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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主办机构 全球资源联动 将您的品牌故事传递世界
由Informa Markets、意大利博洛尼亚展览集团（BolognaFiere）及上海百文会展有限公
司联合 主办 ，获 亚太 区美容 展（COSMOPROF ASIA） 、中 国 美容博 览会 （CHINA
BEAUTY EXPO）支持，以“开创大湾区美业新时代” 为核心定位，服务美业，拓展商机。

英国英富曼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会展主办方，每年在超
15个专业垂直领域市场举办500多场贸易和消费类专业
展览会，我们通过会展活动丶具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服务
和可执行数据解决方案，为全球市场参与者提供互动丶
体验和交易的机会。美容展系列作为集团的重要的展会
品牌之一，版图庞大，在发展迅猛的亚洲市场举办多场
B2B 商贸展览会，足迹遍及区内逾11个城市，包括：
香港、东京、曼谷、胡志明市、雅加达、吉隆坡、马尼
拉、孟买、深圳、上海、及成都。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
浏览www.informamarkets.com。

关于 INFORMA MARKETS 关于博洛尼亚展览集团

博洛尼亚展览集团拥有超过100年的悠长发展史，是意
大利颇具实力及规模的展览集团，也是享誉全球的贸易
展览主办机构。每年集团主办的本地及国际展览超过
100项，涉及美容、文化、时装、艺术设计等行业。其
中成立于1967年的Cosmoprof卡思曼伯意大利博洛尼
亚国际美容展是享誉全球的美容盛事。其相关联的品牌
展会包括Cosmoprof卡思曼伯北美拉斯维加斯美容展、
Cosmoprof卡思曼伯亚太区美容展、Cosmoprof卡思
曼伯印度孟买美容展以及Cosmoprof CBE东盟美容展。
请浏览：www.bolognafiere.it

关于上海百文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百文会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很有影响力的美容化妆品
业展览和会议的主办机构，旗下中国国际美容化妆洗涤
用品博览会、上海国际美容美发用品展览会、上海国际
日化原料包装机械设备展览会三大展会，简称“中国美
容博览会（上海CBE）”，年展览面积26万平方米，
位列世界三强，覆盖美容化妆品产业链之国际贸易平台。
请浏览：www.cbebaiwen.com

覆盖全球的美容行业商贸平台

中国· 深圳中国· 上海中国· 香港 中国· 成都

泰国· 曼谷

列举部分在亚洲举行的展会，想了解更多英富曼美容行业的系列展会，点击此处：https://events.informamarkets.com/en/event-listing.html

越南 · 胡志明 菲律宾 · 马尼拉马来西亚 · 吉隆坡 印度尼西亚 · 雅加达

印度·孟买

http://www.informamarkets.com/
https://events.informamarkets.com/en/event-lis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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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 新设计 可持续：美妆新业态发展的品质商贸平台

立足深圳，辐射粤港澳大湾区，汇集包材商、品牌商、OEM/ODM代工企业，
在美妆新消费的需求背景下，为供应链企业深挖品牌商需求，重点网罗新锐
品牌的生产订单。为品牌商提供接触大湾区新兴渠道买家的对接平台。

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美妆产业发展新刚需

粤港澳大湾区及长三角优质包材供应商汇集工业设计强市—深圳，同期开展
多场工业设计论坛，将“新材料、新科技、新设计”持续注入行业，打造供
应链企业与设计之都的灵感碰撞盛会，强美妆工业设计之魂，助力中国化妆
品产业的高端化发展。

打造美妆工业设计大展

掌握12万+各类品牌商、生产商、零售商等行业买家数据库，为展商提供一
对一的商贸配对。同时，利用SCBE卓越买家俱乐部资源，为您定向网罗业
务可持续发展优质的买家，赢取优质订单，拓展优质人脉。

一对一商务配对服务，助您找到合适的买家和合作伙伴

*2023年预计规模

20,000 m2

展会规模

500+
参展企业及品牌

20,000+
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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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深圳，辐射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化妆品产业链的优势最为明显，形成了产业一条龙配套
的优势，而且其供应规模、供应质量、供应速度、成本均能满足各类生产企
业需求。工业设计是化妆品制造之魂，工业设计的能力成为中国化妆品美妆
产业的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是中国设计强市，
工业设计行业去年总产值为134.56亿元，带动下游产业经济价值超过千亿
元，供应链企业汇集工业设计强市，为化妆品容器、包材的设计迸发新灵感。

