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清单
2023年3月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地点 项目简介 联系人/联系方式

一、培训

1
第十八届进出口政策及海外市
场说明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4月1-3日

北京

进出口政策及海外市场说明会是我局品牌培训项目 ，为外
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地方商务部门就外贸形势与政策和
海外市场动态等进行解读与介绍 。

 孙鉴泓
电话：010-64404612
传真：010-64515233
邮箱：
sunjianhong@tdb.org
.cn 

二、省部共办展会

2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商务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4月11-15日

海南海口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提
出的，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由商
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延续聚焦“高、新、优、特”消费品，致力于打造
成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的重要平台 。

 耿莹
电话：010-64515381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gengying@tdb.org.cn  

3
第三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商务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

5月16-20日
浙江宁波

第三届中东欧博览会由商务部 、浙江省共同主办，以“增
友谊 扩合作 谋发展 共命运”为主题，共安排包括高层论
坛、经贸促进、人文交流等17场重要活动和由中东欧展区
、国际消费品展区、进口商品常年展区组成的 20万平米贸
易展览。

 陈璐       
电话：010-64404650       
传真：010-64515237     
邮箱：
chenlu@tdb.org.cn 

4
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

商务部、水利部、
国务院国资委、中
国侨联、中国贸促
会、重庆市人民政

府

5月18-21日
重庆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由商务部、水利部、国务
院国资委、中国侨联、中国贸促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是中国西部地区国家级国际性盛会 ，是国家在西部
地区的重要外交平台、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 ，是
推动国际国内合作的重要载体 ，也是西部地区展示形象扩
大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

 耿莹
电话：010-64515381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gengying@tdb.org.cn  

5
2023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

商务部
海关总署

河北省人民政府

6月17-21日
河北廊坊

2023年廊坊经洽会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以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建设为支
撑点，以发展跨境电商为突破口 ，谋划举办开幕式、高端
论坛、专题对接、展览展示等系列活动 ，着力汇聚国内外
高端资源，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培育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
争与合作新优势。

 郑直钰
电话：010-64404636
传真：010-64404615
邮箱：
zhengzhiyu@tdb.org.
cn 

6 第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商务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
6月29-7月2日

湖南长沙

本届博览会拟以“共谋发展，共享未来”为主题，打造地
方和企业对非经贸合作新平台新窗口 ，推动中非经贸合作
高质量发展。博览会拟邀请非洲各国领导人与各界代表参
与，同时将举办多场配套活动。

 耿莹
电话：010-64515381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gengying@td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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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十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科技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全国工商联、全
国友协、贸促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6月29-7月3日
四川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简称西博会 ，西博会秉承“共办、共
享、共赢”办会理念，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科技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全国对外友协、中
国贸促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博鳌亚洲论坛支
持，四川省人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 、国际性综合博览会。
西博会发端于西部大开发 ，始创于2000年5月，永久会址
设在四川省成都市。

 张正
电话：010-64404647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zhagnzheng@tdb.org.
cn 

8 2023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辽宁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
贸促会

8月4-6日
辽宁沈阳

辽洽会由辽宁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贸促会共同主办，举
办了三届的辽洽会，正不断擦亮名片，成为辽宁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的窗口，也成为外界了解辽宁 、牵手辽宁的
重要平台。2022辽洽会以“畅通开放通道 共享绿色发展”
为主题，吸引了16个外省市代表团领导 ，众多世界500强
、中国民企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
代表，日本、韩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驻华使领馆官员 ，
各经贸促进机构、重要跨国公司代表参加。

 张正
电话：010-64404647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zhagnzheng@tdb.org.
cn 

9 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贸促会
吉林省人民政府

8月24-28日
吉林长春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 ，由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贸促会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由东北亚区域
其他五国的8个重要商协会和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协办的
国家级展会，也是世界上唯一由东北亚区域六国共同参与
并面向全球开放的国际性综合博览会 。2005年至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已举办十三届 ，为推动东北亚各国高层对
话和多元合作，开展面向世界的商品贸易 、服务贸易与投
资洽谈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正
电话：010-64404647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zhagnzheng@tdb.org.
cn 

