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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EXPO INFO

日      期：

开放时间：

展会规模：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专线咨询：

官      网：

2019年2月26-28日

2月26-27日 9:00-16:30   
2月28日       9:00-14:30

40,000平方米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美容产业分会

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腾美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减肥美体行业协会（ISFA）
北京联合美业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美容专家委员会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微店商专业委员会
搜瘦网/搜瘦直播

4000-520-818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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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信

亲爱的来宾：
      欢迎您参加2019第22届北京国际美博会。
      中国国际美博会，由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党支部书
记、监事长、广东省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马娅女士于1989年创办，
是中国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的风向标，被誉为民族美业的摇篮，迄今为止
已成功举办50届展会。
      中国国际纤体美容展始建于2000年，已成功举办了19届，是历届中
国国际减肥大会的主题展览。作为中国减肥瘦身、纤体美容行业的晴雨表
和风向标，以其权威性、专业性、效益性闻名，是中国纤体美容业界的专
业会展品牌。
      北京国际美博会由中国（广州）国际美博会与中国国际纤体美容展联
合举办，目的在于凝聚双方的资源优势，服务于全国的美容行业市场。通
过双方联手合作、共促发展、实现共赢，既是时代主流，也是众望所归。
      北京佳美展览作为大北方地区最值得信赖的美博会主办方之一，协助
参展企业搭建平台，传递最新行业发展信息，为实现高效互通合作而努力
一直是北京佳美展览的平台价值所在。
      单届40,000平方米展出规模，60,000+参观人次，1500+参展品
牌，全面践行产业链覆盖（专业线、日化线、母婴服务、美甲美睫纹绣、
配套服务）模式。不仅引领了行业开放新趋势，更催生了美业发展新动
力，是美容行业业内人士不容错过的美业盛会。
     “品牌让美业值得尊敬”是北京国际美博会的宗旨所在，探索移动互
联网风口下的创新思路、跨界结合，建设一个有序竞争的美业生态圈，是
北京国际美博会的品牌理念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展会期间，一系列涵盖专业美容、医疗美容、日化品牌，仪器生产等
多领域多主题的特色活动也将为您精彩呈现。预祝您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美
博会上满载而归。

北京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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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
SPECIAL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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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BEAUTY EXPO

特备活动
ACTIVITIES

2019中国国际减肥大会（同期）
2/26-28 国家会议中心

CIACO2019国际肥胖病学术论坛
2/26-28 09:30-16:30 国家会议中心E2馆论坛三区

2019新零售+皮肤管理融合发展论坛
2/26 09:30-16:30 国家会议中心E4馆论坛一区

国际减肥美体行业协会（ISFA）第四届理事会高峰论坛

2/26 13:00-16:30 国家会议中心E3馆论坛二区

今日医疗-助力医学美容专题论坛
2/26 09:00-12:00 国家会议中心E3馆论坛二区

美容产业分会2019工作会议暨全国医疗美容机构服务标
准课题组启动会
2/27 09:00-12:00 国家会议中心E馆论坛二区

2019美妆护肤巅峰论坛
2/27 09:00-16:30 国家会议中心E4馆论坛一区

北京大学生创业论坛
2/27 13:30-16:30 国家会议中心E3馆论坛二区

“盛世心声”千人晚宴
2/27 18:30-21: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倾情回顾
2/27 12:00-13: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辉煌盛典
2/27 13:00-17: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BEIJING BEAUTY EXPO

特备活动
ACTIVITIES

行业首创《瘦瘦》歌 唱“想”20周年 
2/27 13:00-13:3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2018中国体重控制风尚大赛
2/27 14:00-14:3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荣誉榜中榜
2/27 14:30-14:45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感动行业风云人物
2/27 14:45-15: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搜瘦之声”人物传记专访
2/27 15:00-15:3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百人名录
2/27 15:30-15:45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体重控制优秀培训基地表彰大会
2/27 15:45-16: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体重控制保健服务要求》国家标准贯彻
2/27 16:00-16:3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金牌讲师百强榜
2/27 16:30-17: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名品大典
2/27 16:30-17:00 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大型民族发雕"长城"》全球公益行新闻
2/28 09:30-12:00 国家会议中心E2馆论坛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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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分布图
BOOTH LAYOUT

