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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参加 2021 年上半年
“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的通知
各设区市商务局，各省级外经贸企业（集团）：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六保”
“六稳”部署要求，
认真落实“保主体促两稳”行动工作方案，深入推进“一国一展”
“一业一展”，切实提升企业洽谈成效，帮助企业线上争订单、
保市场，全力稳住江苏外贸基本盘，2021 年上半年，我厅将继
续举办 “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现将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线上对接会基本情况
经各市商务局、国家行业商协会、展览机构等单位推荐，我
厅优选了 100 场“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纳入省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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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2021 年第一批贸易促进计划，给予政策支持，企业免费参展。
其中，20 场线上对接会面向全省招展；80 场线上对接会由各市
商务局推荐，在当地招展（详见附件 1）。线上对接会承办单位
由我厅公开招标确定。
二、组展工作要求
（一）各市商务局要认真做好 100 场线上对接会宣传工作，
有针对性地组织一批资质好、实力强、产销适路的外贸企业参展，
用足用好展会政策，确保展会成效。
（二）各市商务局要加强对 80 场线上对接会的组织协调和
监督检查，全程关注企业参展动态，实时协调承办单位解决企业
遇到的困难问题，促进企业线上成交；要做好跟踪调研，深入了
解企业参展的亮点及成效，听取意见建议，并对线上对接会开展
评估。
（三）各市商务局要尽快与承办单位对接，确认线上对接会
具体举办时间及服务内容，填写《“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
对接会确认表》
（附件 2）
，并于 3 月 8 日前报江苏省国际贸易促
进中心；要认真组织参展企业填写《“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
对接会调研问卷》
（附件 3）
，并于展会结束后 20 日内，汇总发
送至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三、联系方式
（一）省商务厅联系方式
外贸处：陈钊，电话：025-57710408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马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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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5-57710211、15150677767
邮箱：mayinfan@doc.js.gov.cn
（二）承办单位联系方式
1.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张旭、王媛媛、余叶
电话：13851427787、13814002233、13813901553
2.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胡晨
电话：13814047550
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肖媛媛、赵寅
电话：18662728283、13951894211
4.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金艳
电话：13851455738
5.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张慧艳
电话：18816993760
6.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熊英、周巍
电话：13681335840、13522079094

附件：1.“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目录
2.“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确认表
3.“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调研问卷

江苏省商务厅
2021 年 3 月 2 日
抄送：各线上对接会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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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上半年“江苏优品·畅行全球”
线上对接会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省级
1

机电产品俄罗斯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2

机电产品东盟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3

两轮车南美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4

电力及新能源东盟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5

机电产品南美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6

医药及医疗保健俄罗斯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7

食品欧盟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8

建材中东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9

五金工具中东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0 轻工消费品北美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1 轻工消费品欧盟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2 纺织服装印尼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3 玩具韩国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4 礼品日本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5 家居装饰品泰国专场