10 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
商务部、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蒙

古国工业部

9月13-17日
内蒙古呼和浩

特

中国—蒙古国博览会是中蒙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贸易 、投
资、旅游合作的新平台，两年举办一届。由商务部、蒙古
国食品农牧业和轻工业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 。

 耿莹
电话：010-64515381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gengying@tdb.org.cn  

11 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商务部、东盟10

国政府经贸主管部
门、东盟秘书处

9月16-20日
广西南宁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和东盟 10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
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承办的国际经贸盛会 ，迄今已
成功举办19届，推动并见证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内
涵的不断丰富、经贸合作水平的迅速提升 、人文民间交往
的日益密切，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中国 —东盟
博览会“成为广西亮丽的名片，也成为中国—东盟重要的
开放平台”。

 张正
电话：010-64404647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zhagnzheng@tdb.org.
cn 

12
第六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

商务部
贸促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

9月21-24日
宁夏银川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 ，商务部、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
家级、国际性经贸会展活动 ，其前身是中国(宁夏)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暨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简称宁洽会暨
中阿经贸论坛。自2010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的中阿经贸论
坛于2013年升格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两年一届。

 耿莹
电话：010-64515381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gengying@td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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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
11月底待定

浙江杭州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主办  
。2022年举办的首届数贸会以“数字贸易 商通全球”为主
题。展览面积8万平方米，分为综合馆、企业馆、数字内容
馆、数字消费馆、数字技术馆和跨境电商馆等板块  。会期
举办了首届数贸会开幕式 、之江数字贸易论坛 、之江数字
贸易论坛主论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高峰论坛等系列论坛
会议。

 张正
电话：010-64404647
传真：010-64515236
邮箱：
zhagnzheng@tdb.org.
cn 

三、内外贸一体化

14
第二届中国 （重庆）跨境电商
交易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

局

5月18-21日
重庆

第二届中国（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拟于5月18-21日在重
庆国际博览中心与2023年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同
期举办，旨在助力西部传统外贸制造企业触网上线 ，推动
传统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化发展 。展会规模拟
定为4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及省市专区 、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专区和产业带专区三个板块 ；同期将举办高峰论坛、
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工作推进会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
论坛等高端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

 黄慧杰 苗华伟
电话：010-
64404610/64404618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huanghuijie@tdb.org.
cn 

四、境外自办展

15 2023年蒙古国中国商品展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
有限公司、商务部

外贸发展局

6月6-8日
蒙古

乌兰巴托

展会拟在蒙古乌兰巴托米歇尔展览中心举办 ，预计规模为
2500-3000平方米，展品涵盖机械设备、消费品及畜牧产
品、发电设备、五金建材、家电产品、汽摩配件等类别。

 郭丹丹
电话：13701329214
传真：010-64515239
邮箱：
guodandan@tdb.org.
cn 

16
2023 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
展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6月8-10日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参展范围为机电、建材、五金、电子、照明、家纺、轻工
日用产品、旅游，教育，医药等，届时将有匈牙利及周边
中东欧国家采购商到会。

 关倚铮
电话：010-64404627
传真：010-64515237
邮箱： 
guanyizheng@tdb.or
g.cn 

17 中国品牌商品（迪拜）展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中国外运

6-12月
（持续展示）
阿联酋迪拜

项目选址迪拜中阿经贸交流中心 （暂定名，原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举办永不落幕的“中国品牌丝路同行”全年系列
展。旨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推动国内企业开拓中东市
场，宣传推广自主品牌。

 黄炜、李伊
电话：010-64404642
、010-64404643
传真：010-64515244
邮箱：
huangwei@tdb.org.cn
、liyi@tdb.org.cn 