BEIJING BEAUTY EXPO

E1-E4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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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22届北京国际美博会主办单位要求，禁止以下项目参展：包括但不限于假冒伪劣产品、侵权产
品、香水、饰品（蜜蜡、珍珠、项链、琥珀、原石等挂饰配饰或把玩件，和可以制作成以上物品的原
材料）、服饰（含围巾、丝巾、衣帽、鞋等穿戴服饰，专业美容院员工服饰除外）、其他饰品（太阳
眼镜等配饰）、箱包产品、玩具等其他与本次展会主题不相关的物品。如企业隐瞒以上项目参展，主
办单位现场将予以清退，不退返任何费用，并追究该企业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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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馆
E.1  MUSEUM

BEIJING BEAUTY EXPO

专业美容区、养生保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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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耀锦无纺布有限公司 郑州飞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宏万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BEAUTY COMMKUNITY PUBLIC 

COMPANY LIMITED

美润达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牙美拉美容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美容清洁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镇云

溪路101号

联系电话：（86-571）8618 1318

产品类型：康复理疗设备

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槐街8

号火炬大厦A1502

产品类型：化妆品、原液、干细胞、凝胶等 产品类型：洗护

地址：10/915 nuanchan 34,nuanchan,

buengkum,bkk,thailand

产品类型：美容、纤体、养生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

产品类型：牙齿美白

地址：中国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东

关社区(东关村276号)

P73 Q01

P77 Q61

P78

P83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河北丽肤特拉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河北保定市朝阳北大街源盛广场1号

楼1103室

P65

香港金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精油

地址：深圳市景田南五街安柏丽晶安景阁

1栋29A

联系电话：0755-82905056

P74



26

山东曲祖颜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芳香雅韵经贸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祛斑、祛痘

地址：中国山东省聊城开发区现代农机商城

产品类型：香薰精油

Q65

Q69

深圳市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奥通精细化工高科技
实业公司

北京润盈商贸中心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薇薇卓悦商贸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按摩器 美容仪器

产品类型：美容护肤品、仪器

地址：中国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16号

之2-175

联系电话：（86-10）67264678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兴隆西街2

号兴隆小区

产品类型：美甲、化妆品、美睫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平沙中原

中街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天津河东区万新村23区后院

Q73

Q83Q76

Q77

Q78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天津净肤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天津市津南咸水沽镇体育场路德安

花园1-7

Q81



27

成都铭蕊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王贺容貌美业生物有限
公司

欣盛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英瑞纳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慎美美容设备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万科路9号

1栋1单元9层901

联系电话：（86-28）8326 8327

产品类型：护肤品产品类型：精油、SPA芳疗商品

地址：台湾40361台中市西区忠明南路42

号5楼

联系电话：886-989-213075

产品类型：抗衰、护肤

地址：中国香港湾仔路253-261,EASEY

商业大厦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沐陂村18号大院C区

510

联系电话：020-38285812

R65

S75R75

R81

S17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广州美界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钧鑫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广州肽能基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20号

1座1215

产品类型：精油护肤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58号天誉花园一期悠雅阁703

联系电话：（86-20）2803 3019

产品类型：修复抗衰类

地址：广州市天河林和西路1号国际贸易中

心1603房

联系电话：020-38670732

S09

R17

R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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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玉巢滋补品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深圳市挺美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苏州美肌微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色甲力贸
易商行

产品类型：滋补品

地址：1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灵秀创业园

B4幢

产品类型：光波美体服饰内衣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

南七道清华大学研究院B508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化妆品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德诚嘉元广场

