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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大商展（紐約 芝加哥 拉斯維加斯） 

简介 

美國每年有許多商展，美國東部的紐約、中部的芝加哥、以及西部的拉斯維加斯是美國舉辦商展

的三個主要城市。在時間上，12 月份是耶誕節零售旺季，幾乎沒有商展，7 月份是暑期渡假日，

商展也不多。 

美國一些著名商展不但有悠久的歷史，而且具有專業性、規模大、展期固定、參展商與觀展商穩

定的特點，很具權威性。因此許多參展商的參展攤位都長期固定，以方便老客戶。一些專業展覽

往往是由行業協會（商會）與展覽公司聯合組織的，展覽期間同時召開行業協會（商會）的年會

或國際市場研討會。所以行業內企業及買家均十分重視，很少有不參加的。如有企業有一、二次

未參加，就會被認為從該行業退出。新企業如果沒有參加這類展覽，採購商往往就不認為是圈內

企業，不會選擇作為供應商，納入其供應鏈。 

美國也有不少專業展覽並不在這三個城市，而在一些其他城市，但這些城市在行業內十分有名，

如美國北卡州高點市的傢俱展，波士頓的海產品展。這就如同中國的一些專業市場。 

                                     美國三大商展的每月排期 

1 月 美國聯邦零售業博覽會 紐約 

 美國綜合商品博覽會 紐約 

 紐約國際摩托車展覽會 紐約 

 紐約餐館和食品供應博覽會 紐約 

 紐約全國船舶公共展 紐約 

 兒童用品展 紐約 

 國際家庭用品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空調冰箱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英特網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綜合商品展 拉斯維加斯 

 體育用品展 拉斯維加斯 

 家庭建築展 拉斯維加斯 

 地板裝飾材料展 拉斯維加斯 



2 月 紐約國際兒童禮品博覽會 紐約 

 美國國際玩具博覽會 紐約 

 紐約藝術展 紐約 

 紐約裝潢展 紐約 

 芝加哥汽車博覽會 芝加哥 

  顧客關係管理博覽會 芝加哥 

  世界水泥展 拉斯維加斯 

  世界鞋展 拉斯維加斯 

  市場策略展 拉斯維加斯 

3 月 紐約春季家庭紡織品出口博覽會 紐約 

  美國文具用品博覽會 紐約 

  國際眼鏡出口博覽會 紐約 

  國際時尚織品博覽會 紐約 

  美國珠寶生產商和供給商展 紐約 

  國際美容展 紐約 

  國際時裝和用料展 紐約 

      

      

  美國製造業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建築服務承包商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商店業博覽會 芝加哥 

  商品分銷展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禮品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無線通訊設備展 拉斯維加斯 

  ACE 五金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綜合工業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夜總會、酒吧貿易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4 月 數碼印刷出口博覽會 紐約 

 紐約國際汽車博覽會 紐約 

 香料展 紐約 



 社會風險保險管理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建築業博覽會 芝加哥 

 國家廣播協會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5 月 國際燈具博覽會 紐約 

 國際當代傢俱博覽會 紐約 

 全國文具供應商展 紐約 

 超級市場工業展覽會 紐約 

 超級市場產業常規和教育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糖果業博覽會 芝加哥 

 年度酒店餐館博覽會 芝加哥 

 醫院設計開發展 拉斯維加斯 

 投資展 拉斯維加斯 

 電子產品分銷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購物中心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出版商品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6 月 紐約建築博覽會 紐約 

 國際高級食品博覽會 紐約 

 零售業系統合作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報業產品展覽 芝加哥 

 美國塑膠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卡車展 拉斯維加斯 

7 月 國際電腦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世界鞋展 拉斯維加斯 

     

     

