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点  展会中文名称 展会英文名称 本届开幕日 本届闭幕日 行业

德国 柏林 柏林国际酒吧饮品食品及设备展览会 Bar Convent Berlin 2023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11日 食品相关服务及酒店

德国 汉堡 德国汉堡飞机内饰展览会 Aircraft Interiors Expo 2023年6月6日 2023年6月8日 航空航天

德国 汉堡 德国汉堡航空机舱用品及机上餐饮服务展 World Travel Catering & Onboard Services 2023年6月6日 2023年6月8日 食品相关服务及酒店

德国 科隆 德国国际健身及休闲运动用品博览会 FIBO Global Fitness 2023年4月13日 2023年4月16日 运动及娱乐

德国 汉诺威 欧洲汉诺威钣金展 EuroBLECH 2024年10月TBC 2024年10月TBC 机械及模具

德国 慕尼黑 欧洲国际机场设施和技术及服务展览会 Inter Airport Europe 2023年10月10日 2023年10月13日 航空航天

德国 慕尼黑 德国慕尼黑工业制造印刷技术国际展览会 InPrint – Munich 2023年3月14日 2023年3月16日 纸张、包装与标签

德国 慕尼黑 欧洲软塑薄膜包装加工展 ICE Europe 2023年3月14日 2023年3月16日 纸张、包装与标签

德国 慕尼黑 慕尼黑国际瓦楞展与彩盒展览会 CCE International 2023年3月14日 2023年3月16日 纸张、包装与标签

德国 杜塞尔多夫 德国国际铝工业展 ALUMINIUM Deutschland 2024年10月8日 2024年10月10日 工程、制造及加工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米兰国际智慧能源及智能家居展 That's Smart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15日 建筑与施工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米兰国际供暖、空调、制冷、通风、卫浴展 Mostra Convegno Expocomfort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15日 建筑与施工

意大利 米兰 米兰新能源汽车展 That's Mobility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15日 汽车及汽车工程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国际广告标识及视觉传播展 Viscom Italy 2023年10月4日 2023年10月6日 市场、商业服务及培训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国际铁路工业装备及轨道交通展 EXPO Ferroviaria 2023年10月3日 2023年10月5日 材料处理、运输及配送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Italy 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0月30日 五金、家居用品及相关产品

法国 巴黎
巴黎国际供暖、制冷、空调、新能源及家用电气展览

会
Interclima+elec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3日 建筑与施工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卫浴展 Ideo Bain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3日 建筑与施工

法国 巴黎 巴黎国际建筑展览会 BATIMAT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3日 建筑与施工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建筑门窗展 EQUIPBAIE / METALEXPO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3日 建筑与施工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运输仓储物流展 SITL 2023年3月28日 2023年3月30日 材料处理、运输及配送 

法国 巴黎 世界核能工业博览会 World Nuclear Exhibition 2023年11月28日 2023年11月30日 能源、石油及天然气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酒店及餐饮设备展
Equip’Hotel: Event for the Restaurant, Hotel, Cafes 

& Catering Industries
2024年11月3日 2024年11月7日 食品相关服务及酒店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劳保展览会 Expoprotection 2024年11月TBC 2024年11月TBC 安全及防护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消防展览会 Expoprotection 2024年11月TBC 2024年11月TBC 安全及防护 

法国 巴黎 法国国际安防展览会（单年秋季展） Expoprotection Security 2024年TBC 2024年TBC 安全及防护 

法国 里尔 法国国际铁路工业装备及轨道交通展 SIFER 2023年3月28日 2023年3月30日 材料处理、运输及配送 

法国 里昂 法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Pollutec 2023年10月10日 2023年10月13日 环境及城市管理

瑞士 巴塞尔 欧洲精细化工展览会 Chemspec Europe 2023年5月24日 2023年5月25日 生命科学及制药

英国 伦敦 英国国际海洋技术与海洋科学展览会 Oceanology International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14日 海事          

英国 伦敦 英国国际铁路基础设施展览会 INFRARAIL 2023年5月9日 2023年5月11日 材料处理、运输及配送 

英国 伦敦 伦敦国际酒吧饮品食品及设备展览会 Imbibe Live 2023年7月3日 2023年7月4日 食品相关服务及酒店

英国 伦敦 英国伦敦大数据展览会 Big Data LDN (London)  2023年9月20日 2023年9月21日 信息技术及电信

英国 伦敦 伦敦书展 London Book Fair (LBF) 2023年4月18日 2023年4月20日 图书及出版

英国 伦敦 伦敦世界旅游展览会 WTM London 2023年11月6日 2023年11月8日 旅游

英国 伯明翰 英国国际铁路工业装备及轨道交通展览会 RAILTEX 2023年5月9日 2023年5月11日 材料处理、运输及配送 

英国 阿伯丁 英国石油工业技术展 SPE Offshore Europe 2023年9月5日 2023年9月8日 能源、石油及天然气

英国 格拉斯哥 英国国际能源展 All-Energy Exhibition & Conference 2023年5月10日 2023年5月11日 能源、石油及天然气

西班牙 巴塞罗那 欧洲化妆品原料展 in-cosmetics global 2023年3月28日 2023年3月30日 美容及化妆品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国际商务及会奖旅游展览会 IBTM World 2023年11月28日 2023年11月30日 旅游

励展博览集团海外专业展会2023-2024 展览目录——欧洲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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