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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美博会挥师北上与已成功举办20届的中国国际减肥大会强强联合，凭借双方无可匹敌

的资源优势和策展经验，共同打造北京国际美博会，为大北方美业盛世实现了里程碑式的升级

蜕变。中国国际美博会作为国际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美业资源平台，形成广州、上海、北京三地

五展联动的行业龙头主体作用。

北上广三地五展联动，权威、专业、最高规格展会

马娅女士
美博会创始人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这座曾经的奥运场馆正以

骄人的成绩，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快速成长

的会展业第一品牌。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会议、展览项目陆续在国家会议中心成

功举办，让这个中国会议业的旗舰场馆向

世界展示了其多平台、复合型、高质量的

强大综合实力，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

紧邻鸟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

总建筑面积530,000万平方米

周围购物、娱乐、餐饮、会展服务设施应有尽有



70,000 平米展览空间             1500 个参展品牌

80,000 专业买家                  80,000 参观人次

第23届北京国际美博会

核心商圈 总部优势

互联网大数据 跨界融合
引领行业变革

全产业链
首都信息化传播窗口

美业文化创新

KOL意见领袖

外资品牌进驻内地的首选地

民 族 美 业 摇 篮   全 球 展 览 平 台



产业链

专业线

日化线

减肥纤体

三美

配套

专业美容品、医美、养生保健品、养生产品/项目、香薰精油、美体内衣、美体塑形产品、

美容仪器、美容院用品、生发养发产品、专业发品、美发器材、OEM代加工

日用护肤品、日用美发品、彩妆、化妆用具、个人护理品、男士护理品、口腔护理品、

洗涤用品

减肥纤体产品、中医养生减肥技术、新零售保健食品、健身减肥仪器、塑身美体内衣

美甲产品/器材、纹绣产品/器材、美睫产品/器材、连锁美甲店

软件、APP、设计、人才输出、投资公司、电商平台、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媒体推广

上游 SUPPLIERS 品牌商 BRANDS 买家 BUYERS 配套服务 SERVICES



展览规模居全国同类展会首位
最高单届参展人数超：910,000 参观人次

1989年
首届美博会
成功举办

2000年
中国国际

纤体美容展

2008年
琶洲展馆 

展览面积8万平方米
80，000 SQM

2015.03/42届 
展览面积

14万平方米
140，000 SQM

2015.09/43届 
展览面积

26万平方米
260，000 SQM

2016.03/44届
展览面积

26万平方米
260，000 SQM

2016.05  
上海大虹桥美博会

展览面积19万平方米
190，000 SQM

2017.09/47届
展览面积

30万平方米
300，000 SQM

2018开始一年五届
    （广州、上海、北京） 
 年展览面积达91万平方米

910，000 SQM



展商分布

买家分布

·东北：16.7%

·华北：34.2%

·华南：9.5%

·华东：11.3%

·华中：10.1%

·西南西北：4.6%

·港澳台：3.8%

·国际：9.8%

东北15.4%

55.6%

3.2%

9.7%

7.6%

3.1%

2.1%

3.3%

华北

华南

华中

华东

西南西北

港澳台

国际
（国际包括埃及、澳大利亚、巴西、德国、法国、菲律宾、韩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度）

