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美容美发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美容美发
护肤包材展览会Beauty Eurasia
【推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20 ~ 06-22
一年一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美容美发展
览会IBS Lasvegas 【推荐】

美国-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2019-06-15 ~ 06-17
一年一届

英国伦敦美容美发展览会Prof
essional Beauty London

英国-伦敦
伦敦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29 ~ 03-30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美容美发展览会In
ter Charm Ukraine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17 ~ 09-19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东南亚美容美发博
览会ASEAN Beauty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05-02 ~ 05-04
一年一届

西班牙马德里发型设计展览
会Salon Look International

西班牙-马德里
马德里会展中心

2019-10-18 ~ 10-20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个人护理展
览会GPCE

澳大利亚-墨尔本
墨尔本会议会展中心

2019-11-15 ~ 11-17
一年一届

加拿大多伦多美容展览会AB
A

加拿大-多伦多
多伦多国际中心

2019-04-14 ~ 04-15
一年一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美容展览会C
osmoprof North America

美国-拉斯维加斯
曼德勒海湾会议中心

2019-07-28 ~ 07-30
一年一届

印度孟买美容美发展览会Prof
essional Beauty India Delhi

印度-孟买
孟买会展中心

2019-09-16 ~ 09-17
一年一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美容美发展
览会

南非-约翰内斯堡
加拉格尔会议中心

2018-09-02 ~ 09-03
一年一届

台湾国际美容美发展览会Bea
utytw Taiwan

港台-台湾
台北贸易中心南港会展馆

2019-09-19 ~ 09-21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美容美发展览
俄罗斯-莫斯科
会春季 Inter CHARM Moscow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20-04-23 ~ 04-25
一年两届

柬埔寨金边美容展览会Beauty
Connect Expo

柬埔寨-金边
柬埔寨金边展馆

2019-09-17 ~ 09-18
一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美容美发展览
会philbeautyshow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9-06-04 ~ 06-06
一年一届

伊朗德黑兰美容美发展览会Ir
an Beauty&Clean

伊朗-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

2019-03-15 ~ 03-18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美容美发展
览会Beauty Duesseldorf

德国-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2020-03-06 ~ 03-08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美容美发展览
俄罗斯-莫斯科
会秋季 Inter CHARM Moscow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19-10-23 ~ 10-26
一年一届

西班牙巴塞罗那美容美发展
览会COSMO BELLEZA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2019-04-06 ~ 04-08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市美容美发博览
会Vietbeauty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08-22 ~ 08-24
一年一届

香港亚太国际美容包材展览
会Cosmopack Asia

港台-香港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2019-11-12 ~ 11-14
一年一届

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览会C
osmoprof Bologna

意大利-博洛尼亚
博洛尼亚会展中心

2020-03-12 ~ 03-15
一年一届

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容护肤展
览会CosmoBeaute Malaysia

马来西亚-吉隆坡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2019-07-15 ~ 07-18
一年一届

德国慕尼黑美容展览会Beauty
Forum Munich

德国-慕尼黑
慕尼黑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10-26 ~ 10-27
一年一届

尼日利亚拉各斯美容美发展
览会Beauty West Africa

尼日利亚-拉各斯
拉各斯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20 ~ 11-22
一年一届

波兰波兹南美容展览会 Beauty
Vision

波兰-波兹南
波兹南会展中心

2019-04-06 ~ 04-07
一年一届

意大利都灵美发展览会ON
HAIR SHOW & EXHIBITION

意大利-都灵
运动场

2019-11-17 ~ 11-18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美容美发及水疗SPA
展览会Beautyworld Japan

日本-东京
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19-05-13 ~ 05-15
一年一届

德国法兰克福纹身展览会Inte
rnationalTattooConvention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2019-04-12 ~ 04-14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美发展览会Hair
Brasil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北方会展中心

2019-04-13 ~ 04-16
一年一届

美国亚特兰大美容美发展览
美国-亚特兰大
会夏季Bronner Bros.
亚特兰大乔治亚世界会议中
心

2019-08-17 ~ 08-19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悉尼美容展览会Bea
uty Expo Australia

澳大利亚-悉尼
悉尼国际会展中心

2019-08-24 ~ 08-25
一年一届

摩洛哥美容美发展览会CBH
EXPO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国际会展中心

2018-12-06 ~ 12-08
一年一届

法国巴黎美容美发展览会MC
B

法国-巴黎
巴黎凡尔赛门巴黎会展馆

2019-09-14 ~ 09-16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美容展览会Beauty
world Middle East

阿联酋-迪拜
迪拜国际会展中心

2020-05-31 ~ 06-02
一年一届

泰国曼谷美容博览会BEYON
D BEAUTY EVENTS

泰国-曼谷

2019-09-19 ~ 09-21
一年一届

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容美发美
甲博览会Beauty Expo

马来西亚-吉隆坡
吉隆坡会议中心

2019-10-04 ~ 10-07
一年一届

香港亚太国际美容美发展览
会Cosmoprof Asia

港台-香港
香港会展中心

2019-11-13 ~ 11-15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美容美发展览会K
Beauty Expo

韩国-首尔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10 ~ 10-13
一年一届

美国亚特兰大美容美发展览
美国-亚特兰大
会冬季Bronner Bros
亚特兰大乔治亚世界会议中
心

2019-03-30 ~ 04-01
一年两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发展览会H
air Expo Australia

澳大利亚-墨尔本
墨尔本会议会展中心

2019-06-08 ~ 06-10
一年一届

美国纽约美容美发展览会IBS
New York

美国-纽约
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

2020-03-08 ~ 03-10
一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美容展览会Cosm
oBeaute Vietnam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19-04-18 ~ 04-20
一年一届

新加坡美容美发展览会Beauty
Asia Singapore

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新达城

2019-02-25 ~ 02-27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美容美发展览会C
osmobeauty Indonesia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10-17 ~ 10-19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美容展览会Beauty
Connect Expo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会展中心

2019-12-05 ~ 12-07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化妆品展览会Inter
CharmBeauty Expo Korea

韩国-首尔
韩国首尔会议中心

2019-09-18 ~ 09-20
一年一届

美国芝加哥美容美发展览会A
BS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迈考密会展中心

2020-04-18 ~ 04-20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时尚发型设
计展览会TOP HAIR
INTERNATIONAL

德国-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2019-03-30 ~ 03-31
一年一届

印度孟买美容美发展览会Cos
moprof India

印度-孟买
孟买会展中心

2019-06-12 ~ 06-14
一年一届

墨西哥美容美发展览会Expo
Beauty Show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27 ~ 10-29
一年一届

哥伦比亚波哥大美容与保健
展览会Belleza&Salud

哥伦比亚-波哥大
哥伦比亚大都会会议中心

2019-10-02 ~ 10-06
一年一届

Hangzhou Qufair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Add：浙江省下城区长浜路718号新天地
购物中心T2幢711室

展会顾问:周瑶

Room711, NO.2 Building,Xintiandi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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