据启信宝数据显示，全国化妆品相关企业共有86239家，其中广东省企业数
最多，占比达到25.5%，产业集聚度较高。其中，护肤和彩妆类别企业数量
主要集中深圳市，其中，深圳市护肤类别的企业数最多，达到1070家。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由广深两市领跑的广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2
万亿元，深圳市2021年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2667.00亿元，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9498.12亿元，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8391.97亿元，其中
化妆品类增长13.7%。

截至2021年底，我国现存跨境电商相关企业3.39万家，其中广东省9291家，
省域排名第一，深圳市拥有3300家，城市排名第一。以此启航，将广东省化
妆品成熟产业服务输送全球。

产业集群优势

坚挺的渠道实力和市场规模

特色国际贸易实力：跨境电商

美妆供应链与工业设计之都的火花碰撞

深
圳

全国化妆品相关企业分布，来源：启信宝

选择华南国际美博会 瞭望大湾区最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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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美妆新业态发展打造的多维服务平台

精准开发大湾区品质潜在客户

维护华南优质客户的时机

疏解中小、初创企业的拓客困境

不再淹没在大型展会

具备线上线下的双线营销能力

打破传统展会营销的时间和空间桎梏

提供全年线索运营的营销方案

打造企业的高光舞台

活
动
营
销

多
维
营
销

12万+精准
行业数据库

• 社群成员：5100 +人
• 微信公众号活粉：14000+人
• 每季度专业市场地推、路演

多维度高曝光量
直触精准买家群体

• 华南区域数据占90%
• 7万+品牌商/生产商数据
• 5万+渠道商数据

• 电子邮件触达：90万+次
• 短信：154万+次
• 电话邀约：10万+次
• 媒体合作：120家
• 数字广告展示曝光：100万+次

多渠道推广展会资讯
线上线下扩大声量

• 帮您定向邀约5家您的愿望买家
• 全年微信小程序商贸对接平台
• SCBE行业供需对接群
• SCBE官网及小程序数字展厅

多维营销服务
星级增值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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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参展商数据：品质供应链齐聚 新锐品牌的高光舞台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021年展品类别分布

解放橘郡、PDC、MOTONOZEN素之然、澳尔滨、THREE、Aishitoto爱希
特多、Greenland 格兰大地、DERMAHEAL德玛莉、Prof.Royal、JUJY纪芝、
RÉDUIT、Eaoron澳容、Natural Sea Beauty、AXXZIA晓姿、Lekarka、
Honey Roa、Michel Mercier、 SPA SUISSE、KOCOSTAR、Dr. Shine、
Gomise秘素、心悦尚品

诺斯贝尔、彭氏、碧誉、蓓希颜、仪玳、伟博海泰、全丽、瑞芬、万邦、乐
美达、赛亚气雾、贺茂、霞飞、康容、笔匠、琦莉、辉文、美黛、万盈、可
尚、西蒙妮、欧思兰、雅颜、领衔、美丽链接、萝薇、澳莱娜、旭妆、睛姿、
多米丽、凯捷、新空气、妍色美妆、璞颂、御梵、丽芙秀

通产丽星、正庄、乔艺、联昌、锦盛、金马、比优特、阿克希龙、国超玻璃、
伊贝、精丽制罐、京华、晟祺、艾达、万升、朗威、锦升、奥鑫美、精艺、瑞
模、俪宝、创曦、高洁丽、铨业、佑嘉、长兴杭华、奥邦、江苏环亚、嘉信

思肯三维、康柔、景瑞、金蒂、善为、惠州文德、东莞胜明、宝莉曼、宁波
简洁、镭科光电、吉美源、慕尚未来

冰希黎、野兽青年、Barrio巴莉奥、五朵里、Daily Lab、润百颜、亲爱男友、
Junping、植观、参半、允宝、博滴、皙阁、ZQ-Ⅱ、Notime、颜世吟、和
妆、Allure Glow倾城光晕、重光、SIE、Little Touch哩头、健康之艾、又妍、
Amee Derr 、Feelyep、梳羽、职场日记、玛雅印象

国际优品

代工大咖

新国货

包材大咖

美妆科技

2021年精选参展商：500+企业及品牌的共同选择的平台

3.4%

14.0%

15.9%

16.2%

16.3%

33.2%

其它上游企业(设备及原料)

美妆个护/香水香氛

美妆工具类

美妆仪器类

OEM/ODM/OBM

内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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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观众数据：精准行业买家 拓展优质潜客

沃尔玛、洋葱集团、小米、兰芝、妍丽、植物医生、华熙生物、薇氏赫尔、远想生物、雅姿、拉芳，双立人，
高宝，花出见，家乐福、Formabrands，方正集团，万宁，云南白药、LG、立白、鲜当家连锁超市、怡亚通、
利丰集团、辛选、美颜秘笈、稳健医疗、京东、美宝莲......