展期三天，参观人次达64368人次



完善的增值服务

01专题活动助力展商品牌提升
在展会期间，北京国际美博会努力与展商达成合

作，帮助展商提升品牌形象。

02 精准买家邀约
北京国际美博会对于买家邀约重点投放，在全国十

余省设立买家服务中心，用大数据定位精准买家，

组织专业买家团参观。买家高效观展，展商重点开

发客户。

04 参展配套服务
北京国际美博会提供酒店预订服务、会场预订服

务、租车服务、现场翻译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服务，

让展商省心、放心参展。

05 专业精英队伍
北京国际美博会配备一支集会展与美业知识技能于

一身的精英团队，努力打造一个民族美业摇篮和全

球展览平台。

06 展区分布合理
展区分布合理：整个展馆清晰划分为专业线展区、

日化线展区、减肥纤体区，同品类集中，展商共享

潜在客户。

03 美博会媒体宣传
在京美会公众号、美博公众号、美甲美睫公众号、

专业美容公众号、美博圈、微博、官网等，帮助展

商进行一系列品牌推广。安排国内著名的网站在展

会期间采访展商，并上传到网站推广传播。



精彩活动回顾

中国专业减肥发展20周年“盛世心声”千人晚宴

CIACO2019国际肥胖病学术论坛

本次大会聚焦行业内众多顶级的专家科研人员、行业翘楚、知名品牌连

锁机构、行业知名创始人、大型养生机构、瑜伽会馆等行业同仁，在中

国减肥行业发展中出现新一轮重新洗牌的严峻形势下，就如何精准把握

中国减肥市场走势，抓住行业脉搏！提供全产业链、全运营无死角服务

的航母级公司，铸名人、铸名店、铸名品。

一年一度的“CIACO国际肥胖病学术论坛”是全国减肥行业内唯一的专业交流学术论坛，历届都吸引此领域内最权威、最杰

出的行业专家聚首一堂，就“科学、健康、理性”减肥为主旋律，在互联网+的多元化时代如何给予企业广泛性、共赢性、方

向性等信息资源与产业资源展开交流。始终体现了论坛在行业的“专业性、权威性”，大大提高减肥行业的良性竞争力，通

过论坛方向标的影响力，有效推动减肥行业健康的持续发展。

回顾·REVIEW



业内顶尖选手竞相展示各自技能

2018CNE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美甲美睫半永久化妆大赛

2018美丽在路上暨寻找最美纹饰工匠

国际美甲美睫纹绣大赛，已成功举办十二届，参与人数过万，在亚

洲乃至国际美甲美睫界都享有一定盛誉，为广大从业者提供竞技、

交流、学习的平台，还特邀美、日、韩、瑞士、马来西亚、台湾地

区等国际美甲美睫纹绣人士加盟，采取国际评判标准，公正严格，

公开透明。

旨在通过纹绣师作品，推选出一批真正优秀的纹饰技术人才，通过美博会期间

的作品现场展示，让广大消费者参与进来，了解纹饰、尊重纹饰，提高纹饰领

域在中国乃至世界美容行业的地位与影响力。

回顾·REVIEW



分享最新商业模式，洞察行业发展趋势

2018北京美博会新零售新政策双创高峰论坛

中国美容产业大会

我们寻找业内的榜样创业扶持单位和创业导师，帮助更多的高素质毕业生就

业，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展示微商人的风

采，为微店商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成就新人才，新零售，新就业！

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美容产业分会与美容专家委员会，作为促进美容产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的重要组织，为行业提供政策指导、搭建沟通桥梁、促进行业自律和繁荣发展，提供资源整合、交流合作等服务，是美业自

己的专业权威平台。

回顾·REVIEW



美业资源对接会最后一公里北京站

美业风口论坛北京站

肩负起行业使命，发挥自身平台优势，让与会嘉宾收获更精准有效

的对接成果，通过近半年深入实地走访，收集和倾听渠道关注的话

题和需求，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筛选整理，有针对性邀请相关嘉宾进

行分析解读，打造“最后一公里”资源对接会，最贴近渠道商“心

声”的交流会，助力渠道方感悟企业发展方向和规划，实现厂商0距

离精准对话，让美业资源有效对接，让渠道实体不再迷茫。

属于服务业的美业市场正在被重新定义，生美与医美的客户重叠度

较高，对于同时处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双驱动下的行业，用户市

场逐渐被教育以及业内从业人员向年轻化趋势发展，美业也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本次风口论坛将从“服务升级”的角度阐述美业新

方向，结合2018渠道领袖百强诸侯颁奖典礼，集结行业大咖，共襄

盛举。

共同探讨行业热点议题

回顾·REVIEW



流行趋势发布，最具影响力的潮流盛宴

《大型民族发雕“长城”》组委会发雕艺术作品展

都市美丽新主张——致敬川久保玲分享会

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今，征集56个民族的头发，雕塑“万里长城”就是把根

留住，凝聚华夏儿女的爱国之魂，向新中国70周年献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活动以“致敬川久保玲”为主题，是《美尚优媒》发起的“我的都市美丽新

