger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展览中
心

2020-03-09 ~ 03-11
两年一届

德国腓特烈港塑料展览会Fak
uma

德国-腓特烈港
腓特烈会展中心

2020-10-13 ~ 10-17
一年一届

印度加尔各答塑料橡胶展览
会Indplas

印度-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米兰米拉展馆

2018-11-30 ~ 12-03
三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塑料橡胶原材
料工业展览会Philippines PPP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9-12-10 ~ 12-12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塑料橡胶展览会KO
PLAS

韩国-首尔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2019-03-12 ~ 03-16
两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塑料橡胶展览会Pl
astic Rubber Indonesia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11-20 ~ 11-23
一年一届

越南河内塑料橡胶展览会Plast
ics & Rubber Vietnam

越南-河内
河内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27 ~ 11-29
两年一届

日本东京高性能塑料展览会Pl
日本-东京
astica Japan
日本东京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2019-12-04 ~ 12-06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塑料橡胶展览会Pl
asTech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20-06-17 ~ 06-19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塑料展览会IPF

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2020-10-06 ~ 10-10
三年一届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塑料展
览会plastex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塔什干展览中心

2019-10-09 ~ 10-11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塑料橡胶展览会F
eiplastic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安年比会展中心

2021-04-06 ~ 04-09
两年一届

加拿大蒙特利尔塑料橡胶展
览会Expoplast Montreal

加拿大-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会展中心

2020-11-14 ~ 11-15
两年一届

墨西哥塑料橡胶展览会PLAST
IMAGEN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2019-04-02 ~ 04-05
两年一届

美国圣安东尼奥塑料展览会A
美国-圣安东尼奥
NTEC
圣安东尼奥河流中心万豪酒
店

2020-03-30 ~ 04-02
一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橡胶塑料
展览会Plasteurasia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12-04 ~ 12-07
一年一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塑料橡胶展
览会Pro Plas

南非-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会展中心

2019-03-26 ~ 03-28
三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塑料橡胶工业展
览会Indoplas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20-09-02 ~ 09-05
两年一届

马来西亚塑料橡胶展览会Msi
a Plas

马来西亚-吉隆坡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2019-07-19 ~ 07-21
一年一届

巴基斯坦卡拉奇塑料橡胶及
印刷包装展览会Plastic&Pack

巴基斯坦-卡拉奇
卡拉奇博览中心

2019-08-27 ~ 08-29
一年一届

台湾国际塑料橡胶展览会PLA
SCOM

中国港台-台湾
高雄会展馆

2019-08-21 ~ 08-24
两年一届

孟加拉达卡塑料橡胶展览会I
PF

孟加拉国-达卡
达卡会议中心

2020-02-12 ~ 02-15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塑料橡胶机械展览
会InterPlasThailand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6-24 ~ 06-27
一年一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橡胶塑料展
览会COLOMBIA PLAST

哥伦比亚-波哥大
波哥大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9-21 ~ 09-25
两年一届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塑料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橡胶工业展览会AgenPlas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土地
交易中心

2020-06-08 ~ 06-11
两年一届

波兰凯尔采塑料橡胶展览会P
LASTPOL

波兰-凯尔采
凯尔采会展中心

2019-05-28 ~ 05-30
一年一届

印度孟买塑料橡胶展览会Plast
ivision

印度-孟买
孟买会展中心

2020-01-16 ~ 01-20
三年一届

越南河内塑料橡胶展览会Han
oi Plas Vietnam

越南-河内
河内国际会展中心

2019-04-24 ~ 04-27
两年一届

秘鲁利马塑料橡胶展览会EXP
OPLAST PERU

秘鲁-利马
秘鲁展览中心

2020-05-27 ~ 05-30
两年一届

沙特塑料橡胶印刷包装及化
工展览会Saudi

沙特阿拉伯-吉达
吉达会展中心

2020-01-13 ~ 01-16
两年一届

伊朗德黑兰塑料橡胶展览会Ir
an Plast

伊朗-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21 ~ 09-24
一年一届

埃及开罗塑料橡胶展览会PLA
STEX

埃及-开罗
开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020-01-09 ~ 01-12
两年一届

巴基斯坦卡拉奇塑料包装印
刷展览会3P

巴基斯坦-卡拉奇
巴基斯坦卡拉奇博览中心

2020-03-06 ~ 03-08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塑料橡胶工业展览
会ComPlast Myanmar

缅甸-仰光
仰光会展中心

2019-06-14 ~ 06-16
一年一届

柬埔寨金边塑料橡胶工业技
柬埔寨-金边
术展览会CamboPlas
金边钻石岛国际会议暨展览
中心

2019-08-22 ~ 08-25
两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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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伯明翰塑料展览会Interpl
as

英国-伯明翰
伯明翰国际会展中心

2020-09-29 ~ 10-01
三年一届

乌兹别克塔什干塑料橡胶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览会Plastex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会展中
心

2020-10-09 ~ 10-11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塑料橡胶展览会T
Plas

2019-09-18 ~ 09-21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杭州去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Qufair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展会顾问:李琳
E-mail:pdxutingting@qufair.com
QQ:3007253715
手机:0571-8709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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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