精选买家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买家企业性质 买家职能

7.7%

15.1%

17.7%

19.7%

22.9%

美容院/医美机构

零售渠道(化妆品专营店/电商)

品牌商

代理/分销/批发

生产商

1.2%

2.8%

3.3%

5.2%

13.7%

17.6%

27.2%

27.9%

配方师

产品研发

美容师

设计师

法人/董事/总经理

市场营销

业务拓展

采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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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同期论坛：近30场行业论坛 众多行业大咖

朱顺莹
商业分析师
美业颜究院

邱士铭 大中华区
快消品咨询总监

Globaldata

郑智议
中国市场销售总监
BEAUTYSTREAMS 

伍爱晶
趋势专家
WGSN

项琪 总经理
广州暨南大学医药生
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有限公司

王玉玲
资深研发工程师

安徽乐美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谢婷 高级商务官员
美妆，时尚生活，

医疗健康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商务投资处

游镜
嘉悦美业副总经理

嘉悦国际集团

陈敏
创始人

东耳文传

谢少博
零售美妆事业部
KA负责人 京东

孟飞飞
有米云副总经理、

CC数据负责人
有米科技

王俊 直播营销解
决方案部总监
微吼时代科技

鉴锋
创始人&CEO

零一裂变

李好
资深方案顾问

杭州数云

李艳波
创始人兼 CEO

设计癖

石川
创始人

石川工作室

赵萍
创始人CEO

北京华远印象文化有
限公司

魏民
创始人兼CEO 

佳简几何

邹孟镇
创始人

设际邹工业设计

王尚文
工业设计总监

宗匠科技（AMIRO）

欧阳鹏杰
微博知名美学博主

*以上为部分嘉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看趋势 探未来
美妆日化：
趋势预测、法规政策、行业展望
美业论坛：
产品升维、零售焕新、门店升级

学营销 探增量
美妆行业数智营销论坛

懂设计 探品牌
美妆设计大爆炸：
让美更美——设计师的美学36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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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美妆企业的高光舞台

为供应链企业深挖新品牌、新需求、新订单

精选包材、代工生产企业、新锐品牌与您相约7月鹏城

2023年参展商预览立足深圳，辐射粤港澳大湾区，汇集包材商、品牌商、OEM/ODM代工厂企业，在
美妆新消费的需求背景下，为供应链企业搜寻网罗品牌商，尤其新锐品牌的生产订单，
为品牌商提供接触大湾区新兴渠道买家的商贸平台。

为品牌商推荐品质工厂、创新设计、优质包材

为品牌商网罗新渠道、新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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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邀约观众名单 一站式囊括多方位资源

个护类品牌
雅诗兰黛、资生堂、欧莱雅、伽蓝集团、P&G、拉芳集团、自然堂、薇
诺娜、施华蔻、欧舒丹、韩束、逐本、红色小象、相宜本草、曼秀雷敦、
C咖、纽西之谜、韩后、珀莱雅、润百颜、环亚集团、HFP、凌博士、谷
雨、理然、IS是否、马丁、Storymix、HBN、毕生之研、姬存希、雅芳、
妮维雅、WIS、和风雨、溪木源、丽普司肽、Junping、蕉下、玛嘉思缇、
菜鸟和配方师、左颜右色、硬核男士、芳草集、伊肤泉，Rever、无敏士，
柚子舍、三谷、果本、AOEO、植卡美、麦凯莱、全棉时代、立白集团、
Amway安利、花安堂集团、美露肌源、珍妮肤、Spes、RNW如薇、透
真、颐莲、花皙蔻、Biohood本护、禾葡兰、林清轩、宿系之源、即护、
半亩花田、麦吉丽、丹姿集团、花王、青蛙王子、943

彩妆类
美宝莲、露华浓、E.L.F、毛戈平、玛丽黛佳、花西子、美康粉黛、UNNY、
稚优泉、彩棠、橘朵、小奥汀、HEDONE、AMYLAB安美、Colorkey、
zeesea 滋 色 、 卡 姿 兰 、 Joocyee 酵 色 、 FLORTTE 花 洛 莉 亚 、 荔 萌 、
VENUS MARBLE 、 菲 鹿 儿 、 Allure Glow 、 倾 城 光 晕 、 TUTU 、
HEYLULU、奈玑子、UCANBE、Blank Me、DOROWA、戈戈舞、柏瑞
美、PBX、尔木萄、Pink Bear皮可熊、雨辑、Sixplus六加、Ukiss、
Kaleidos万花镜、美颜秘笈、美茜儿、ipi、Passional Lover、VENZEN
梵贞、卡奇色彩