主张”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面向“享独立、信科学、有品位”的都市新女

性，倡导的一种“信赖自然、文化与科技的力量，找寻专属自己的美丽”理

念和态度。

回顾·REVIEW



坚持创新，为行业注入新鲜力量

美业与产康融合研讨会

声动美业之金牌讲师

产康论坛将以“融合产康，关爱女性”为主题，以切实帮助

女性解决产后疑难问题、提升产后生活质量、重塑产后自信

为目标，与同行菁英们一道交流分享产康领域最科学、最前

沿、最有效、最时尚的方法与经验。

金牌讲师是北京国际美博会对行业的特别奉献，甄选出一批杰

出的讲师，通过美业智库专家智囊联盟的量身打造、系统宣传

，为美业打造一支实力过硬的讲师团队，开启了人才共享的时

代，让美业未来在培训教育、营销策划等多方面，拥有一批专

业人才。

回顾·REVIEW



历届专业活动

■

■

■

■

■

■

■

■

■

京美会——尚美之夜

“一带一路”创新美业亚洲国际美丽盛典大赛

中国美业品牌节巅峰盛典

首届CNS中国皮肤管理精英大赛

越爱越美——首届女性幸福圆桌论坛

新丝绸之路健康产业合作峰会

中国美业首届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医疗美容高峰论坛

美容院品相链接&跨界思维营销分享交流会



合作媒体

北京国际美博会自媒体：美博会公众号、京美会公众号、搜瘦公众号、美甲美睫公众号、专业美容公众号、

搜瘦直播等。其中美博会公众号粉丝量超过40万，每日传递最新展览资讯、提供在线展览服务。

北京国际美博会合作媒体：借助专业线、日化线、供应线以及大众时尚类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美博

会及展商的信息传递给受众群体。展览现场媒体中心设置国际和国内、专业和大众媒体进行采访邀约。



2019/7/29-31第23届北京国际美博会展馆分布图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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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 Museum(F1)

4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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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馆
1号馆

1.1

2.1

3.1

3.2
2.2

2.3

4.1
4.2

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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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6 Museum(B1)

6号馆

6.16.2

5.2 5.1

5号馆

展馆 5 时尚彩妆区、三美区（美甲美睫纹绣）

展区5.1 3号论坛区 展区5.2 4号论坛区 展区6.1 1号论坛区 展区6.2 2号论坛区

展馆 6 减肥纤体区、养生保健区

展馆 1 专业美容区、专业进口品区

展馆 4 日化及新零售区、母婴服务区、日化进口品区、供应链区

展馆 2 大健康大医美区、专业进口品区、仪器及配套区

展馆 3 纤体养生区、仪器及配套区、三美区



参展费用

每9平米标准展位包含以下设备及规格

公司楣板

围 板

地 毯

家 具

电力设施

参展商公司名称及展位号

由铝制框架结构固定的三角围板，角

上展位为两边围板和双楣板

展位内均铺有地毯

一张询问桌、两把白色折椅

两个射灯、一个插座

             展位类型                       展位面积                         参展费用

                                                   3m×3m                       13800元/9㎡

                                                  36平米起                       1300元/㎡

展位费用

标准展位(9㎡)

特装展位(光地，自行搭建)

18平米三开口展位

9平米标准展位

9平米双开展位

备注：

1、标摊展位：双开口展位，加收10%的双开口展位费用，主通道展位加收10%。

2、标准展位设施：提供围板、楣板、地毯、射灯两只、220V电源插座、一桌两椅。

3、光地展位：申请光地展位的企业需自行安排搭建设计，展位费用只包括场地费用，

     还需额外申请电箱、交纳场地管理费以及搭建押金。

4、特装展位的展商需要在布展前两周提交搭建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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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单位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美容专家委员会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

北京佳美展览有限公司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腾美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全国工商联微店商专业委员会
搜瘦网/搜瘦直播

协办单位

国际减肥美体行业协会(ISFA)
北京联合美业

展会信息
EXPO INFO

观众开放日
OPENING DAY

7月29日（星期一） 开展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9TH JULY 2019   -   OPENING DAYS

7月30日（星期二） 开展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30TH JULY 2019   -   OPENING DAYS

7月31日（星期三） 开展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31TH JULY 2019   -   OPENING DAYS

布展
MOVE-IN

7月27日（星期六）布展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7TH JULY 2019   -   EXHIBITOR ENTRY

7月28日（星期天）注册/布展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8TH JULY 2019   -   REGISTRATION & EXHIBITOR ENTRY



订展热线：4000-520-818

邮箱：beijingbeautyexpo@163.com

第51届中国(广州)国际美博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2019/03/10-12

第53届中国(广州)国际美博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2019/09/05-07

第52届中国(上海)国际美博会
上 海 · 虹 桥 · 国 家 会 展 中 心

2019/05/06-08

2019第23届北京国际美博会
北 京 · 国 家 会 议 中 心

2019/07/29-31

2019第22届北京国际美博会
北 京 · 国 家 会 议 中 心

2019/02/2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