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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亚太区美容展刷新纪录创下佳绩
两地展馆共吸引来自 135 个国家及地区共 87,284 名参观人士，
3,030 家参展商来自 53 个国家及地区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香港 – 第 23 届亚太区美容展完美闭幕，成绩超越各界期望，再次证明「一展两地」的展会模
式行之有效，亦见证了展会作为亚洲美容业精英及创新品牌的集合点，有着无可取缔的领导地位。
Cosmopack Asia 于 11 月 13 至 15 日假亚洲国际博览馆（博览馆）举行，汇聚供应链上的杰出参展商，展出原材料
及配方、机械与自动化设备、一级及二级包装、承包生产和私人品牌等范畴的新型产品。亚太区美容展则于 11 月 14
至 16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展）举办，展出各主要类别的美容成品，包括香水及化妆品、专业美容和水疗产品、
美发用品、美甲产品配件和天然有机产品。
展会吸引来自 135 个国家及地区的 87,284 名业内人士到访两地场馆參觀，人数較 2017 年增加 4.2%。其中 62,964
名参观人士来自海外地区，比去年增加 3.2%。参观者在展会上与 3,030 家来自 53 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会面，搜罗
亚洲市场潮流产品。今届展览面积扩展至 113,800 平方米，较去年增幅达 5%。
亚太区美容展尽显国际特色，共有 24 个国家及团体展馆，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州、中国、法国、德国、
希腊、香港、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波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士、台湾、泰国、土耳其、英国、
美国，以及首次参展的马来西亚及新西兰。
亚太区美容展有限公司董事及亚洲博闻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庞大为表示：「今年亚太区美容展的展商阵容强劲，参观
人数众多，瞩目的创新产品展示，与全球发展趋势不谋而合。美容业不仅扩阔了创新思维与科技的界限，亚洲市场亦
充满了热衷于了解并投资高端产品的精明消费者。我们乐见今年展会的参展商和参观者人数打破历届纪录，为两馆带
来生气, 缔造更多商机。市场预计2019年美容行业发展会承接今年的势头继续兴旺。」
博罗尼亚集团总经理Antonio Bruzzone称：「我们深表荣幸公布2018亚太区美容展取得破纪录的佳绩。展会是一众有
意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零售商、进口商、买家及分销商的理想平台，协助开拓商机。亚太区美容展是主办一系列
Cosmoprof 国际美容展的博罗尼亚集团，与亚洲博闻有限公司携手合作的成果，我们共同为推动美容业的发展作出努
力。」

COSMOPACK ASIA 亮点（11 月 13 至 15 日）
博览馆的 Cosmopack Asia 共有 903 家供应商及制造商参展，展出最新型产品，涵盖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阶段。
Cosmopack Asia 透过举办 CosmoTalks 研讨会为参加者提供增值良机，丰富内容由业界领袖及国际专家主讲，帮助
观众掌握美容供应业的最新趋势，了解亚太地区的市场分折预测。
各类型精心设计的特色活动为参观人士带来不同的增值机会，大开眼界。

博览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焦点项目绝对是 “SKINTONIC – The Factory” 模拟制作工场。参观者可以目睹双效精华乳
液的整个生产过程，由精华素的生产、包装以至成为制成品，展现了创意和科技的完美结合。“SKINTONIC – The
Factory” 得以成事，有赖以下参展商合作：Citus Kalix – a Coesia Company（法国）提供机械及设备；Homer
Printing（中国）提供豪华的折盒；LTU-Tech（法国）提供图像识别数码应用程序；Pinkfrogs Cosmetics（意大
利）提供配方；以及 Quadpack（西班牙）提供创新的包装方案。特别鸣谢 Centdegrés 一同策划项目并提供艺术性
建议。
COSMOLAB 展区亦广受参观人士欢迎。项目与 Opal Cosmetics 合办，参观者可与人工智能机械人互动，由机械人
分析其头发类型及特征，获赠独特配方的洗发乳（40 毫升）。COSMOLAB 展示了最新的生产工序及自动化数据驱
动生产技术，包括 A.I.人工智能及 Industry 4.0。