香氛、口腔、美妆科技及其他类
阿芙精油、嘉媚乐、观夏、摩登巴赫、DailyLab、荒核NuWilds、KUGG、
心跳节拍、Scentooze三兔、参半、清之科研、Devil Detail、舒客、盐
致、黑人牙膏、高露洁、Usmile、Hey!White、小猫安妮、AMIRO、
HUSUM花上、素士、小熊电器、京东京造、小米有品、Cosmobeauty、
Ulike、Touch Beauty、SKG、BIOLAB、奥比中光、JOVS、新宝电器、
ROAMAN、美的集团、WOSADO悦曈、森马、Nuface、雅萌、yoose
有色、Smasmall昔马、谷心

CS连锁
丝芙兰Sephora、屈臣氏、SASA、娇兰
佳人、名创优品、妍丽、万宁、NOME诺
米、依斯卡、三福、PureH2B 津梁生活、
Little B野兽派、赞玛氏、千色店、熙美诚
品、唐三彩、

新零售&KA商超&百货
东点西点、调色师、WOW COLOUR、
KKV、HAYDON、永旺、苏宁极物、K11 
Beauty、H.E.A.T喜燃、新加坡
Osakakuma、瑞典ICA MAXI超市、沃尔
玛、家乐福、山姆会员店、生活无忧、M
木槿生活、Niko and…、YUKI进口优品
生活馆、永辉超市、中免集团、易捷、7-
ELEVEN、盒马鲜生、岁宝百货、HI百货

代理商&贸易商
深圳怡亚通、德薇、颖通集团、广州盈庄、
澳希亚、美安健、德加拉、佰策国际、安
荣商贸、璞妍贸易、活衍贸易、萃美贸易、
思萨集团、臻屹贸易、利丰集团、首恒贸
易、美家国际贸易、货郎先生贸易、广州
域外

健身房&酒店沙龙/美容院线&美发沙龙
火辣健身HotBody、KEEP、Fittime 睿健
时代、、白天鹅宾馆、京基集团、亚朵、
希尔顿酒店SPA、华住集团、斯维登集团、
万豪、克丽缇娜、梵玛西、唯思美、奈瑞
儿、花萃美集、佐登妮丝

直播电商
本新文化、边际文化、极米传媒、简澄文
化、金艺文化、京科互娱、Inplus、朋普
互动、象星球、妍媸文化、摘星阁文化、
LIKO里刻文化、无忧传媒、五月美妆、
网红猫、快美妆、集淘、美图美事

电商平台
唯品会、京东集团、天猫全球购、小米有
品、奥买家、小红书、澳淘淘、网易严选、
京喜、蘑菇街、苏宁易购、什么值得买

社群团购
嗨购优选、云货优选、嗨团、蜜芽、嗨团、
蜜芽、爱库存、微折购、喜团、名义初品、
卢司令、呀团、洽团、小红团、买买团、
海囤生活、悟空家、斑马会员

跨境电商
Shein、棒谷科技、五洲会、洋葱集团、
一号洋仓、凯源跨境、奥买家、速卖通、
敦煌、洋老板、深圳环球易购、大龙网、
网易考拉、深圳泽汇Zehui、泽宝集团、
深圳万拓、广东百事泰、广州百伦、深圳
公狼网络、跨境通、广州洋盒子、深圳蓝
思Bluelans、深圳帕拓逊、深圳傲基、深
圳赛维时代、深圳有棵树、深圳宝视佳
BESSKY、拣蛋网络、广州乐芙、天拓海
汇、BPS毕柏思、ULTA Beauty

线下渠道 电商品牌商/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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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展商务配对的形式很好，可以舒适高效

认识对接行业内合适的供应链企业，这次配

对的展商都很精准，整个活动效果非常满意。

—— 拉芳家化 供应链总监 邓女士

配对活动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找寻目标合作的

展商，还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做宣推，下次还

要继续参加。

—— 洋葱集团 品牌企划及研发总监 高女

士

这次配对对接的展商都不错，现场对接后已

经有可以马上下订单的，其他供应商回去后

也会进一步对接合作。

—— 广州颜究好物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钟女士

卓越买家俱乐部是以华南国际美容博
览会为基础的业内社交平台，集结来
自零售优质终端、品牌商、生产商等
千家优质会员企业，聚合美妆日化行
业优质采购资源，与能提供高质量产
品、生产服务商进行高效对接，利用
线上线下多种活动形式，搭建供需双
方的交流平台，促进双方交易达成。
我们为买家和参展商特设的配对系统，