8 月 國際保安會議 紐約 

 美國硬體展示建築產品博覽會 芝加哥 

 拉斯維加斯禮品展 拉斯維加斯 

 市場策略展 拉斯維加斯 



9 月 美國商品博覽會 紐約 

 紐約秋季家庭紡織品出口博覽會 紐約 

 美國製造業博覽會 紐約 

 國際網路媒介博覽會 紐約 

 美國安全委員會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圖像展覽會 芝加哥 

 通用汽車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遊戲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10 月 國際時尚織品博覽會 紐約 

 美國海事保安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俱樂部產業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便利商店業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有益健康供應博覽會 芝加哥 

 美國肉類出口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食品出口博覽會 芝加哥 

 國際五金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自行車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包裝機械產品展 拉斯維加斯 

 國際航空展 拉斯維加斯 

11 月 國際酒店餐館博覽會 紐約 

 美國幼稚教育博覽會 芝加哥 

 汽車零件、輔件展 拉斯維加斯 

 特殊器械展 拉斯維加斯 

 汽車售後服務/產品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COMDEX 高科技展 拉斯維加斯 

 網上投資博覽會 拉斯維加斯 

12 月     

      

                以上为商展的大致排期，由於節假日影響，每年的具體日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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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邀请您赴美参观展览、采购、寻找商机并将尽可能提供商务签证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必要情况可

带团前往. 

 

美国商务部推荐美国展览信息 

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2017 年展会资料 

Jan5-8 

International CES.  电子消费产品展 

是由美国电子消费品制造商协会(简称 CEA)主办,每年一月在世界著名

赌城——拉斯维加斯举办,是世界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技术的年度

会展,其规模在全美各类年度会展中首屈一指.该展始于 1967 年,迄今已

有 40 年历史,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和影响最广的消

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Las Vegas,NV 

Jan19-22 

The NAMM Show. 美国国际乐器、舞台灯光及音响展展览会会是

由国际最大的"国际音乐产品协会(简称 NAMM)"主办.年展会将是行业

内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展览会之一. 

Anaheim,CA 

Jan30-Feb1 

AHR EXPO.  美国国际空调、制冷和采暖技术展览会 

由美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与美国空调制冷协会(VDKF)主办,是世界最大

规模的国际专业制冷空调定期展.该展集中了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制冷空调行业的上千家公司参加展出,反映了当今国际制冷空调技术

最新发展,汇集了世界各国制冷专业的主要研究机构和设备生产厂家,以

及专业贸易公司等. 

Las Vegas,NV 

Jan17-20 

World of Concrete . 混凝土的世界展览会  

这是建筑业每年规模最大的国际展会,9 万多位建筑专家与您一同参

加,90 多万平方英尺的展区将展出 1700 多家展商的最新产品、理念和

技术. 

Las Vegas,NV 

Jan10-12 
July26-29 

Outdoor Retailer Winter Market. 美国冬季户外用品展 

该展每年分冬、夏两届举行,您将在该展会上见到各类最新的户外运动

服装、服饰、运动鞋及各类配饰.美国是户外用品消费的大国,中国的产

品在美国有很好的市场,此专业展览会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进入美

国市场的机会. 

Salt lake City,UT 

http://www.thenammshow.com/
http://www.ahrexpo.com/
http://www.worldofconcrete.com/
http://www.outdoorretailer.com/


Jan31-Feb2 

International Poultry Expo and International Feed Expo  

国际家禽与国际饲料工业博览会 

由美国禽蛋业协会主办,每年一次,该博览会主要展示家禽及蛋品的生产

加工过程中的技术、设备、原料供应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是全球行业内

最具影响的展会. 

Atlanta, Georgia 

 

Jan25-27 

PGA Merchandise Show .国际高尔夫用具贸易会  

由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创办于 1954 年,每年一届,该展览会早已发展成

为世界顶级高尔夫专业盛会,作为专业的高尔夫贸易展览,展会同时还举

办高尔夫展示日和专家讲座与商务会议,不仅为展商提供良好的贸易洽

谈环境,还为买家和观众提供学习和提高高尔夫球技的机会. 