亚太区美容展亮点（11 月 14 至 16 日）
会展场地展出来自 51 个国家及地区的 2,127 家参展商的美容成品，展品琳琅满目，涵盖所有美容范畴：化妆品及个
人护理用品、美容院产品、天然及有机产品、美甲产品及配件，以及美发产品。
展会以绿色及有机美容产品作焦点。设于会展展览厅 3G 的天然及有机产品展区汇聚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展出绿化、
环保及有机产品、补助品及清真美容产品。同时，天然及有机论坛讨论多个有关天然有机的热门课题，包括产品的
可持续性、有机认证的范围及发展机遇等，合作伙伴包括 Euromonitor 及 Ecovia Intelligence。
会展的 CosmoTalks 系列讲座主要探讨最新产品潮流、市场概况及法规等课题。针对发展急速的中国市场及其带来的
机遇，多场研讨会集中讨论中国电子贸易的发展。
亚太区美容展为区内零售业的新发展揭示了潮流走向。参观者在博览馆的 Cosmopack Asia 见证精华乳液的制作过程
后，于“SKINTONIC – The Shop” 继续体验之旅。这未来概念店加入虚拟实景及扩增实景元素，并在美容产品包装
中采用崭新的产品互联解决方案 (IoP, Internet of Product)。透过独特的顾客体验，参观者可以探索、测试和带走为
自己配制的精华乳液。
今届展会首办 ON HAIR 美发盛事，专为展会渐受欢迎的美发界而设，为期两天。香港美发及造型艺术节 2018 由亚
洲发型艺术家协会 (AHMA) 主办，节目内容丰富，由行业峰会、发型汇演，以至工作坊、比赛等，参与的发型师、
模特儿、表演团队和讲者数以百计。
由香港专业美甲师同业协会主办的「香港专业美甲师同业协会美甲大赛2018」吸引来自世界各地逾200名参赛选手比
拚最新的美甲设计及技巧，争夺冠军宝座。
会展同时举办了第五届 BOUTIQUE 慈善义卖精品廊。这是亚太区美容展举办的慈善活动，参观者以港币 100 元的象
征式捐款，从十个赞助参展商赞助的产品中选购七件试用装产品，并可获赠由 Baralan 制造的精美礼物袋。活动收益
将拨捐以香港为基地的智行基金会，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并支持艾滋病预防及教育工作。

行业奖项殊荣
与国际潮流预测机构 BEAUTYSTREAMS 合作策划的 Cosmopack Asia 专业大奖及 Cosmoprof Asia 专业大奖表扬
参展商的杰出产品及方案，嘉许两个展馆中最优秀的参展企业及品牌。逾 200 位参展商及行业领袖出席 11 月 14 日
(星期三) 举行的颁奖典礼，见证精彩时刻。得奖名单详见于大奖网页：https://www.cosmoprofawards-asia.com/tc

记下来年展会日期！
Cosmopack Asia – 2019 年 11 月 12-14 日
亚太区美容展 – 2019 年 11 月 13-15 日

有关展会活动詳情，请浏览展会网页：www.cosmoprof-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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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主办机构：
亚太区美容展是亚太区知名的国际美容展览会，由博罗尼亚集团及亚洲博闻有限公司合资组成的亚太区美容展有限公司主办。
关于 BOLOGNAFIERE GROUP (www.bolognafiere.it)
BolognaFiere Group 是全球领先的展会主办机构，展览业务包括美容、时装、建筑、艺术及文化。主办的本地及国际展览达
80 多项，其中成立于 1967 年的 Cosmoprof 博洛尼亚美容展是全球美容界最瞩目盛事。2019 年 Cosmoprof 博洛尼亚美容展将
按展品类别及性质，分为两个展期举行 ─ 专为包装而设的 Cosmopack 及香水化妆品而设的 Cosmo | Perfumery &
Cosmetics 将于 3 月 14 至 17 日开放；而专为美容美发而设的 Cosmo | Perfumery & Cosmetics 将于 3 月 15 至 18 日开放。
Cosmoprof 展览品牌跨越全球，通过香港 (成立于 1996 年)、拉斯韦加斯 (成立于 2003 年) 以及印度孟买 (成立于 2018
年) 的展览，为全球各地的美容业界打造高效的国际平台。
关于 UBM ASIA LTD (www.ubm.com/asia)
亚洲博闻 (UBM Asia) 隶属于英富曼集团 (Informa PLC)，是世界领先的 B2B 信息服务集团及全球最大的展会主办单位。欲了
解我们在亚洲区的业务，请浏览 www.ubm.com/asia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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