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参会招商公告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商务部和东盟 10 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国际经贸盛会，迄今已成功举办 16 届，成为国家层面直接主

办、具有特殊国际影响力、每年一届的国家级重点展会，在促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继续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紧扣中

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围绕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以“创新合作”为重点，更加注重展品的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不断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促进双方在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进一步深度融合。

一、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30 日，11 月 30 日为公众开放日

二、展览内容

（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 展览面积：10.4 万平方米

● 展览地址：中国南宁市民族大道 106 号

● 展示内容：五大专题

1．商品贸易专题

◆东盟商品展区：食品及饮料、生活消费品、大宗商品、服务业产品等

◆“一带一路”国际展区：特色食品、生活消费品、服务业产品等

◆中国商品：

机械设备：智慧能源及电力、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等

电子电器：通信设备及智能系统、智能家电及消费电子等

建筑材料：门窗幕墙、室内装饰材料等

2.投资合作专题

◆国际经济与产能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资源开发、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园

区招商等以及铁路、有色、电力等重点产能领域

◆农业合作：第五届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中国—东盟农业合作成就、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农业高新技术和投资项目、物流和冷链运输等）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沿线省区相关建设成果、园区、物流、港口、基础设施等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港澳地区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优质产品，以及相关

产业向周边省市辐射、转移和带动的成果

3.先进技术专题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城市、大健康创新技术、东盟科技创新等

4.服务贸易专题



◆金融服务：人民币结算、信用保险、信用贷款等企业金融，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金

融、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等创新金融

◆旅游服务：城市形象、旅游项目合作、旅游咨询等

◆人才服务：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成果等

5.“魅力之城”专题

中国和东盟 11 个国家将根据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选择本国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城市作为

“魅力之城”进行综合展示，并在会期举办城市主题活动、城市推介活动及城市交流活动。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中国“魅力之城”为贵州省贵阳市。

（二）广西农业会展中心（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展）

● 展览面积：2 万平方米（C1、C3 展馆）

● 展览地址：中国南宁市长虹路 88 号

● 展示内容：绿色农产品及食品、渔牧产品、茶叶、东盟特色咖啡及食品、农业电商平台等

（三）南宁华南城（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轻工展）

● 展览面积：1 万平方米（A、B 展厅）

● 展览地址：中国南宁市沙井大道 56 号

● 展示内容：日用消费品、工艺饰品、益智玩具、休闲运动等

三、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专业展

（一）在中国境内举办的专业展

1.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展

（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

2.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轻工展

（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

3.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林产品及木制品展

●时间：2020 年 10 月 30-11 月 2 日

●地点：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内容：林业产业、森林康养及旅游、花卉苗木、林下经济产品、木工机械及林业装备、

实木家具及红木家具等

四、参展费用

展览地点

展

览

时

间

展位类型 价格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9月

18

—2

1日

标准展位 9m
2
(3×3)

USD1,600/或

RMB10,000 元/个

非标准展位 6m
2

(3×

2)

USD1,280/或

RMB8,000 元/个

室内净地(36m
2
起租) USD160/或



RMB1,000 元/m
2

室外净地(36m
2
起租) USD80/或 RMB500 元/m

2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农业展

(中国广西农业会展中心)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轻工展

(中国南宁华南城)

9月

18

—2

1日

标准展位 9m
2

(3×3)
USD800/或

RMB5,000 元/个

净地(36m
2
起租)

USD80/或

RMB500 元/m
2

2020 世界米粉大会

(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10

月3

0-1

1月

2日

标准展位 9m
2

(3×3)
USD950—1,100/或

RMB6,500—7,000 元/个

室内净地(36m
2
起租)

USD95/或

RMB650 元/m
2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林产品及木制品展

(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10

月3

0-1

1月

2日

标准展位 9m
2

(3×3)
USD1,100/或

RMB7,000 元/个

室内净地(36m
2
起租)

USD120/或

RMB750 元/m
2

（注：1.标准展位配置:公司中英文楣板、围板、洽谈桌 1 张、椅子 2 张、射灯 2 盏、500W 单相

插座 1 个、纸篓 1 个，铺设地毯；2.净地不含任何配置;3.展位搭建如需使用地图，请使用中国

国家测绘局审定的标准地图，并提前 1 个月报审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

五、参展报名时间

（一）报名时间：2020 年 2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二）展位确认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确认参展资格后，将向企业发送书面通知，并根据确认的内容安排展

位，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保留对展位调整的权利。

参会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六、精彩活动

（一）主题国活动

主题国：老挝

◆主题国“魅力之城”开馆仪式

◆主题国推介活动

◆主题国领导人与中国企业家座谈会

（二）特邀合作伙伴活动

◆特邀合作伙伴国家推介会

（三）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高层论坛（部分，排序不分先后）

◆第 8 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

◆第 15 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



◆第 12 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

◆第 6 届中国—东盟统计论坛

◆第 10 届东盟与中日韩粮食安全圆桌会

◆第 3 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红十字博爱论坛

◆第七届中国—东盟物流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商标品牌论坛

◆第 13 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

◆第 3 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

◆第 4 届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

◆第 6 届中国—东盟保险合作与发展论坛

◆第 5 届中国—东盟商会领袖高峰论坛

◆2020 汇商聚智携手圆梦——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活动(汇商聚智高峰论坛)

◆第 14 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第 5 届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

