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山博览会”股份公司
“喀山博览会”展览中心在会展服务市场上有 50 多年的经验。公司是全球展览业协会(UFI)的成
员，这表明公司活动得到国际承认并符合最高国际标准。
多年成功举办展览会的丰富经验是一流专家团的功绩, 他们一年比一年提高“喀山博览会”展览
中心的绩效指标。
“喀山博览会”展览中心每年举办 50 多个展销会和来
宾活动及 300 多个会议活动，参与者其中是政府行业
部门和机关，世界著名公司，国内外企业。展览中心的
发展设施，最新装备的展览馆，会议中心，会议室使
举行大规模展览会，会议，论坛等。
联系方式:
地址: 邮编 420059, 俄罗斯, 鞑靼斯坦，喀山市，奥伦
堡大路, 8 号, 邮政信箱 38
电话/传真: (843) 570-51-11, 570-51-15
邮箱: kazanexpo@telebit.ru
网站: http://www.expokazan.ru
时间

展览会

范围
Agrocomplex: Interagro. Animed. Farmer of the
Volga Region
第 20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
农业机械, 设备和配件， 生产加工设备， 小机械
化，畜牧业，种植业，农业物流，食品安全，
兽医学

15-17.02.

伏尔加河地区农工论坛
www.expoagro.ru
VOLGAPRODEXPO
第 17 届专业展览会
食品, 食材; 包装材料; 贸易和餐饮企业设备; 器具,
餐厅纺织品; 生产加工设备
伏尔加河地区农场产品交易会

安全 - 第 21 届专业展览会
工业设施安全，环境安全, 信息安全, 放缓安全个人
安全
www.exposecurity.ru

21-22.02.

1-5.03.

第 21 届“安全和通讯”
论坛

渔人. 猎人

通讯 - 第 19 届专业展览会
无线电和电话通讯的系统和设备，开关设备，网络
IP 电话，通信技术设施。“信息技术”展区 : 软件，
流程自动化，检索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
www.exposecurity.ru

劳动保护及安 全 - 第 10 届专业展览会
个人防护器具, 工作服和工作鞋，专书，劳动保护
www.exposecurity.ru
第 11 届专业展览会
捕鱼和狩猎, 潜水 装备。汽车和浮动车。
狩猎及捕鱼旅游
www.fishhuntexpo.ru

14-16.03

能源.资源节约

第 18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
热能，电能，水能。燃料动力综合体。代替能源和
分布式能源。能源和资源节约: 技术设备， 创新研究;
能源和资源节约的国家计划。能源机械制造业。电工
技术，电缆和电线产品。仪器仪表, 监测和控制系
统，自动化系统。光照设备
关于鞑靼斯坦共和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目标计
划实施的政府会议
第 17 届国际讨论会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能源节约”
www.expoenergo.ru

29-31.03

鞑靼斯坦汽车制造工业
国际论坛 TIAF
supported by
Automechanika

最大汽车和配件制造商及供应商国际展览会与论坛
轻便汽车, 大型货车，专业机械配件. 汽车车身和护
理用品。汽车维修。汽车设计和工程。 物流。 。制
造商与采购商的 B2B 商务对接会
www.tiaf-forum.ru

5-7.04.

教育. 职业

第 17 届现代教育方法专业展览会
学校开放日。教育技术。教具。国外教育
就业指导及专业教育。人才市场
www.expoobrazovanie.ru

体育旅游展览会

13-15.04.
«Kazan Event Expo»
展览会及会议

25-28.04.

第 22 届国际体育旅游专业展览会
旅游，卫生疗养，游览服务。体育保健服务(健身
中心, 体育中心, 体育俱乐部, 体育运动联合会和
学校)。
www.restexpo.ru
第 1 届会议产业专业展览会及会议
酒店，平台。订货人和组织者，服务提供商。政府
机构: 相关委员会和会议管理局。大节日和其他活
动举办单位。教育领域代表。行业媒体，对会议产
业专家的活动组织者

伏尔加河建筑展览会

第 22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建筑和改造技术，屋面
和门面。建筑机械设备。工具。装修，护面材料。
工程系统. 窗户和门。卫生洁具。电工技术。园林建
筑。低层建筑。设计。
www.volgastroyexpo.ru

25-28.04.

30.05-1.06.

14-18.06.

房地产. 投资机会. 特许
加盟.

儿童世界. 喀山

第 14 届国际专业展销会。 建筑单位推介的住房. 住
宅和商业地产。郊区地产。外国地产。地产代理服
务。保险。金融法律服务。评价服务。投资和创新
项目。. 特许加盟。
www.realtexpo.ru
第 10 届专业展览会。 儿童衣服和鞋子。新生商
品。婴儿食品。知名玩具。儿童安全座椅。美术文
和教育书.。儿童医学。教育项目。
www.mdexpo.ru

珠宝展览会. 喀山

5-8.07.

伏尔加河区域国际
田地日

6-8.09.

