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力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俄罗斯莫斯科电力电子展览
会Elektro 【推荐】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中央展览中心

2020-04-13 ~ 04-16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电力设备及技术
展览会Electric Indonesia
【推荐】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09-11 ~ 09-14
两年一届

法国巴黎电力输配电展览会P
ower Geneurope 【推荐】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2019-11-12 ~ 11-14
一年一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矿业工程机
械与电力设备展览会ELectram
ining

南非-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会展中心

2020-09-07 ~ 09-11
两年一届

沙特利雅得电力能源展览会sa
udi power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利雅得国际会展中心

2019-04-29 ~ 05-01
一年一届

美国芝加哥电力设备展览会I
EEE PES T&D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迈考密会展中心

2020-04-21 ~ 04-23
两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电网技术展览
会Electrical networks of
Russia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全俄会展中心

2019-12-03 ~ 12-06
一年一届

美国波特兰水电展览会Hydro
Vision

美国-波特兰

2019-07-23 ~ 07-25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电力输配电设备及
新能源展览会IEEE ASIA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03-21 ~ 03-23
两年一届

南非开普敦电力能源及智能
表计展览会AUW

南非-开普敦
南非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

2019-05-14 ~ 05-16
一年一届

德国柏林电力展览会Belektro

德国-柏林
柏林机场会展中心

2020-11-03 ~ 11-05
一年一届

俄罗斯圣彼得堡电力电气展
览会Energetika

俄罗斯-圣彼得堡
俄罗斯会展中心

2019-06-25 ~ 06-28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电力展览会Global
Electric Power Tech

韩国-首尔
韩国首尔会议中心

2019-05-29 ~ 05-31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电力展览会FIEE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安年比会展中心

2019-07-23 ~ 07-26
两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电力工业及能
源展览会PEWP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9-05-20 ~ 05-21
一年一届

墨西哥电力能源及照明展览
会Expo Electrica International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04 ~ 06-06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电力工业展览
会Power Electronics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22 ~ 10-24
一年一届

美国新奥尔良电力展览会PO
WER-GEN

美国-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会议中心

2019-11-19 ~ 11-21
一年一届

尼日利亚电力能源及照明展
览会 Power Nigeria

尼日利亚-拉各斯
拉各斯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24 ~ 09-26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电力展览会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10-09 ~ 10-11
一年一届

斯里兰卡科伦坡电力能源展
览会LANKAENERGY

斯里兰卡-科伦坡
斯里兰卡会展中心

2018-08-10 ~ 08-12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电力展览会Sief

韩国-首尔
韩国首尔会议中心

2019-10-16 ~ 10-18
一年一届

孟加拉电力展览会

孟加拉国-达卡
达卡会议中心

2019-10-17 ~ 10-19
一年一届

墨西哥电力能源展览会ENER
GY MEXICO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2020-01-28 ~ 01-30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电力及能源展览
会ELECRAMA

印度-新德里
印度世博中心

2020-01-18 ~ 01-22
两年一届

加纳电力展览会Powerelec

加纳-阿拉克
加纳阿克拉国际贸易展览中
心

2018-09-06 ~ 09-08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电力展览会MYANE
NERGY

缅甸-仰光
仰光会展中心

2019-11-28 ~ 11-30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电力及再生能源
技术展览会ELECTRIC &
POWER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20-09-09 ~ 09-11
两年一届

伊朗德黑兰电力展览会Iran
Electricity Exhibition

伊朗-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30 ~ 11-02
一年一届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电力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览会Power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会展中
心

2018-05-17 ~ 05-19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电力能源照明展
览会PowerExpo

2019-10-23 ~ 10-25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拉木图国际会展中心

越南胡志明电力展览会ETE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07-17 ~ 07-20
一年一届

坦桑尼亚电力照明能源展览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会Power&Energy Africa
达累斯萨拉姆钻石朱迪亚会
展中心

2019-11-07 ~ 11-09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电力及新能源展
览会GRIDTECH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19-04-03 ~ 04-05
两年一届

阿尔及利亚电力展览会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21 ~ 11-24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电力展览会Elextric
Myanmar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会展中心

2019-08-01 ~ 08-03
一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电力展览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会Electrotech Eurasia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心

2020-03-12 ~ 03-15
一年一届

阿塞拜疆电力新能源展览会C
aspian Power

阿塞拜疆-巴库
阿塞拜疆巴库会展中心

2019-05-29 ~ 05-31
一年一届

老挝电力能源展览会LAOEN
ERGY

老挝-万象
老挝万象国家会议中心

2019-06-20 ~ 06-22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电力能源展
澳大利亚-墨尔本
览会Australia Utility Week
澳大利亚墨尔本会议会展中
心

2019-11-27 ~ 11-28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电力电气及自动
化展览会Elcom Ukraine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19-04-09 ~ 04-12
一年一届

马来西亚吉隆坡智能电力展
览会Power Gena Asia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吉隆坡展览中心

2019-09-03 ~ 09-05
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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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开罗电力照明及新能源
展览会Electricx

埃及-开罗
开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019-11-03 ~ 11-05
一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电力照明
展览会Electronist ELEX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18 ~ 09-21
一年一届

法国欧洲电力能源展览会Eur
opean Utility Week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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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豹
E-mail:zhoubao@qufair.com
QQ:3007253831
手机:0571-8709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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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