写字楼810

产品类型：美甲产品

S79

S81

S85

Z58

香港高格国际集团教育咨询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瑟菲商贸有限公司

Ultra V Hong Kong 
Limited

产品类型：产后修复

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华亿

红府4栋1单元705房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广东广州白云区均禾街长红第七经济

社自编双和一路9号五楼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6号国航大厦

4层

产品类型：医学美容仪器及护肤品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45-47号

金巴利广场11楼02室

Z60

Z63

Q05

S6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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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峰海得宝工贸有限公司

台湾御宅美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 波 庭 贸 易 （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美容整形用品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源头路2号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罗

岗村环村西路22号

产品类型：美容美体仪器

产品类型：纹绣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121号

Z68

Q79

S01

R01

瑞士茜诺国际集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杰美服装有限公司

吉林君同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河北乾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修复产品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桥东街6号

产品类型：毛巾，床品，浴袍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创新科技

园2栋401

产品类型：眼膜、医疗器械

地址：长春市经开区闵行路天晟工业园

产品类型：面部护理

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508号东胜广场1417

Z49

Z65

Q75

N7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2 馆
E.2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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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医美区、母婴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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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BEAUTY皮肤管理 长春爱美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京在意健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道此一游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陶逸服装商行 北京雅诗美颜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博天奥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馨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皮肤管理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力旺·玺都国际

B座607室

产品类型：产后修复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1号建国门外交

公寓1-4-71

产品类型：大健康医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白鹿司南村南

产品类型：美体内衣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广园西路121号美

博城5层21号

产品类型：养生美容、私护

地址：中国北京市丰田区永外东铁匠营王间

楼十号A座K16-1

联系电话：（86-10）5122 8039

产品类型：面部抗衰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42号楼

J61 K61

J69 K65

J77 K69

K17 K77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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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彤鑫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大世医疗 DAESE MEDITECH

沈阳蒂凡熙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公司

统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妙龄博士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雅丽欣化妆用品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纹绣、美睫

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大街680号星宇

大厦505

产品类型：医美蛋白线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下沙宋都晨光国际

产品类型：专业美容

地址：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59

号

产品类型：营养品 保健品 代理经销贴牌

地址：上海闵行区虹井路280弄1号707室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枫叶路3号01铺

产品类型：美甲笔刷、化妆刷、美甲用具等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六约

深坑深竹路74号3栋4楼

联系电话：（86-755）2863 7063

N77 Z57

N80 Z52

Z51

Z54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辽宁鱼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翊(香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医美蛋白线

产品类型：化妆品护肤、面膜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路

286号A310

M74

M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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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韵博雅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善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莱美医美研学院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亮姿风雅(香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Bueno MEDITECH 靖时妆生物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

A座21A

产品类型：医美产品

产品类型：美容抗衰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朝青汇

产品类型：净水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川大路

518号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1630号

联系电话：（86-24）31970765

产品类型：细胞存储、精华液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227号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韩国#502, 248, Jeongjail-

ro, Bundang-gu, Seongnam-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朝青汇

K79 M61

L61 M65

L77 M65

L81 M6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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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OREATRADE

名品精选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北京淘遍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石家庄康能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广州环朝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鑫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护肤类

地址：韩国5F,301-1 Seokkwan-

dong,Seongbuk-Gu,Seoul,Korea

联系电话：（82-2）2215 3888

产品类型：美妆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东金泉时代广

场3-2318

产品类型：草本美容、瘦身

地址：河北石家庄裕华区建通街晶彩中心

产品类型：个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丰兴广场

C1302

产品类型：减肥塑形

M83

N17

M78

N73

M81

N74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广州蕾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皮肤管理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迎宾大道

179号时代创意园B栋301

联系电话：（86-20）3110 2813

L83

株式会社美奈拉化妆品
Mineralhouse Co., Ltd.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修正路163

号, 3F

联系电话：031-731-0102

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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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舜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责任公司

广州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医美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0号

FC219/FC220/FC221

产品类型：减肥祛斑美容补肾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西街19号

K01

N83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德玛眯株式公司
DERMAMEAL CO., LTD.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京畿道军浦市堂井路60番5

联系电话：82-31-454-0951

L18

SOOAE CO., LTD

詹尼克有限公司
Genic Co., Ltd.

