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皮革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美国拉斯维加斯鞋展览会秋
季Magic Las Vegas 【推荐】

美国-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2019-08-11 ~ 08-14
一年两届

西班牙阿里坎特皮革展览会
秋季FUTURMODA 【推荐】

西班牙-阿利坎特
西班牙阿利坎特展览中心

2019-10-16 ~ 10-17
一年两届

意大利米兰鞋类展览会秋季
MICAM SHOEVENT
【推荐】

意大利-米兰
新米兰会展馆

2019-09-15 ~ 09-18
一年两届

意大利米兰琳琅沛丽皮革展
览会LINEAPELLE

意大利-米兰
意大利米兰新国际会展馆

2019-10-02 ~ 10-04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鞋类展览会秋季SH
日本-东京
OES EXPO TOKYO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02 ~ 10-04
一年两届

香港亚太皮革展览会APLF

中国港台-香港
香港会展中心

2020-03-31 ~ 04-02
一年一届

西班牙阿里坎特皮革展览会
春季FUTURMODA

西班牙-阿利坎特
西班牙阿利坎特展览中心

2019-03-14 ~ 03-15
一年两届

俄罗斯莫斯科鞋类及箱包展
俄罗斯-莫斯科
览会秋季MOSSHOES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19-09-10 ~ 09-13
一年四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鞋展览会春
季Magic Las Vegas

美国-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2019-02-04 ~ 02-07
一年两届

泰国曼谷皮革展览会BIL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04-17 ~ 04-19
一年两届

印尼雅加达鞋类及皮革展览
会ILF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20-07-23 ~ 07-25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鞋展览会秋
季Gallery Shoes

德国-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2019-09-01 ~ 09-03
一年两届

意大利加答鞋夏季展览会Exp
意大利-特伦托
o Riva Schuh
里瓦德尔加尔达田纳西州展
览中心

2020-06-13 ~ 06-16
一年两届

俄罗斯莫斯科箱包及鞋展览
俄罗斯-莫斯科
会春季MOSSHOES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19-03-12 ~ 03-15
一年四届

英国伦敦皮革展览会EU
Materials Show

英国-伦敦
伦敦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13 ~ 11-14
一年一届

孟加拉达卡皮革展览会Leathe
rtech Bangladesh

达卡会议中心

2019-10-31 ~ 11-02
一年一届

美国波特兰皮革展览会春季N
W Materials Show

美国-波特兰
俄勒冈会议中心

2020-02-12 ~ 02-13
一年两届

加拿大多伦多皮革及箱包展
览会LLHA

加拿大-多伦多
多伦多国际中心

2020-04-26 ~ 04-27
两年一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皮革展览会
秋季IFLS&EICI

哥伦比亚-波哥大

2019-08-13 ~ 08-15
一年两届

美国波特兰秋季皮革展览会N
W Materials Show

美国-波特兰

2019-08-14 ~ 08-15
一年两届

巴西圣保罗鞋展览会FRANC
AL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北方会展中心

2020-06-01 ~ 06-03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皮革皮草展览
会LESHOW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

2019-05-14 ~ 05-16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鞋展览会春
季Gallery Shoes

德国-杜塞尔多夫
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2020-03-08 ~ 03-10
一年两届

意大利米兰鞋类展览会春季
MICAM SHOEVENT

意大利-米兰
新米兰会展馆

2020-02-16 ~ 02-19
一年两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鞋业展览
会春季AYSAF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05-02 ~ 05-05
一年两届

台湾国际美容保健展览会Bio
Asia

中国港台-台湾
台北贸易中心南港会展馆

2019-07-25 ~ 07-28
一年一届

墨西哥莱昂鞋类皮革展览会
春季Sapica

墨西哥-莱昂
墨西哥莱昂会展中心

2019-02-27 ~ 02-28
一年两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鞋材展览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会秋季AYSAF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2019-11-20 ~ 11-23
一年两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皮革展览会
春季IFLS&EICI

2019-08-13 ~ 08-15
一年两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

日本东京鞋类展览会春季SH
日本-东京
OES EXPO TOKYO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印度金奈皮革展览会IILF

印度-金奈
印度金奈会展中心

2020-04-01 ~ 04-03
一年两届

2020-02-01 ~ 02-03
一年一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墨西哥莱昂鞋类皮革展览会
秋季Sapica

墨西哥-莱昂
墨西哥莱昂会展中心

2019-08-27 ~ 08-30
一年两届

印度新德里鞋类皮革展览会II
FF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19-09-23 ~ 09-25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皮革展览会Leathe
rworld Middle East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020-03-09 ~ 03-11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皮革及鞋类展览
会SHOES LEATHER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07-10 ~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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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E-mail:yang@qufair.com
QQ:3149678870
手机:0571-8507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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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