ORLANDO, FL 

Jan18-20 

Surfaces.  美国拉斯维加斯地面材料展览会 

是举办地面建材商品展览会的领先者,它每年为全球地面建材企业召集

了大量的产品交易商、中间商、零售商以及批发商,是世界上大型的地

面建材展览会.另外该展览会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地面材料行业的科技

水平与其他国家产品的互动交流和探讨,并力求不断促进各国地面材料

贸易商、进出口商及生产厂商之间的贸易活动签约. 

Las Vegas,NV 

May16-18 

Informex .美国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欧洲博闻有限公司主办,美国合成有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SOCMA)协办

的展览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24 届,定制化学品业务是该展会的突出特

色.展会以其高度的专业性以及高质量的参展商和参观商赢得美誉.世界

知名的化工企业如 BASF、BAYER、DUPONT、DEGUSSA、DOW、

EASTMAN 历届展会均有参与. 

Philadelphia, PA 

Mar 8-10 

ITLA. 美国国际旅行物品、皮革及附件博览会  

是由美国旅行物品协会主办的全美唯一以箱包类产品为主要展示内容

的专业性展会(该展原名为"美国国际箱包及皮革制品博览会").从 1938

年至今. 

Chicago, IL 

Jan10-12 

International Builders Show  国际建筑业展览会  

国际建筑业展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100000 多位专业人士,国际观

众来自近百个国家.全球 1900 多家展商为您揭晓产品和技术的最新发

展趋势,展品覆盖了 200 个种类囊括了家居和轻型商业建筑界的每个细

分市场. 

ORLANDO, FL 

Feb21-23 

Magic International Summer   美国春季国际服装服饰及面料展会  

始办于 1933 年,已发展成为目前美洲市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及最有代

表性的专业服装展览会.该展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男装、女装、童

装、前卫时装及服装面料为一体的专业服装类综合展会,也是美洲服装

业界公认的美洲服装市场的"风向标". 

Las Vegas, NV 

http://www.ipe07.org/
http://www.itla.us/
http://www.buildersshow.com/
http://show.magiconline.com/magic/v42/index.cvn


Feb14-16 

World AG Expo  美国世界农业博览会  

始办于 1968 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类展会,也是美国政府重点支持

的国际展会,是唯一一个列入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的农业类展会.每届展会

都会吸引全球 70 多个国家 1700 多家参展商参加. 

Tulare, California 

Feb22-24 

Global Pet Expo 美国全球宠物博览会  

是全球最知名的宠物行业专业展览会之一,由美国宠物产品制造商协会

(APPMA)和宠物行业发行商协会(PIDA)联合主办. 

ORLANDO, FL 

Feb18-20 

AMERICAN INTERNATIONAL TOY FAIR  美国国际玩具博览会  

是西半球最大的玩具博览会、世界三大玩具博览会之一,是向美国及世

界其他国家玩具业界展示自己产品的最佳机会. 

New York , NY 

Feb21-23 

WSA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类展览会  

国际鞋业订货会是世界上公认最为悠久的皮鞋专业大展,由美国世界鞋

业协(World Shoe Association)主办. 

Las Vegas, NV 

Mar7-11 

Conexpo-Con/Agg  美国工程机械展览会  

是世界三大工程机械展之一,与德国 Bauma 和法国 Intermat 展齐名,

是仅次于 Bauma 的世界第二大工程机械展.展会由美国设备制造商协

会于拉斯维加斯主办,每三年一届,迄今有近百年历史.展会规模宏大,客

商众多, ,是业内展示最新技术、设备和展品的重要平台. 

Las Vegas, NV 

Mar8-12 

Natural Products Expo West  美国西部天然有机产品展  

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有机产品展,在这里聚集上上千种最新的产品,有机产

品的最新发展趋势,最新的信息.展会为买家提供了一个有机产品世界. 