鞑靼斯坦石油和天然气
及石油化工论坛

第 10 届珍贵宝石专业展览会。高级金指品，银制
品，金刚石品. 珍贵及半珍贵宝石。“全球宝石”展
区。珠宝纪念品。最好珍贵宝石竞赛 “阿尔腾巴尔
斯”
www.juvelirexpo.ru
第 3 届农业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和伏尔加河区域内
农工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式推介会 。欧洲-俄罗斯专
家经验交流的独特机会。小块试验田。 常设农业
机械展区。农业机械，农业机器人技术和航空装备
推介会平台。牲畜及畜牧业设备展览。行业焦点题
目论坛和会议。伏尔加河农工综合体中小型企业商
务会面。俄罗斯联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洽谈会。
www.mdpp.ru

油和天然气. 石油化工 。第 24 届国际专业展览
会。 科学研究。 实验分析仪器材料。石油工业，
石油化工业，天然气工业设施的设计和建筑。 自
动技术和生产流程的管理系统。石油加工和石油化
生产最新技术，设备和材料。仪器仪表，无损检测
工具。开采姐设备。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采油，运输和
保存。泵机，压缩机，驱动器和电机。石油化和化学
制品。管道配件。能源技术和机械设备。能源与资
源节约的无和小废料技术。
www.oilexpo.ru
21 世纪生态技术设备
第 13 届专业展览会。工业发料和生活污染物的收
集，存储，加工及利用。生态控制与检查系统工
具。发料循环利用。空气保护。
www.expoecology.ru
GEO-喀山: 地质勘察. 地侧脸学 . 制图学
第 7 届专业展览会。工程地质调查。大地测量与地
形测绘。矿山测量学。制图学 与地理信息系统。
地籍图与土地管理。现代技术设备

6-8.09.

12-15.09.

Interplastica
喀山-2017

国际秋季家住论坛

www.geoexpokazan.ru
第 3 届国际塑料与橡胶制造加工设备专业展览会
www.interplastica.ru/kazan
住宅 -第 19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
设计，建筑，改建。建筑交通机械结构。建筑和装
饰材料。器具，紧固件。屋面和门面。建筑设备内
部装饰, 设计, 园林. 建筑化学。低层建筑。郊区住
房。别墅。浴池
www.expohouse.ru
建筑物与构筑物的工程设施 -第 11 届专业展览会.
空调和通风系统。工程系统: 水，热，气，供电，
仪器仪表。供电，供暖，排水的管道系统。管道，
配件，锅炉 ，抽水机，暖器
www.expohouse.ru

清洁展 – 第 2 届专业清洁展览会
用于公共设施和房子清洗的设备，工具和配件;垃
圾车; 化学清理; 消耗材料; 工作服和劳动保护方
法。“职业清洗高手” 清洁清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12-15.09.

12-15.09.

Intermebel

www.expohouse.ru
第 19 届家具，部件，配件，材料展览会。部件，配
件，材料展区。家具生产机械设备。家具织品家具
生产设计的软件。内部装饰，家具。

木业加工

www.intermebelexpo.ru
第 2 届专业展览会
木业加工设备，材料，技术。伐木机，运输机。工
具。小废料技术，替代燃料。油漆涂料。
木制房屋建筑

20-22.09.

4-6.10.

11-13.10.

11-13.10

清洁水. 喀山

DorTransExpo

健康产业. 喀山

职业美容

www.woodexpokazan.ru
全俄水道管理局大会。第 8 届专业展览会和“清洁
水. 喀山”会议
净水，给水，排水。工程系统。水利 工程建筑。
抽水设备，管道。水资源保护 。水体监测
www.waterkazan.ru
16-я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ая выставка. 筑路机械。
租赁公司。商用车。设计机构。建筑经营公路的设
备材料。物流。仓库。货运和客运交通。交通安全
，交通服务。汽车配件。轮胎，轮毂，机油和零件。
停车场。车库服务设备。通讯和通航设备。
www.dortransexpo.ru
第 22 届国家专业展览会
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医疗中心, 疗养治疗等等)
重症监护，复苏，康复。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工具。
工作服. 耗材和缝合材料。
药理学。美容。消毒。卫生手段。健康饮食。
www.volgazdravexpo.ru
第 10 届专业展览会
整容术。美容医学。专业，医疗和装饰性化妆品。
按摩技术。美发。美甲沙龙。诊所，医疗中心，美
容院，美发厅的设备，工具，耗材。培训中心和学
校。 健康食品。饰品、 时尚配饰、 香水。美发，彩

妆，甲护理彩绘锦标赛。鞑靼斯坦按摩大赛
www.expobeauty-kazan.ru

2-6.11.

艺术馆. 喀山

第 9 届专业展销会
美术作品，摄影，雕塑，工艺美术品，手工艺品，
古董产品。
www.artexpokazan.ru

6-8.12.

机械制造. 金属加工业.
喀山
第 17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机械制造. 金属加工业.
技术，设备，工具，装备。金属品。设备服务，维
修，诊断及现代化。 机器人技术, 润滑油，切削冷却
液。

www.expomach.ru

6-8.12.

技术焊接

第 17 届国际专业展览会
焊接和热切技术设备。表面处理技术。焊接自动化
焊接材料和用品。工作服和保护设施。
www.svarkaexpo.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