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出地點 Venue：���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5FG	
Hall 5FG,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參展類別： 	  護膚品	  •	  	  美容儀器	  •	  	  美容學校及協會	  •	  	  ⽔水療及⾝身體護理產品	  

	  ⾹香薰	  •	  	  美甲	  •	  	  健康及保健	  •	  	  化妝品	  •	  	  髮型⽤用品	  

2021/06/01-03	
星期⼆二⾄至四 Tuesday – Thursday	

展出⽇日期 Exhibition Dates：	

展出時間 Exhibition Hours：10:00am-6:00pm	
	
展覽場地⾯面積 Usable Floor Area：56,000平⽅方呎 sq.ft.	

• 	 	                      參觀者是粵港澳⼤大灣區美容院東主/總裁/管理層/經理級/採購⼈人員，	
皆為美容院決策⼈人⼠士。*	

82%	
• 	 	                      參觀者於會場訂購產品/儀器，切實為參展商帶來商機。*	  90%	*資料來源：2015年⼊入場觀眾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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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專業美容界盛會	  



粵港澳⼤大灣區專業美容院	
帶動龐⼤大商機	
《姊妹美容》已連續舉辦⼗十七屆「姊妹專業美
容展」。每年展覽均吸引粵港澳⼤大灣區賣家參
觀，備受美容院經營者及從業員重視。我們會
繼續以「推動⾏行業發展、提升專業地位」為宗
旨，協助展商創造更⾼高效益的交易平台，開拓
粵港澳⼤大灣區新機遇，締造無限商機。	

展覽會亮點	

★ 姊妹美容優秀專業美容院推薦計劃	
參展商可提名有業務聯繫之粵
港澳⼤大灣區美容院參加「姊妹
美容優秀專業美容院推薦計劃」，
⼤大會將現場設頒發獎狀儀式，
以表揚該美容院之優質服務，
藉以加強消費者對美容同業之
信⼼心。	

★ 專業研討會	
由業內具知名度的美容師及專業⼈人⼠士主持的研討會，講解
⺫⽬目前美容業之最新資訊、營商之道及市場策略等，為買賣
雙⽅方提供最新的⾏行業訊息，盡覽未來的發展趨勢，有助⾃自
我增值，增強信⼼心。	

★ ⼤大會舞台  
參展商可租⽤用⼤大會舞台舉⾏行	  
講座、⽰示範、推廣活動等，	  
收效特⼤大。	  

★ 精美紀念品  
⼊入場⼈人⼠士均有機會獲贈送精美	  
紀念品，以吸引更多⼈人流。	  

★ 現⾦金消費券	
⼤大會將送出現⾦金消費券予預先登記⼊入場之粵港澳⼤大灣區美容
業內⼈人⼠士，「現⾦金消費券」可於會場內購貨時使⽤用，以刺激
買家⼊入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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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美業平台	
互補共贏開拓商機	
 	
⾹香港是引領時尚及美容潮流的國際⼤大都會，⼀一
直擔當著亞太區美容業樞紐的⾓角⾊色。隨著粵港
澳⼤大灣區的建⽴立，中國美容業急速成⻑⾧長，姊妹
專業美容展為三地業界創建了⼀一個有效交流，
共融和進步的平台，藉著多⽅方的宣傳策略，根
據各⾃自的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為⾏行業開拓更
⼤大的商機！	
 	
網上宣傳 提升曝光率	
於 姊 妹 美 容 的 網 ⾴頁 ， 以 及 社 交 平 台 如：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微博、
⼩小紅書等宣傳，為展览会增加曝光率。	
 	
多媒體廣告 吸引美容業⺫⽬目光	
在國內美容網站、⾹香港的電視台及電台推出廣
告，吸引更多國內美容院參與。	
 	
印刷品推廣 預覽展前動向	
郵寄參觀者登記表格予國內美容院，並附有展
前預覽廣告，詳盡介紹展覽會。	
 	
現場宣傳 匯聚業界焦點	
直擊展覽實況、直播頒獎盛事、專訪參展商，
讓粵港澳三地業界獲得第⼀一⼿手⾏行業資訊。	
 	
專業嘉許 互勵共勉	
給予國內專業優秀的美容院同業嘉許，頒發優
秀專業美容院⼤大獎，⿎鼓舞同業不斷進步。	

★  網紅專業推介	

★  網⾴頁推介	

★  微博專⾴頁	

★  美容網站廣告	

★  電視廣告宣傳	

★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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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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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簡介:���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全球公認最出眾和具規模的世界級會議及展覽場館之⼀一，	  

以卓越服務、多元化的先進設備⽽而馳名國際，獲獎無數。⾹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交通	  

⽅方便快捷，有地下鐵��、機場穿梭巴⼠士、市區巴⼠士、渡海⼩小輪等。銀⾏行、郵政局、	  

購物商場及娛樂場所近在咫尺，各適其適，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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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範圍	  
★ 護膚品���
★ 美容儀器���
★ 美容學校及協會���
★ ⽔水療及⾝身體護理產品���
★ ⾹香薰���
★ 美甲���
★ 健康及保健���
★ 化妝品	
★ 髮型⽤用品	

參展⽅方式	
A. 基本展位���
基本展位⾯面積：3⽶米 X 3⽶米 (9平⽅方⽶米)���
參展費⽤用：HK$54,800 / RMB 50,000；	
每個邊⾓角展位(兩⾯面開放)附加費20%	
	
B. 特級展位���
特級展位⾯面積：6⽶米 X 6⽶米(36平⽅方⽶米)���
參展費⽤用： HK$236,800 / RMB 217,000	

平⾯面圖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5FG	
展覽場地⾯面積：56,000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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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超級優惠	
於2021年3⽉月19⽇日之前落實參展，	

可享超平租⾦金	
選訂展位總⾯面積較⼤大者���
更享有優先選擇權。	

籌辦機構	
	
凌速博覽專業籌辦⼤大型展覽會的經驗豐富，���
是全港最⼤大之⼀一展覽會「⾹香港動漫電玩節」
之籌辦機構，在內地亦有籌辦國家級⼤大型
展覽會的經驗，全國聞名。	

地址：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883號  
  億利⼯工業中⼼心3樓12-15室  

電話：   (852) 2344 7937 
傳真：   (852) 2590 8725 
電郵：   marketing@iesg.com.hk 
 
廣州辦公室 
廣州凌速展覽⽂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廣州市越秀區沿江中路298號  

  中區2407-08室  
電話：   13602762694 
電郵：   171667655@qq.com 

此資訊只供參考，主辦機構有權更改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		
姊妹美容跨媒體資訊平台以專業態度和國際
視野，為業界提供最新的⾏行業訊息，全⾯面覆
蓋護膚、化妝、技術、儀器、修⾝身、健康等
資訊，讓業界⼈人⼠士掌握最有利的資訊，開創
更好前景。	

⾹香港展商：23447937 ⺩王⼩小姐	
國內展商：13602762694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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