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展会名称 举办时间 地点 主办 承办

1 2018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 5月9-13日 上海
中宝协（北京）展览有限公
司

中宝协（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2 第74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 5月11-13日 成都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深圳市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3
第二届中国手机制造技术自动化展暨第一届中国电子制
造自动化&资源展

5月16-17日 东莞
惠州仲恺高新区智能终端制
造协会

广东惠智协展览有限公司、东
莞惠智协展览有限公司

4
2018第八届国际物流、交通运输及远程信息处理博览会
（亚洲物流双年展、亚洲生鲜配送展）

5月16-18日 上海
慕尼黑博览集团、慕尼黑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

慕尼黑博览集团、慕尼黑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

5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6月5-9日 上海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上海市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上海市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

6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6月9-12日 广州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
司

7
第十届中国（成都）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暨2018中国
（成都）文创旅游商品展览会

6月21-23日 成都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
公司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8
第十三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暨第九届中国国
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

6月21-24日 重庆 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中
新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9 2018中国（武汉）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6月23-25日 武汉 广州点金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点金新思路会展有限公司

10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6月26-30日 北京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11 2018世界移动大会-上海博览会 6月27-29日 上海
集伺盟会展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

集伺盟会展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

12 第27届广州国际汽车用品、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7月1-3日 广州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
公司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13 2018上海国际时尚育儿产业博览会 7月25-27日 上海
亿百媒会展（上海）有限公
司

亿百媒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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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 7月26-28日 上海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
公司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15 2018青岛健康生活节 8月3-5日 青岛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16
2018第十六届上海国际广告标识展/2018第十四届上海国
际LED展/2018上海国际数字标牌展

9月19-21日 上海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17 2018年上海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 10月16-18日 上海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中玩恒大会展服务（北京）有
限公司

18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玩具及教育设备展览会 10月16-18日 上海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中工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中玩恒大会展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

19 2018年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10月23-26日 北京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20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11月6-11日 珠海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21 第75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 11月17-19日 南昌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深圳市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22 第二十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胶及包装展 11月27-30日 东莞 东莞讯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讯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23 2018上海国际潮流暨蒸汽文化周 12月7-9日 上海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
公司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公
司

24 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 12月13-17日 北京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管理中心

中宝协（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25 中国深圳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品牌展 5月3-5日 深圳 广州伯林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对外经济服务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26
FASHION SOURCE 2018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春
季）

5月3-5日 深圳
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27 2018年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暨天然有机展 5月3-5日 深圳
深圳市鑫思宇会展传播有限
公司

深圳市鑫思宇会展传播有限公
司

28
2018深圳国际电源工业、充电设备展览会；2018深圳国
际电子变压器及绕线设备展览会；第十六届深圳国际电
机、磁性材料、线圈工业、绝缘材料展览会

5月17-19日 深圳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29 第十二届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制造博览会 5月17-19日 深圳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深圳市星之球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30 2018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展览会 5月22-24日 深圳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31
深圳国际智能制造、手机3C智能化展；深圳国际3D曲面
玻璃&触控显示薄膜材料展

6月21-23日 深圳
深圳市中瑞展览设计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瑞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32 第二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博览会 6月21-24日 深圳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深圳
市晶品会展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深圳市晶品会展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33 2018第22届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6月27-29日 深圳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德国汉
诺威展览公司、汉诺威米兰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34 2018中国（深圳）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 6月28-7月1日 深圳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35 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 7月5-7日 深圳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环宇
时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环宇时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36
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暨第七届深圳国际
电子装备产业博览会

7月26-28日 深圳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

37 2018第十届深圳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7月31-8月2日 深圳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深
圳市易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38 2018深圳国际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家居博览会 7月31-8月2日 深圳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39 2018（秋）深圳国际家居软装博览会 8月7-9日 深圳 广东省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博奥展览有限公司

40 第四届深圳母婴博览会、深港韩美容博览会 8月18-19日 深圳 深圳市真善美会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真善美会展有限公司

41 2018深圳夏季婚博会 8月18-19日 深圳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司

42 2018深圳夏季家博会 8月18-19日 深圳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世纪东方会展有限公司

43 2018深圳国际3D曲面玻璃、涂布技术及模切产业展览会 8月22-24日 深圳 上海励程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励程展览有限公司



44 第三届深圳微商产业交易博览会 8月23-25日 深圳 深圳市微商协会
深圳市铭成道微商产业会展有
限公司

45 2018深圳国际电路板采购展览会 8月28-30日 深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
子信息行业分会、励展博览
集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
信息行业分会、励展博览集团

46 第二十四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 8月28-30日 深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
子信息行业分会、励展博览
集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
信息行业分会、励展博览集团

47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9月5-8日 深圳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48
2018深圳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暨连接器、线缆及线束
设备展览会

9月12-14日 深圳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49 2018深圳国际珠宝展览会 9月13-17日 深圳
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
会

深圳邦友展览有限公司、香港
立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50 2018深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9月20-22日 深圳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
圳世界贸易中心

51 第六届深圳国际红木艺术展暨中式生活博览会 9月21-24日 深圳 深圳市手工文化产业协会 深圳市富春山投资有限公司

52
华南国际先进电子、自动化制造及激光技术博览会（慕
尼黑华南电子生产设备展/深圳国际电子智能制造展览会
/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

10月10-12日 深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
械行业分会、慕尼黑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53 2018中国（深圳）国际电子烟展览会 10月1-3日 深圳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
公司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54 第二届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 10月15-17日 深圳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中孚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
司

55 第二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10月20-23日 深圳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
公司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56 第80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秋季）博览会 10月29-11月1日 深圳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57
2018深圳国际孕婴童用品暨微商展览会、2018深圳国际
幼儿教育用品暨教育信息化教育装备展览会

11月5-7日 深圳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58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11月14-18日 深圳 商务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中心



59
2018中国国际触摸屏展览会暨2018深圳国际高性能薄膜
粘胶带、保护膜及光学膜展览会

11月22-24日 深圳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60 第二十届FASHION SOURCE 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11月28-30日 深圳
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
司

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61 2018国际线路板及电子组装华南展览会 12月5-7日 深圳
香港线路板协会、国际电子
工业链接协会

广州柏堡均汇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爱比西认证咨询（青岛）有限
公司

62 2018深圳（国际）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 12月5-7日 深圳
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
进会

深圳融华智显产业服务有限公
司

63
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冬季工
艺美术精品展

12月6-9日 深圳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组委会办公室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有限公司、深圳市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

64 2018第二届深圳国际锂电技术展览会 12月10-12日 深圳
深圳电池行业协会、上海贺
励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贺励展览有限公司

65 2018中国（深圳）国际秋季茶产业博览会 12月13-17日 深圳
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深圳
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深圳市
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66 2018深圳国际电子展暨嵌入式系统展 12月20-22日 深圳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
公司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公
司

67 2018深圳国际先进制造及智能工厂展 12月20-22日 深圳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
公司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公
司

68 深圳国际体育博览会 12月21-22日 深圳 体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国际体育博览会有限公司

69 2018深圳教育装备博览会 12月26-28日 深圳 深圳市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深圳华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注：以上均为2018年所举办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