Anaheim, CA, 

Mar18-21 

International Home and Housewares Show  

 美国芝加哥国际家庭用品博览会  

该展会由美国家庭用品协会(IHA)主办.是美国最好的 10 大贸易性展览

会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家庭用品及家用电器专业博

览会. 

Chicago, IL 

Feb14-16 

IPC Printed Circuits Expo,APES and the designers Summit              

 印刷线路与电子制造业展览会 

解决您的生产难题,拜访数百家展商,与数千位电路板,电子组装、制造和

测试的同行、专家们齐聚一堂,充分利用 60 多个全日制和半日制课程和

IPC 标准会议,重点关注先进技术、ROHS、无铅化和 SMT 工艺. 

San Diego,CA 

Sep12-14 

CTIA Wireless  美国无线通信展  

是在美国举行的全世界最大的无线通信展览,它包涵了"所有的无线产品

",是全球唯一能够代表这个非凡行业发展的盛会.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包括制造商、销售商、电信运营商、购买商及投资者在内的专业人士

参加,全方位展示 21 世纪最新的无线通信科技产品, 

San Francisco,CA 

http://www.worldagexpo.com/
http://www.globalpetexpo.org/
http://www.toyassociation.org/
http://www.wsashow.com/
http://www.conexpoconagg.com/
http://www.expowest.com/
http://www.housewares.org/ihshow/
http://www.housewares.org/ihshow/
http://www.goipcshows.org/
http://www.ctiawireless.com/


Sep 25-27 

Pet Industry Spring Trade Show 美国宠物行业春季展览会  

该展是全球最知名的宠物行业专业展览会之一,由美国 H.H. Backer 

Associates Inc. 公司主办. 

Atlantic City,NJ 

Jan 10-12 

KBIS  美国国际厨房及浴室设备博览会  

是目前世界上厨房及浴室设备领域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的专业

展览会之一,由美国厨房及浴室协会主办,美国 VNU 展览公司承办.展览

会共分两大主题:厨房用品、设备和浴室设备、卫生洁具. 

Orlando,FL 

Arp22-27 

NAB  全美广播电视展   

展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媒体展,在世界广电业享有盛名,每年 4 月在拉斯维

加斯举行, 

Las Vegas, NV 

Arp 4-7 

COVERINGS  美国国际石材及瓷砖博览会  

该展会是美国最大的石材、瓷砖和地铺材料专业展会,每年一届,仅对专

业观众开放,有来自全球的陶瓷、石材生产厂商和贸易公司参加此次盛

会. 

Orlando,FL 

 

SupplySide East ＆ West  美国植物提取物专业供应商展览会  

是以植物提取物、功能食品原料、医药原料、美容化妆品原料和保健

品原料为主的美国最大的医药保健品原料专业展览会. 

 

May 1-4 

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 OTC                                                    

美国国际石油、天然气及石化展览会  

它是世界上在石油钻井、开发、生产、环保等资源开发方面最重要的

展览盛会. 

Houston, Texas 

May9-11 

NATIONAL HARDWARE SHOW with LAWN & GARDEN WORLD 

(NHS) 美国国际五金制品及花园用品展览会  

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专业展览会之一 ,由世界最大的展览公

司-美国励展展览公司主办. 

Las Vegas, NV 

May7-10 

lightfair international  美国国际照明展览会 

是国际建筑及商业领域内规模最大的灯具展览盛会,该展会是由美国北

美照明工程协会和国际照明设计协会主办,并被认为是北美地区的最重

要的照明行业盛会. 

Philadelphia, PA 

May20-23 

The 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 Restaurant, Hotel-Motel Show 

(NRA Show) 美国国家酒店协会即旅馆业展览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酒店用品及餐饮展,具有 86 年的历史.全美 50 个洲的

餐馆协会、7,100 多家酒店都隶属于它的会员,该展的特点是全美酒店

大连锁集团的采购,很多美国的酒店是世界连锁集团,有很强的购买力. 