科丽端
DR.GLODERM

产品类型：家庭护理机

地址：B,426HO,SamSong Techno 

Vally,140, Tongil-ro, Deogyang-gu, 

Goyang-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京畿道城南市盆塘区板桥路255号

路34号3层

联系电话：031-725-5656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韩国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215

号罗弦大厦3楼

联系电话：82-2-2084-2861

L21

L19

L20

J&J Cosmetics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1768-1, Nambusunhwan-ro, 

Gwanak-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联系电话：82-10-2003-3026

M16

HSC

产品类型：美容医疗器械

地址：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板桥路700D

洞201号

联系电话：82 31 717 4710

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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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恩斯
DN Company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644 Bongeunsa-ro Gangnam-gu 

Seoul Korea

联系电话：02-2059-1517

M17

世林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CELIM BIOTECH Co.,Ltd.

产品类型：护肤

地址：8, Yusangongdan 9-gil, Yangsan-

si, Gyeongsangnam-do Korea

联系电话：+82-55-384-8200

M18

PROMAX CO., ltd.

产品类型：皮肤管理
地址：ILWOO B/D, 21, Saneop-ro 

7beong-gil, Ojeong-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联系电话：82-2-849-2011 (1023)

M19

DR.SKIN

产品类型：皮肤管理

地址：11, Bugannam 1-gil, Yangsan-

si, Gyeongsangnam-do

联系电话：+82 55 388 6624

M20

元产业 有限公司
Won Industry Co.,Ltd.

CLO2M

南京美丝珈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美微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皮肤管理

地址：韩国京畿道始兴市大也洞224号

联系电话：82-31-404-3093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1317, Dunchon-daero 45 7beon-gil 

27, Jungwon-gu, Seongnam-si,Gyeonggi-

do, Republic of Korea

联系电话：031-737-2094

产品类型：物理增发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万达广场D

座2407-24-9

产品类型：大健康食品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京玺创意园A2

M21

M22

M76

J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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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集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南京有限
公司

宽城区丰源绣妆美容店

宁夏汤臣史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美集宝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美闼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医用面膜

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胜利路中环国际大厦

1202-2

产品类型：蓝科肤宁、蓝润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

园中鑫路689号1号研发楼535,537,538室

产品类型：纹绣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汉口大街

产品类型：食品

地址：宁夏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宁平街1号

产品类型：养生、保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86号嘉铭园

C1198

产品类型：美容产品

M73

N76

L73

M75

J76

L6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大连太空鹰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DERMALINE co.Ltd

产品类型：养生保健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韩国Room754,150 Jojeong-

daero，Hanam-si，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联系电话：（82-70）4164 3360

N01

M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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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彤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祖颐堂养生服务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面部抗衰、调肤祛斑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汉溪大道西283

号奥园创越大厦西塔2420-2421

产品类型：技术培训

地址：中国天津市武清区翠通路富力底商

44-111

Z56

N75

北京聚华顺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北京老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护肤、健康产品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

76号

产品类型：护肤品、精油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朝阳路杨闸环岛西军

庄15-2-105

J79

M7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杭州哈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大健康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星耀城二期一

栋1904

J17

北京道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萃动力产品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万博苑7号楼6层618

联系电话：400 060 0317

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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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逸堂(北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正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御肤妍化工有限公司哈尔滨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美人邦医疗美容门诊部

产品类型：减肥

地址：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北园路与高

达路交汇城建时代广场901室

产品类型：养发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定区北三环中路44-

4-229

产品类型：代餐、营业干预食品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正安路中段

联系电话：400-606-8808

产品类型：养生、美容、护肤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金钟横路56号二

层之6A

联系电话：（86-20）2335 5463

产品类型：美容、养生、减肥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利民开发区

产品类型：医疗美容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君汇新天商业

168号

E01

E69

F61

F77E77

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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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瑞美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药业

F17

河北幸树林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减肥瘦身

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塔谈大街与塔丰

路交口13号底商101号

G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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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宝靓商贸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专业美容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华景新城泽晖苑生

