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浙江（智能云展）线上展览活动 
 

组织企业参加“中国浙江（智能云展）线上参展和线上
观展活动。一是对已报名参加境外 32 个相关展会（附件 1）
的企业，取得展位后由于疫情等原因无法参展，可以申请参
加线上参展活动。二是在线参观 21 个展会（附件 2），通过
平台提供的现场巡展服务，参加的企业可以实时观看并了解
到展会现场情况，了解相关信息，与现场进行实时有效沟通。
名额以内活动经费由省贸促会承担(舟山 5个名额)。 

意向企业请于 4 月 15 日前报名，舟山市贸促会联系电
话：8720297，2600617。 

 
附件 1 “中国浙江（智能云展）线上参展”展会目录 

序号 国家 城市 时间 展会名称 

1 澳大利亚 悉尼 6月 澳大利亚天然营养食品展览会 

2 美国 洛杉矶 6月 美国 E3 游戏展 

3 希腊 雅典 6月 希腊海事展 

4 美国 丹佛 6月 美国世界茶业博览会 

5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6月 中国机械电子（阿尔及利亚）品牌展 

6 中国 香港 7月 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 

7 越南 胡志明市 7月 越南食品配料展 

8 美国 芝加哥 7月 美国食品科技展 

9 新加坡 新加坡 7月 新加坡文具礼品及印刷包装博览会 

10 巴西 圣保罗 8月 南美洲食品配料展 

11 德国 科隆 8月 科隆游戏展 

12 日本 东京 9月 日本东京国际水产及技术博览会展览会 

13 泰国 曼谷 9月 中国-东盟（泰国）商品贸易展览会 

14 印尼 雅加达 9月 亚洲食品配料展 

15 日本 东京 9月 东京电玩展 

16 俄罗斯 莫斯科 9月 莫斯科国际食品展览会 

17 日本 东京 10月 日本健康原料展 

18 西班牙 维戈 10月 西班牙维戈国际冷冻水产展 

19 日本 东京 10月 东京国际礼品、消费品博览会 

20 印度 新德里 10月 印度食品配料展 



 
附件 2“中国浙江（智能云展）线上观展”展会目录 

 
序号 国家 城市 时间 展会名称 

1 瑞士 日内瓦 5月 瑞士日内瓦国际生物食品保健品展览会 

2 德国 科隆 5月 德国家具生产、木工及室内装饰展 

3 德国 纽伦堡 5月 纽伦堡电力电子系统及元器件展 

4 荷兰 阿姆斯特丹 5月 荷兰超市用品及自有品牌展 

5 美国 纽约 5月 美国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展览会 

6 俄罗斯 莫斯科 5月 俄罗斯国际机床展 

7 德国 杜塞尔多夫 6月 德国德鲁巴印刷展  

8 英国 伦敦 6月 英国国际安防展  

9 巴西 圣保罗 8月 巴西圣保罗国际文具办公用品及电脑产品展览会 

10 美国 迈阿密 8月 美国迈阿密国际医疗展览会 

11 德国 菲德里斯哈芬 8月 欧洲国际自行车贸易博览会 

12 德国 汉诺威 9月 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 

13 德国 柏林 9月 德国消费电子展 

14 德国 科隆 9月 科隆孕婴童展 

15 德国 科隆 9月 科隆体育、露营用品及花园家具、工具展览会 

16 德国 汉诺威 9月 欧洲机床博览会 

17 美国 芝加哥 9月 全美安全及劳保用品展 

18 德国 纽伦堡 10月 德国纽伦堡国际文具展览会 

19 法国 巴黎 11月 巴黎国际建材、建筑展览会 

20 德国 杜塞尔多夫 11月 国际安全工业健康个人保护设备及工业安全展 

21 德国 杜塞尔多夫 11月 德国国际医疗器械及设备展 

 

21 法国 戛纳 10月 浙江服务贸易（法国）戛纳影视展 

22 中东 迪拜 9月 中东国际 ICT 高新科技商品展 

23 法国 巴黎 10月 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 

24 美国 拉斯维加斯 10月 美国西部植提展 

25 美国 拉斯维加斯 10月 美国国际食品配料展览会 

26 日本 东京 10月 日本东京国际园艺及户外用品博览会 

27 南非 德班 10月 浙江（南非）国际工程展 

28 西班牙 巴塞罗那 11月 浙江服务贸易（西班牙）智慧城市展 

29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11月 浙江国际（摩洛哥）贸易展览会 

30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1月 中国医疗健康(印尼)品牌展 

31 新加坡 新加坡 12月 浙江影视精品（新加坡）展览会 

32 德国 法兰克福 12月 欧洲食品配料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