Chicago,IL 

http://www.hhbacker.com/
http://www.kbis.com/kbisshow/index.jsp
http://www.nabshow.com/
http://www.coverings.com/
http://www.supplysideshow.com/
http://www.otcnet.org/
http://www.otcnet.org/
http://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images/100464/index.htm
http://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images/100464/index.htm
http://www.lightfair.com/
http://www.restaurant.org/show
http://www.restaurant.org/show


June 

Electronics Entertainment Expo  E3 美国电子娱乐大展  

是全球三大电玩展中影响最大的, 囊括了 当年电脑游戏与电视游戏的所

有重要作品.早已成为全球电子娱乐产业的盛会,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和玩

家们的目光,应者云集.E3 为游戏业的厂商、玩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机

会,各方相聚一堂共 谱商机,清晰地勾勒出世界电子娱乐产业的律动脉搏

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被人 们冠以"电玩界的奥斯卡"之美誉,受到无数游

戏厂商和玩家的关注. 

Los Angeles, CA 

May15-19 

Interop Las Vegas  信息产业盛会  

由 Media Live International 主办,20 年来 Interop 展始终以符合商业

技术市集发展的特质提供世界级的且大规模的综合性买主具教育性且

能实际应用的技术的展示.. 

Las Vegas, NV 

May25-26 

The Super Show  美国国际体育用品展  

The Super Show 为美洲地区展览规模最大、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

慕尼黑体育用品展 ISPO)的国际体育用品展. 

Miami, FL 

June 

Globalcomm  美国全球电信展览会 

由美国电信行业协会(TIA)主办的年度电信大展"GlobalComm 国际电

信展览会"于每年六月固定在芝加哥麦考米克展览中心举行. 

Chicago, IL 

 

Corporate and Channel Computing EXPO                                              

美国纽约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  

C3EXPO 由美国 H.A. Bruno,LLC 及 CMP Media LLC 公司组办.是美

国商务部核准可由国外企业参加的全美 35 个国际展览项目之一.是全美

信息行业最顶尖的盛会,是信息产业展示最新最前沿技术和产品的窗口,

同时也是一个供 IT 界专业人士交流的良好平台,更是政府行业经济部门

和企业招商合作的好机会. 

New York , NY 

Jun25-27 

EASA. 美国国际电机展览会 

该展是由美国电气设备服务协会（Electrical Apparatus Service 

Association）主办的。http://info.b2b168.com/s168-45128237.html 

 

Tampa, FL 

Mar29-30 

DESIGN & MANUFACTURING – MIDWEST 

美国芝加哥国际工业设计及制造展览会 

该展是美国最大的工业交易市场，也是整个北美地区规模最大、水

平最高、涉 及范围最广的工业博览会；被公认是联系全美及拉美工

业技术和商业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中心。 

 

Cleveland,OH 

http://www.e3expo.com/
http://www.interop.com/lasvegas/
http://www.supershowevents.com/
http://www.nxtcommshow.com/
http://www.callcentre-expo.co.uk/
http://www.callcentre-expo.co.uk/


Jun25-28 

IFT  美国国际食品科技展览会 

该展览会是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食品科技和食品添加剂、食品配

料方面的专业展,它及时地反映了世界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最新情况,

反映了食品工业发展的方向和动态,代表了世界食品科技工业发展趋势. 

Las Vegas, NV 

Dec2-4 

FIME  美国国际医疗器械及设备展  

是美国东南部地区最大的医疗设备及器械专业展览会.该展会固定在佛

罗里达州的工商业中心迈阿密市举行,每年一届,至今已有 16 年的历史. 

展会的特点是地区性和国际性兼备.除了主要来自美国佛州的参展商和

专业观众外,展会利用迈阿密毗邻加勒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

来自南美国家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因为许多产品是通过迈阿密转口至

加勒比海国家的. 

MIAMI, FLORIDA 

 

MinExpo 美国矿业展  

由美国国家矿业协会(National Mining Association)主办,每四年一届.