18
第18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
展览会

商务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7月3-5日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自2003年，哈萨克斯坦 —中国商品展览会已连续举办
17届，对援疆工作、中哈贸易投资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本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
览会拟于年中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 ，展品范围涵
盖农机具、汽配、五金建材、家具装饰、3C电子、纺织服
装等10余个品类。

 陈迅超 黄慧杰
电话：010-
64404619/64404610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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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机械与智能制造 （马来西
亚）品牌展

商务部
9月

马来西亚
吉隆坡

2019年中国机械与智能制造（马来西亚）品牌展共有来自
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市的 60余家企业参
展，集中展示了我国机械与智能制造行业整体水平和集群
优势。2023年将继续举办中国机械与智能制造 （马来西
亚）品牌展，展期3天，规模2500平方米，展览内容包括
机床、工业自动化、五金工具、物流机械、电力能源等，
推动中国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及周边国家市场 ，扩大中国品
牌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切实为双方企业提供务实 、高
效、专业的交流平台。

 孙锐
电话：010-64404616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20
中国（香港）国际服务贸易洽
谈会

商务部
香港贸易发展局

9月
香港

中国（香港）国际服务贸易洽谈会将于 2023年9月在香港
举行，办展形式为洽谈会及展览 ，规模计划为500平方米
展区及2000-4000平方米洽谈会场地，涉及领域包括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和企业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跨境电商
行业（综合实验区），医疗大数据行业（医药研发、公共
卫生监测、个人健康管理、医学诊断诊疗等），人工智能
赋能传统行业（医疗、家居、驾驶、零售、城市、教育、
金融、交通等），云服务产业（教育、办公、购物等）。

 李伊
电话：010-64404643
传真：010-64515242
邮箱：liyi@tdb.org.cn 

21 菲律宾亚洲国际电商交易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福建荟源文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10月5-7日
菲律宾马尼拉

展会规模计划为100-150个标准展位，设置电商选品、电
商综合服务两个展区，电商选品展区展示范围包括日用消
费品、3C数码及家电、鞋服箱包、体育户外等，电商综合
服务展区展示范围涵盖电商平台 、信息咨询、物流仓储、
支付平台、人才培养和产业园等。

 陈迅超 黄慧杰
电话：010-
64404619/64404610
传真：010-64515235
邮箱：
expo@tdb.org.cn 

22 中国人工智能（日本）品牌展 商务部
10月25-27日

日本东京

中国人工智能（日本）品牌展展期3天，设置80个标准摊
位720平方米，展览主题包括智能机器人 、智慧城市及物
联网、软件开发平台、应用系统等。利用日本东京人工智
能博览会等平台，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开
放合作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助力推进我国技术贸易高质
量发展，为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黄慧杰
电话：010-64404610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23 中国纺织服装（越南）展 商务部
10月
越南

胡志明

越南是RCEP成员国，由RCEP所带来的贸易便利，使越南
对面辅料和原材料产品的需求更加倾向于中国 。2023年将
举办中国纺织服装（越南）展，展期3天，展览面积4000
平方米，展示内容包括各类纺织面料 、辅料、纱线、成衣
服饰、家纺产品等。

 郑直钰
电话：010-64404636
传真：010-64404615
邮箱：
zhengzhiyu@tdb.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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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品牌商品（哥伦比亚）展 商务部
11月

哥伦比亚
麦德林

为进一步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宣传推广我国自主品牌 ，
同时帮助哥伦比亚买家进一步了解我品牌企业和产品 ，提
升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形象 ，将于2023年继续以展中展的
形式与波哥大国际工业展同期举办中国品牌商品 （哥伦比
亚）展。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4000平方米，展品范围
包括高科技产品、智能制造 、设备与机械、汽摩配、五金
建材、家具家居等。

 黄慧杰
电话：010-64404610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25 中国品牌商品（印尼）展 商务部
11月