官方小程序将提供线上商贸对接体验:

线上产品展示丶预览目标供应商或买

家背景资料丶邀约会面。

360
场

线上线下商贸配对

170
家

成功配对的展商

一对一商务配对服务

深受买家欢迎的采购模式 广获展商点赞的服务形式

这次参展对于开拓国内市场也有了相对清晰的

认识。现场商贸配对活动意想不到的精准，目

前仍在跟进当时认识的一个品牌，已经在打样

了，后期还有配对的话还是会很感兴趣的。

——浙江亦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现场配对了一个婴童品牌，这次对接还是比

较精准的，目前已经在推进打样中。展位上

对接的买家也是目标明确，主要是出口贸易

代理，也有品牌方。

——深圳市丰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对这次的配对服务很满意，主办方为我们匹

配到了一直想合作的品牌。明年续订希望能

多参加配对活动。

——彭氏（惠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配对成效

https://informaplc.sharepoint.com/teams/IM-GZ-Beauty-Share/Shared%20Documents/Beauty/Data/Beauty%20Shows/SCBE/2021/Marketing/1.%20Publication/6.Exhibition%20Document/SCBE%E5%8D%8E%E5%8D%97%E5%9B%BD%E9%99%85%E7%BE%8E%E5%AE%B9%E5%8D%9A%E8%A7%88%E4%BC%9A%E5%B1%95%E4%BC%9A%E4%BB%8B%E7%BB%8D%20-%20%E6%8B%9B%E5%8B%9F%E6%BC%94%E8%AE%B2%E5%98%89%E5%AE%BE%E4%BD%BF%E7%94%A8.pptx?w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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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早鸟复订展商专享地铁广告

签约展商即刻进群 即时接单

媒体专访

演讲品宣线上线下相结合 365天多渠道触达精准人群

我们的服务宗旨：
将我们的市场资源转换为展商的营销工具！

社交媒体
• 社群成员：5100 +人
• 抖音曝光量：672,361次
• 微信公众号活粉：14000+人

活动/论坛
• 直播论坛
• 大湾区专业市场地推宣传

电子快讯
• 电子邮件触达：90万+次
• 短信：154万+次
• 电话邀约：10万+次

合作媒体
与海内外行业媒体、大众媒体保持紧密合作，全年海
量推广展会资讯.

线上展厅
• 官方小程序累计用户8000+人
• 官方小程序累计发盘询盘使用次数：25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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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垂直 跨界异业 多源合作

人民网，网易，凤凰网，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央视网，金融界，央广网，今日头条，中国财经时报
网，百度百家，一点资讯，芭莎时尚网，yoka时尚网，太平洋时尚网、中国品牌网、消费日报网、中华
网、中国化妆品网、国际品牌网、芭莎时尚网、国家风尚网、中国女性网、瑞丽网、中国创投网、商都网、
企商网、南方企业新闻网、完美潮流、女王时尚网、名品网、星时尚、百变女人秀、梦妆时尚网、梦想女
人网、中华时尚秀、奢侈女人网、奇妆女人秀、妆品时尚、红妆时尚、丽妆时尚、秀丽时尚网、品秀街、
第一时尚秀、妆点秀、爱美女性网、秀尚网、爱秀时尚风、美丽潮流、one时尚秀、only潮品网、秀美潮
流网、第一女性、时尚女人网、品牌时尚志、千百态时尚、第一女人、only时尚网、秀尚街、千变女人网、
华人时尚、美丽女人街、时尚周、潮品会、一品潮流、大咖时尚网、红妆女性网、莱荷时尚网、优梦新潮
网、品丽潮流网、悦美女性网、E潮风尚网、聚维时尚网、尚美资讯网、天秀时尚网、丽质时尚网、依尚
女性网、时尚传媒网、今日时尚网、第一消费在线、消费周刊网、城市消费网、中国消费在线、大众生活
网等

电视台、视频、门户、报业媒体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今日头条视频、网易视频、凤凰视频、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读特）、深圳
商报、南方日报（南方plus）、腾讯大粤网、网易深圳、新浪深圳、深圳电视台财经生活频道、深圳电
视台移动频道、广东电视台TVS-1、南方卫视TVS-2

百家网媒

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媒体支持机构

论坛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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