每届都有高质量的业内买家到会,他们对设备、产品和服务的平均购买

力高达 6300 万美元.此展是一次难得的盛会,矿业届的精英齐聚一堂,了

解新技术的发展并做出购买决定.他们带来采购清单:从大型挖掘机到小

型设备零件.来自露天采矿、地下采矿、加工、矿场开发、矿产勘测、

稀有金属、精练与提炼等各个行业. 

 

Sep10-15 
2018 

IMTS  美国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  

是由美国机械制造商协会主办的大型国际专业性展览会,每两年在芝加

哥 McCormick Place 展览中心举办一届.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四大

机床展览会之一,这个大型贸易盛会吸引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家公司参展,10 万采购人员与会,参展商们展出当今世界上最精

良的机械制造技术和设备.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位专家,将在展会中

向您推介其设计与产品.IMTS 展示着全球机械行业的现在与未来,是世

界机床展中技术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展览会,尤其是在国际金属

加工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Chicago, IL 

Sep12-14 

GLASSBUILD AMERICA 美国国际玻璃、门窗展览会 

该展会由 NGA(美国国家玻璃协会)举办的,是进行玻璃、门窗交易、玻

璃及门窗技术交流的最重要的展会,其目的在于促进玻璃、门窗行业的

发展.相信美国玻璃门窗展将是您了解、拓展北美市场的最佳平台. 

Atlanta, Georgia 

Sep26-29 

The Industrial Fabric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IFAI)                       

美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展览会  

由美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协会(IFAI)主办,目前是北美地区最具权威和影

响力、规模最大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国际性展览会,展览会得到了美国

商务部和国际著名采购商组织的重视及大力支持. 

New Orleans, LA 

http://www.am-fe.ift.org/cms/
http://www.fimeshow.com/
http://www.minexpo.com/
http://www.imts.com/
http://www.ifaiexpo.info/
http://www.ifaiexpo.info/


 

Automotive Aftermarket Industry Week and SEMA Show                 

美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博览会    

AAPEX 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专业展览会，汇集了整个中

北美以及南美、欧洲、中东的汽车零部件用户、售后服务商, 是全球最

大的汽车制造业贸易博览会之一，突出展示汽车售后零配件市场和汽

车养护用品。作为北美地区汽车零配件行业贸易效果最好的展览会，

在 AAPEX 能接触到几乎在其他展会上接触不到的世界各地的、尤其是

北美的买家。                                                                          

Las Vegas, NV 

Nov 

INTERNATIONAL HOTEL/MOTEL & RESTAURANT SHOW                   

美国国际酒店、汽车旅馆、餐馆用品展览会  

该展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餐馆、汽车旅馆和饭店展览会之一.是由美国

纽约酒店协会、纽约餐饮&旅游协会、纽约酒店&住宿协会联合举办,

最具影响的买家都是来自酒店、旅馆、设计公司、代理商等,若是你想

知道世界最新的酒店、餐馆行业状况,参加该展将是你的最佳捷径. 

 

Nov 

Pack Expo Intl  美国国际包装机械博览会 

是由 PMMI 美国包装机械制造协会主办,在美国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两

城市轮流举办,现已发展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包装展、在全球包装展中

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届美国包装博览会展览面积超过 12 万 m2、

近 1600 家参展商参展,超过 5 万的客户和购买者(包括来自 75 个国家

的 6000 多国际观众)参观此展. 

Chicago, IL 

Nov 

FABTECH 北美国际金属加工展览会 

北美最大金属加工展、美国金属加工展、美国机床展、美国金属成型

加工展、美国钣金展、美国精密铸造展、美国焊接切割展、美国模具

展、美国表面处理展. 

Chicago, IL 

 
 

 

 

 
 

https://www.buyusa.gov/mexico/en/automotive_manufacturing.html
https://www.buyusa.gov/mexico/en/automotive_manufacturing.html
http://www.ihmrs.com/
http://www.ihm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