物药厂7号楼首层

联系电话：（86-20）8564 6595

G17

济南湘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奢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颈部护理、减肥纤体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环科中路17

号37B

G21

G61

深圳市伊欧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德惠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莉曼美容器械有限
公司

天津好康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银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智能人体成分分析仪、体脂秤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大宝路金富

来大厦201

联系电话：（86-755）2163 5022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甲龙德

紫金1号楼706

产品类型：个护美容仪器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一村工业

区凤凰路9号

产品类型：养生理疗仪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西区白云山路3号A座

201

产品类型：美容设备

G69

G77

G81

G83

H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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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翰帝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Innovatione

北京昊成妆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哈尔滨君琳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护肤保养

产品类型：脱毛机器

地址：Russia,Moscow,Lublinskaya151

产品类型：丰胸、理疗、减肥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广渠路6号楼4单

元1302室

联系电话：010-58200915

产品类型：养生足浴桶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学院路

泓林金色地标15号楼

I77

I81

I83

Z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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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国光莱特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人体成分分析仪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北

区16号楼C座5层1

联系电话：（86-10）8289 9697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

地址：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监空经济核心区安

庆大街9号B座507

联系电话：（86-10）6470 5001

I65

I69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齿美（上海）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护肤品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大唐路

16号A栋7楼701房

产品类型：光触媒美白牙齿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9号，远东国

际广场A2408室

H77

I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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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培鑫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莉莉娅美容
会所

产品类型：医疗机械

产品类型：徒手私密招生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90号麦凯乐B

座7层B705室

Z40

Z41

河南康美龄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

河北幸树林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森妃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北京林润嘉禾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产品类型：养生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

15E三楼

产品类型： 减肥瘦身

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塔谈大街与塔丰

路交口13号底商101号

产品类型：仪器护肤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缓德路2弄30号4楼

产品类型： 女性纤体及保健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宏远临空总部港12号
楼102栋3层

Z43 G65

Z44  I02

蕲春灸世家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全溢丰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艾灸养生产品

地址：蕲春县国营八里湖农场三线垸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

京南工业区

Z47

Z48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60

澳中特服（北京）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母婴服务协会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母婴护理服务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榆纪路榆景苑30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15号院恒利伟

业A座1层东门 

联系电话：010-53685160

产品类型：母婴用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西里2号9幢3

层318

I04

I06

I08

广州恒美美业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意大利皇室假期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南京美生美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北京安德盛威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边员村南

街工业区4号4楼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浙江温州永嘉瓯北街道昌新路新桥大

厦A幢2901

产品类型：美容仪器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石鼓路33号0601室

产品类型：医疗器械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绿地中央广

场A座9层

联系电话：010-56705898

I17

Z39

I21

H17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北京君仪凯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产后康复设备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二号院企发大

厦C座410

联系电话：010-84284136

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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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然美高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健康养生产品

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0号

1幢A座1602-2

H73

北京金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喷印机及配套设备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驰口镇白沙村7号

院2号楼

G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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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心形线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PINKISS KOREA

北京王氏素问中医研究院 北京市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
有限公司

泗洪明辉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MOM GRACE CO.,LTD

产品类型：美体内衣

地址：辽宁沈阳

产品类型：美甲美睫

地址：韩国韩国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驿三洞

678-3

联系电话：（82-02）539 9898

产品类型：专业美容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1号院

产品类型：生发液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30号

产品类型：医疗器械

地址：中国江苏省宿迁市泗洪经济开发区分

金亭路南侧2幢

联系电话：（86-527）8620 5192

产品类型：婴童护肤品

地址：2F,296, Dokseodang-ro, 

Seongdong-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联系电话：+82-10-3097-8153

A69

A83

A76 B69

A77

A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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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独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医疗器械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方新地苑B栋503号

A73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减肥纤体、美容、护肤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22号

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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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恩盛众成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重庆薪龙美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中道碎时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台州贝立凯健身器材有限公
司

金升水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产品类型：美容护肤品、整店输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财满街10号楼2