◆2020 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示会

◆第 7 届中国—东盟财税合作论坛

（四）贸易与投资促进活动

商品贸易专题

◆东盟商品采购对接会

◆国际买家专场采购对接会

◆建材、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电子环保等行业对接会

◆越南采购商专场贸易配对会

◆中国—马来西亚 B2B 经贸对接会

◆电商专场贸易配对会

◆参展商讲坛

投资合作专题

◆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

◆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

◆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中国驻东盟国家使领馆经商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对接会

◆投融资项目对接会

◆东盟国家推介会

◆特邀合作伙伴投资推介会

◆中国重点省市投资推介会

◆项目签约仪式



◆重点园区投资推介会

先进技术专题

◆中国—东盟技术对接洽谈会

服务贸易专题

◆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成果项目对接洽谈会暨项目路演推介会

◆金融支持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系列活动

(注：部分论坛活动在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会期以外举办。以上信息将动态更新，如有调

整以中国—东盟博览会官网最新公布为准。)

八、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南宁市民主路 12 号广西展览馆

网址：www.dmhzhz.com

电 话：0771-5654819

联系人： 田华 18677083459 QQ535002724

附件 1

中国—东盟博览会

商品贸易专题展品范围

一、东盟商品展区（D 区 D4-D6,D11-D15 展厅）

◎食品及饮料

食品：休闲食品、清真食品、保健食品、冷冻/冷藏食品、调味品等

饮料：咖啡、茶、酒类等

◎生活消费品

家具：木制家具、家具半成品及零配件等

家居用品：各类日用类（清洁用品、洗浴用品、护理用品、一般家居用品）、家居装饰品等

特色工艺品及礼品：木制手工艺品、艺术品、礼品等



玉器及珠宝：玉器、宝石、珠宝首饰等

◎大宗商品

大米、橡胶、棕榈油等大宗商品（形象展示）

◎服务业产品

旅游、教育、科技、金融、投资、咨询等

二、“一带一路”国际展区（B 区 B1 展厅，D 区 D10 展厅）

◎特色食品

休闲食品、保健食品、调味品等

◎生活消费品

木制家具、木质手工艺品

家居用品：日用品、家居饰品、母婴用品等

特色工艺品及礼品：手工艺品、艺术品、礼品等

化妆品

◎服务业产品

文化、旅游、科技、投资、咨询等

三、中国电子电器展区（D 区 D8、D9 展厅）

◎通信设备及智能系统

机器人、无人机、3D 打印技术、虚拟/增强现实设备、智能软件、大数据气象设备及服务、

智慧安防设备、电子商务平台等

◎智能家电及消费电子

节能家电、智能消费电子等

四、中国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展区（D 区 D7 展厅）



◎加工机械

水产品、饮料、肉类、米面、乳制品、茶叶、果蔬加工设备等

◎包装机械

包装设备，封口、裹包、贴标、喷码设备等

◎通用机械

干燥、杀菌、粉碎、混合均质、制冷及搅拌设备等

◎大型商用厨房设备

大型商用油炸机、冰淇淋机、咖啡机、餐车、商用榨汁机等

五、中国建筑材料展区（D 区 D2 展厅）

◎门窗幕墙

节能型门窗、铝合金门窗、幕墙用铝板、铝塑板、铝天花、轻质墙体等

◎室内装饰材料

石材地板、石材墙面、厨房卫浴、陶瓷材料、环保涂料等

六、中国智慧能源及电力展区（E 区展厅）

◎发电设备

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发电设备等

◎输配变电设备

变电站、变压器、稳压器、电容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装置等

◎成套设备及电工附件

电力发电控制设备、电气控制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工装备、电器附件、电子元件等

◎新能源技术及应用

太阳能、风能、生物制能、节能减排等新能源发电技术项目展示及应用、LED 节能灯具等



七、中国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区（室外广场）

◎工程机械

挖掘机械、矿山机械、建筑机械、装载机械及叉车、起重机械、配套件及服务提供商等

◎运输车辆

工程车辆、乘用车、客车、货车、半挂牵引车、停车设备设施等

◎港口物流机械

仓储机械设备、分拣机械设备、港口起重机械、输送机械（智能输送）设备等

附件 2

中国—东盟博览会

系列专业展展品范围

一、在中国境内举办的专业展

（一）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展

◎绿色农产品及食品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新鲜水果、果蔬制品、粮油产品、绿色包装食品、有机包装食品、饮料

酒水等

◎渔牧产品

水产品、海产品、水产及海产设备、水产及海产深加工食品、家禽产品等

◎茶叶

红茶、绿茶、黑茶、白茶、黄茶、青茶、保健茶等各类茶叶及茶具产品

◎东盟特色咖啡及食品

咖啡、咖啡伴侣、食品等



◎电子商务

农业电子商务平台

（二）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轻工展

◎日用消费品

小家电产品、日化用品、纺织制品、礼品包装等

◎工艺饰品

室内创意设计、雕刻作品、刺绣作品、陶瓷和水晶制品等

◎益智玩具

早教玩具、动漫衍生品、塑胶玩具、木制玩具、遥控类玩具等

◎休闲运动

水上运动装备、室内健身装备、户外运动用品、文体项目推广等

（三）2020 世界米粉大会

预包装米粉、调味品、添加品、配菜、米粉食材、生产加工技术、智造设备、连锁加盟、美

食体验及配套服务等

（四）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林产品及木制品展

林业产业、森林康养及旅游、花卉苗木、林下经济产品、木工机械及林业装备、实木家具及

红木家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