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食品加工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南非约翰内斯堡食品加工展
览会FDT 【推荐】

南非-约翰内斯堡
加拉格尔会议中心

2019-07-09 ~ 07-11
一年两届

台湾国际食品机械暨制药机
械展览会

港台-台湾
台北贸易中心南港会展馆

2019-06-19 ~ 06-22
一年一届

朝鲜平壤农业及食品加工展
览会

朝鲜-平壤
平壤市三大革命展示馆

2019-11-11 ~ 11-14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食品加工展
澳大利亚-墨尔本
览会Foodpro
澳大利亚墨尔本会议会展中
心

2020-07-05 ~ 07-08
三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食品加工展览会SI
AL INTERFOOD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11-13 ~ 11-16
一年一届

美国芝加哥食品加工展览会P
rocess Expo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迈考密会展中心

2019-10-08 ~ 10-11
两年一届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食品加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工展览会DJAZAGRO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展览中
心

德国科隆食品加工展览会Anu
ga FoodTec

德国-科隆
科隆国际会展中心

2020-04-06 ~ 04-09
一年一届

2021-03-23 ~ 03-26
三年一届

埃及开罗食品印刷包装展览
埃及-开罗
会PACK AFRICA
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019-11-16 ~ 11-18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食品包装展览会F
oodpex India

2019-12-12 ~ 12-14
一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英国伯明翰食品加工展览会F
OODEX&MEATEX

英国-伯明翰
伯明翰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30 ~ 04-01
两年一届

加纳食品加工展览会Fairtrade

加纳-阿拉克

2018-12-05 ~ 12-07
一年两届

南非约翰内斯堡食品及食品
加工展览会AFRICAS BIG
SEVEN

南非-约翰内斯堡
加拉格尔会议中心

2019-06-23 ~ 06-25
一年一届

马来西亚吉隆坡食品加工展
及食品包装展览会PACK
MALAYSIA

马来西亚-吉隆坡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2019-07-18 ~ 07-21
一年一届

阿塞拜疆巴库食品加工展览
会World Food Azerbaijan

阿塞拜疆-巴库
阿塞拜疆巴库会展中心

2019-05-15 ~ 05-17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食品加工展览会Mya
nFood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会展中心

2019-10-31 ~ 11-02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食品加工展览
会Agroprodmash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中央展览中心

2019-10-07 ~ 10-11
一年一届

西班牙巴塞罗那食品加工及
包装展览会FoodTech
Barcelona

西班牙-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2020-10-06 ~ 10-09
三年一届

越南胡志明食品加工展览会P
ROPAK VIETNAM

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西贡会展中心

2020-03-24 ~ 03-26
一年一届

南非开普敦食品加工及食品
包装展览会PROPAK CAPE

南非-开普敦
南非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

2020-10-20 ~ 10-22
三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食品加工包装展
览会FISPALTECNOLOGIA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会展中心

2019-06-25 ~ 06-28
一年一届

巴西库里蒂巴食品加工展览
会ANUTEC Brazil

巴西-库里蒂巴
巴西库蒂提巴博览中心

2020-05-26 ~ 05-28
两年一届

印度新德里食品加工展览会F
oodTec India

印度-新德里
新德里麦丹会展中心

2019-09-13 ~ 09-15
两年一届

埃及开罗食品加工及食品包
装展览会AFRO PACKAGING
FOOD

埃及-开罗
埃及国际展览中心

2019-04-07 ~ 04-09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食品加工展览会G
阿联酋-迪拜
ulfood Manufacturing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019-10-29 ~ 10-31
一年一届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食品加
工展览会Foodtech Krasnodar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
克拉斯诺达尔展览中心

2020-04-23 ~ 04-25
一年一届

葡萄牙里斯本食品加工展览
会Tecnoalimentaria

葡萄牙-里斯本
里斯本国际展览中心

2019-03-24 ~ 03-26
两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食品加
工展览会WorldFood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拉木图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06 ~ 11-08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食品包装展览会IF
FIP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19-04-10 ~ 04-12
一年一届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食品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配料及食品加工展览会TECN 阿根廷科斯塔萨尔格罗会展
O FIDTA
中心

意大利帕尔马食品加工展览
会CIBUS TEC

意大利-帕尔玛
帕尔马会展中心

2020-09-15 ~ 09-18
两年一届

2019-10-22 ~ 10-25
三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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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食品加工展览会FO
日本-东京
OMA JAPAN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19-07-09 ~ 07-12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食品加工及包装
展览会Allpack Indonesia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10-30 ~ 11-02
一年一届

伊朗德黑兰食品加工及饮料
展览会Iran Food Fairtrade

伊朗-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国际会展中心

2019-06-18 ~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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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宁
E-mail:irisxiao@qufair.com
QQ:3007253758
手机:40006-2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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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