单元1004室

产品类型：减肥

地址：中国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蓝洋金融

中心15-3

联系电话：（86-23）6789 6087

产品类型：减肥纤体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362号英祥财富领域

产品类型：脸部护理仪、眼部按摩仪、颈

部按摩仪

产品类型：美体内衣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

97号1603室

C17 D21

C21

C69

C75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济南历下伊蓝朵化妆品经营
部

产品类型：美睫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1号院

B74

常州扬子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玫瑰水纯露、玫瑰精油

地址：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汉江西路115号

联系电话：（86-0518）8985 6700

B81

香港幸福唐人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产后修复、养生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珠江摩尔国际大厦3

号楼2单元1507

联系电话：（86-10）5945 3590

B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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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和生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78号二楼A405

产品类型：OEM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南路600

号304

联系电话：（86-592）5155 881

D77

Z07

拜斯贝斯医疗器械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仪器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698号兴迪商务大厦

904室

D75

广州市点钻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美容，美甲，纹绣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121号安华美

博城首层27G商铺

联系电话：020-62832927

Z13

哈尔滨市易瘦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艾许利内衣厂

广州市轩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昌市赢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胸部调理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新

区第四大道远大A座2508

联系电话：（86-451）5197 3202

产品类型：美体内衣

地址：中国江西省赣州市南桥新村西2区

228号

产品类型：养生、减肥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怡发

广场A022商铺

产品类型：纤养减肥

地址：南昌市坛子口国贸长青大厦

Z15

Z30

Z33

Z34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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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岛星域服装有限公司 

哈尔滨金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河南恒春堂药业有限公司山东微素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和颐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纤体食品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嘉品二街6号2

栋508房

产品类型：功能型内衣、定制

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河套工业区

玉海路612号

联系电话：4006532797

产品类型：代餐、饮品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三姓小区18号201栋

4单元302

产品类型：减肥类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产业园区东方

南路

产品类型：日用品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路2000号泰

广场8号楼东单元1-701-b室

产品类型：SOD固体饮料

C83

C61

Z18

D79A80

Z12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广州佳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化妆品

地址：广州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村大唐路

16号A栋

Z35

株式会社 日美

产品类型：美甲

B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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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彭艾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产品类型：保健用品、艾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文卫街西段路北

D01

广州市美集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护肤品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铁山河路美

东工业园锦华大厦

B79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北京益生靓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抗癌产品

地址：中国北京通州区万达广场A座2118

联系电话：（86-10）85894355

C01

深圳艾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牙齿美白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望岗金丰

大厦A

联系方式：（86-20）2903 9609

A67

北京仁和盛科贸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脊柱养生

地址：中国北京大兴区宏福路1号鸿坤广场

B座319室

联系电话：（86-10）6222 2449

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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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容人(北京美博会战略合作媒体) 138传媒

中国美 777美业网

中华化妆品 中国美容时尚报

环球品招商 5588火爆招商网

360化妆品网 粤之风

美丽E线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澜路28号万达中心

E座2112单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248号金山大厦

南塔8楼全层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羊城国际商贸

中心东塔3308室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园路33号国际单位

二期B1栋306室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新风街2号天成科

技大厦B座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46号

92号

地址：杭州市朝晖新城1幢 地址：郑州市西三环289号国家大学科技园

东区18号楼C座8层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号南方证

券大厦2110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时代玫瑰园D2栋1301

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东泷创意园A

座405-406室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大众点评

网址：http://www.dianping.com/

beijing/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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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锋镝传媒 美甲视界

中国化妆品网 福摩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艺直约

地址：广州美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66207701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5路中旅商业城

1112室

联系电话：020-8304039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

写字楼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灯彩街539号君尚国际

广场A座701室

联系电话：0571-88312697

地址：台湾省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716号

2楼之1

联系电话：+886-2-82273347

地址：北京朝阳区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soho2C座

WWW.BEIJINGBEAUTYEXPO.COM

专业美容杂志（台湾）

邮箱：info@kosmetik.com.tw

10099台北北门邮局第3981号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