印尼雅加达

2023年举办中国品牌商品（印尼）展，为期3天，展览面
积3000平方米，展览内容包括日用家居、纺织服装、消费
电子、五金建材、汽摩配、机械设备等，积极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合作 ，创
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促进两国企业经贸交流
与合作。

 黄慧杰
电话：010-64404610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26 中国品牌商品（尼日利亚）展 商务部
11月

尼日利亚
拉各斯

2019年中国消费品（尼日利亚）品牌展成功举办，展会规
模约2500平方米，来自福建、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
省市的近百家企业参展，共有近6000名专业买家到场洽谈
。为进一步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宣传推广我国自主品
牌，帮助尼日利亚买家进一步了解我品牌企业和产品 ，提
升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形象 ，2023年将继续举办中国消费
品（尼日利亚）品牌展览会。展期3天，展览面积3000平
方米，展品范围涵盖消费电子 、珠宝首饰、家具家电、日
用消费品等。

 孙锐
电话：010-64404616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27 中国品牌商品沙特展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12月13-15日
沙特阿拉伯

吉达

展会以始创于2015年的中国（沙特）商品智造展为基础，
2019年升级成为中国品牌商品沙特展 。2022年以展中展
的形式与沙特国际贸易展同场同期举办 ，总展览面积
10000平方米，中国参展企业168家，228个展位，现场成
交2800万美元，意向成交1.2亿美元。

 郭丹丹
电话：13701329214
传真：010-64515239
邮箱：
guodandan@tdb.org.
cn 

28
中国国际电子消费品 （印度）
品牌展

商务部
12月

印度新德里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我企业开拓印度及南亚市
场，优化市场布局，宣传推广自主品牌产品 ，更好地带动
中印两国在电子消费领域的交流 ，打造有效国际贸易平
台，2023年将继续举办中国国际电子消费品 （印度）品牌
展。展会为期3天，面积3000平方米，展览内容包括家用
电器、智能家居及安防产品 、手机通讯及配件、电脑网络
及配件等。

联系人：孙锐
电话：010-64404616
传真：010-64515234
邮箱：
expo@td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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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地点 项目简介 联系人/联系方式

29
第二届中国 （澳门）国际高品
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
论坛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南光（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省商

务厅

12月
澳门、横琴

为促进琴澳融合发展，高品会以“一会展两地”的方式，
围绕与人们美好生活相关的 “衣、食、住、行、游、购、
娱、文化、康养”等领域，特设“品质、科技、服务”三
大主题展区和省区市展区 。同期的横琴世界湾区论坛围绕
大湾区高品质生活、消费趋势、跨境电商、深合区政策优
势，以及世界湾区经济与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
、金融、人居、大健康、体育休闲、文旅会展产业发展等
多个丰富议题展开主题演讲和研讨 。

 黄炜、李伊
电话：010-64404642
、010-64404643
传真：010-64515242
邮箱：
huangwei@tdb.org.cn
、liyi@tdb.org.cn 

30 中国（尼泊尔）商品展览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时间待定
尼泊尔

加德满都

中国（尼泊尔）商品展览会与尼泊尔国际贸易博览会同期
同场举办。上届展会共有来自甘肃 、西藏、浙江等地的96
家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超过 1500平米，展团总人数近
200人。尼泊尔国际贸易博览会始创于 2012年，是尼泊尔
境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览会 。

 郭丹丹
电话：13701329214
传真：010-64515239
邮箱：
guodandan@tdb.org.
cn 

五、专题展会

31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石油贸易大
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11月上旬

上海

中国国际石油贸易大会由商务部 、国家能源局和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同支持，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主办 。石油大会作为
国内首个油气贸易国际性高峰会议 ，将顺应能源发展大
势，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深化国际合作，为中外油气
企业搭建交流平台，为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作出新贡献。

 陈璐
电话：010-64404650
传真：010-64515237
邮箱：
chenlu@td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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