江苏省国际贸易促进中心

16 纺织服装中东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17 纺织服装美国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18 纺织服装非洲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19 纺织服装巴西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 电子及家电南美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南京市
21 南京工业机械南亚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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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22 南京医药及医疗保健土耳其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23 南京礼品中国香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24 南京电子及家电中国香港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25 南京日用消费品越南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6 南京家居装饰品中东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27 南京日用消费品中南美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8 南京医药及医疗保健南亚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9 南京纺织服装俄罗斯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30 南京通信电子泰国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31 南京物流设备印度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32 南京五金工具俄罗斯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
33 无锡通信电子印度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34 无锡车辆及配件越南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35 无锡工业机械俄罗斯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36 无锡新能源新材料中东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37 无锡环保设备越南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38 无锡防疫物资越南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39 无锡智能制造德国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40 无锡日用消费品巴西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41 无锡纺织服装南美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42 无锡车辆及配件巴西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徐州市
43 徐州纺织服装东盟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44 徐州建材中东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45 徐州车辆及配件非洲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46 徐州工业机械东盟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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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常州市
47 常州医药及医疗保健泰国专场
48 常州车辆及配件巴西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49 常州车辆及配件俄罗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50 常州工业机械中美洲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51 常州建材中东欧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52 常州五金工具俄罗斯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53 常州照明土耳其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54 常州新能源新材料中东欧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55 常州医药及医疗保健东南亚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56 常州车辆及配件非洲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
57 苏州五金工具中欧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58 苏州工业机械俄罗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59 苏州工业机械巴西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60 苏州纺织服装越南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61 苏州五金工具俄罗斯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62 苏州纺织服装加拿大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63 苏州纺织服装法国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64 苏州纺织服装越南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65 苏州纺织服装法国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66 苏州医药及医疗保健德国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67 苏州医药及医疗保健东盟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68 苏州工业机械越南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69 苏州电子及家电非洲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
70 南通纺织服装日本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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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71 南通纺织服装俄罗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72 南通五金工具越南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73 南通安全劳保美国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74 南通纺织服装越南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75 南通纺织服装中东欧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76 南通体育及休闲用品中东欧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77 南通日用消费品北美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78 南通家居装饰品南非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79 南通纺织服装拉美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80 南通家居装饰品东欧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81 连云港食品亚太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
82 淮安纺织服装欧美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83 淮安五金工具中东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盐城市
84 盐城机械及汽配东盟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85 盐城日用消费品日本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
86 扬州日用消费品日本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87 扬州礼品中国香港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88 扬州机械欧洲专场

北京中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镇江市
89 镇江车辆及配件俄罗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90 镇江车辆及配件越南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91 镇江五金工具越南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92 镇江车辆及配件土耳其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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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93 镇江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中东欧专场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94 镇江日用消费品非洲专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95 镇江五金工具俄罗斯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泰州市
96 泰州体育及休闲用品中东欧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97 泰州纺织服装泰国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98 泰州食品印尼专场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宿迁市
99 宿迁纺织服装东盟专场

江苏新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 宿迁建材中东专场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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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确认表
填表单位：
序号

项目名称

举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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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附件 3

“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对接会调研问卷
尊敬的参展商：
此问卷收集的信息仅用于调查研究，为项目绩效考核以
及今后改进项目、完善政策提供参考，江苏省商务厅将对所
有信息保密，敬请配合填写。
一、企业基本情况
1.参展企业名称（必须盖章）
2.填报人姓名
3.联系方式（手机）
4.参展项目名称
5.主营产品
6.企业上年度出口额
□ 300 万美元以下 □ 300-1500 万美元 □ 1500 万美元以上
二、本公司在该线上展会上取得的成效
1. 在该线上展会上与境外采购商进行配对的数量
□0 家 □1 家 □2 家 □3 家 □4 家 □5 家 □6 家 □7 家及以上
2. 在该线上展会的对接洽谈情况
□ 无意向

□ 有初步意向的交流

□ 进入洽谈合作阶段 □ 已达成合作意向
3. 意向成交金额

万美元（没有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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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线上展会的收获（可多选）
□ 了解行业动态信息 □ 提高品牌知名度
□ 结识新客户

□ 达成合作意向

□ 提升企业形
□ 获取订单

□ 其他
三、本公司对该线上展会整体服务质量评价
1. 是否开展展前培训
□ 是

□否

□ 开展展前培训，因故未参加

2. 对境外采购商质量是否满意
□ 满意

□较满意

□ 不满意

（可填写理由）
3. 对网络平台技术服务是否满意
□ 满意

□较满意

□ 不满意

（可填写理由）
4. 对承办方安排的线上对接工作是否满意
□ 满意

□较满意

□ 不满意

（可填写理由）
四、对该类线上展会的下一步建议
1. 本公司是否愿意继续参加线上展会
□ 愿意

□ 较愿意

□ 不愿意（可填写理由）

2. 本公司愿意继续参加线上展会的国别：

3. 本公司对进一步完善该类线上展会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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