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防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巴基斯坦安防展览会Safety &
Security Pakistan 【推荐】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巴中友好国际展览中心

2020-03-03 ~ 03-05
一年一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安防展览会IS
美国-拉斯维加斯
C West 【推荐】
拉斯维加斯金沙会展中心

2020-03-18 ~ 03-20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安防及消防展览
会EXPOSEC 【推荐】

巴西-圣保罗
巴西圣保罗移民展览中心

2019-05-21 ~ 05-23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安防展览会ISC
Brazil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北方会展中心

2020-06-30 ~ 07-02
一年一届

新加坡安防及消防展览会Fire
新加坡-新加坡
Disaster Asia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

2019-10-01 ~ 10-03
一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安防展览会IFS
EC Philippines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20-07-22 ~ 07-24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安防展览会secutecht
hailand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10-28 ~ 10-31
一年一届

法国巴黎安防及劳保展览会E
XPOPROTECTION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2020-11-03 ~ 11-05
两年一届

缅甸仰光消防安防展览会MIS
EF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会展中心

2019-11-28 ~ 11-30
一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防展览
会ISAF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心

2019-10-17 ~ 10-20
一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公共安全展览
会WOSAS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8-12-05 ~ 12-08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安防消防展览会I
NTERSEC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国际会展中心

2020-01-19 ~ 01-21
一年一届

墨西哥墨西哥城安防展览会E
XPO SECURIDAD MEXICO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2020-04-21 ~ 04-23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悉尼安防展览会Secu
澳大利亚-悉尼
rity Exnibition&Conference
澳大利悉尼国际会展中心

2019-07-24 ~ 07-26
一年一届

台湾安全科技应用展览会Secu
中国港台-台湾
tech Taiwan
台北贸易中心南港会展馆

2020-04-22 ~ 04-24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安防展览会IFSEC
INDIA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19-12-19 ~ 12-21
一年一届

德国慕尼黑安防展览会Sicher
heits Expo

德国-慕尼黑
慕尼黑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0-06-24 ~ 06-25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安防展览会Secu
rity Week Russia

俄罗斯-莫斯科
爱国者公园会展中心

2019-09-24 ~ 09-27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安防展览会Securi
ka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拉木图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17 ~ 03-19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安防展览会SECURI
日本-东京
TY SHOW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03 ~ 03-06
一年一届

意大利米兰安防展览会SICU
REZZA

2019-11-13 ~ 11-15
两年一届

意大利-米兰
新米兰会展馆

马来西亚吉隆坡安防展览会IF
马来西亚-吉隆坡
SEC SEA
马来西亚吉隆坡展览中心

2020-06-23 ~ 06-25
两年一届

韩国首尔安防展览会Secon

韩国-首尔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18 ~ 03-20
一年一届

沙特吉达安防展览会Intersec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吉达
吉达会展中心

2020-04-06 ~ 04-08
一年一届

德国斯图加特安防展览会Arb
eitsschutz Aktuell

德国-斯图加特
新斯图加特会展中心

2020-10-06 ~ 10-08
两年一届

香港国际安防系统展览会Asia
n Securitex

中国港台-香港
香港会展中心

2020-05-06 ~ 05-08
两年一届

法国巴黎安防展览会APS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2019-10-01 ~ 10-03
两年一届

英国伦敦安防展览会IFSEC

英国-伦敦
伦敦国际会展中心

2020-05-19 ~ 05-21
一年一届

孟加拉达卡安保展览会CemsSafetysecurity

达卡会议中心

2019-10-17 ~ 10-19
一年一届

德国埃森安防展览会Security
Essen

德国-埃森
埃森会展中心

2020-09-22 ~ 09-25
两年一届

巴基斯坦卡拉奇公共安全展
览会Security Asia

巴基斯坦-卡拉奇
巴基斯坦卡拉奇博览中心

2019-09-17 ~ 09-19
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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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孟买安防展览会SECUTE
CH INDIA

印度-孟买
孟买会展中心

2020-05-07 ~ 05-09
一年一届

阿联酋安防展览会ISNR Abu
阿联酋-阿布扎比
Dhabi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会展中
心

2020-03-17 ~ 03-19
两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安防及消防展览
会Secutech Vietnam

2019-08-14 ~ 08-16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俄罗斯莫斯科安防及消防展
俄罗斯-莫斯科
览会Securika Moscow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20-04-13 ~ 04-16
一年一届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安防展览
会SNSREXPO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利雅得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29 ~ 10-31
一年一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安防及消防
展览会Securex SA

南非-约翰内斯堡
加拉格尔会议中心

2020-06-02 ~ 06-04
一年一届

俄罗斯圣彼得堡安防及消防
展览会Sfitex

俄罗斯-圣彼得堡
展览中心

2019-11-12 ~ 11-14
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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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