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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第十五届中国机
电进出口企业年

会

围绕机电进出口领域最
新国际经贸趋势、进出口
形势、外汇汇率变化进行

政策解读与企业交流。
1 月 北京 市场开发部 田红婷 010-58280763 tianhongting@cccme.

org.cn

2
第二十届中国北
方自行车电动车
展览会国际采购

对接会

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国际
采购对接活动。 3 月 天津 市场开发部 田红婷 010-58280763 tianhongting@cccme.

org.cn

3 机电商会六届
十四次理事会

审议商会 2020 年工作报
告、财务报告、部分新拟

或修订的规章制度。
3 月 待定 会员部 蔺玉辉 010-58280835 member@cccme.org.cn

4 中英航空航天工
作组会议 中英航空航天工作交流 3 月 待定 行业发展部 于东科 010-58280882 yudongke@cccme.org.

cn

5 工程农业机械分
会出口工作会议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二季度 长沙 行业发展部 伍静芳 010-58280908 wujingfang@cccme.org.

cn

6
2021 年中国国际
太阳能发电技术

与应用展览会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4 月 北京 行业发展部 张森 010-58280907 zhangsen@cccme.org.

cn

7
“一带一路”金
融支持专题交流

会（一）

金融工作委员会组织重
点会员企业与金融保险

机构、咨询机构和律所开
展系列专题交流活动。

4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董明、
周欣慧

010-
8280841/737

engineering@cccme.
org.cn

会议及活动
会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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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8
中 - 阿（联酋）对
非经贸合作企业

家线上交流会

邀请中 - 阿（联酋）企业
家研讨对非经贸合作机

遇及展望
4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张璟 010-58280872 engineering@cccme.

org.cn

9
第二届“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与
工程装备商务峰

会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5 月 长沙 市场开发部 田红婷 010-58280763 tianhongting@cccme.

org.cn

10
行业自律公约宣
贯会及自律委员

会工作会

总结讨论行业自律工作，
探讨自律工作机制改革

方向。
6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张旭涛 010-58280879 engineering@cccme.

org.cn

11
赋能未来 - 中国电
力行业“走出去”
新基建及能源互

联网研讨会

围绕推动中国电力企业
更好“走出去”，参与全
球电力项目投资、开发和
建设，加速推进能源互联
和新基建发展，邀请电力

行业上下游企业共话合
作。

8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李亚薇 010-58280877 engineering@cccme.
org.cn

12
“一带一路”金
融支持专题交流

会（二）

金融工作委员会组织重
点会员企业与金融保险

机构、咨询机构和律所开
展系列专题交流活动。

9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董明、
周欣慧 010-58280841/737 engineering@cccme.

org.cn

13 第二届中非博览
会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9 月 长沙 投资促进部 付昂 010-58280752 fuang@cccme.org.cn

14 汽车分会汽车出
口工作年会 行业交流 9 月 待定 行业发展部 孙晓红 010-58280891 sunxiaohong@cccme.

org.cn

会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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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5
第二十届中国国
际装备制造业博
览会央企采购洽

谈会

央企与辽宁省装备制造
业企业对接交流活动。 9 月 沈阳 市场开发部 田红婷 010-58280763 tianhongting@cccme.

org.cn

16
中 - 阿（联酋）五
年互访机制企业

家交流大会

邀请中 - 阿（联酋）企业
家举办经贸投资合作促

进大会
10 月 北京 战略工程部 张璟 010-58280872 engineering@cccme.

org.cn

17
第三届“一带一
路”（武汉）国
际制造业合作论

坛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11 月 武汉 市场开发部 田红婷 010-58280763 tianhongting@cccme.

org.cn

18
2021 年中国硅业
大会暨光伏产业

博览会
展会、论坛、行业交流 11 月 待定 行业发展部 张森 010-58280907 zhangsen@cccme.org.

cn

19 机电商会六届九
次会长会

审议商会 2021 年工作报
告及其它事项。 12 月 北京 会员部 蔺玉辉 010-58280835 member@cccme.org.cn

20
中国电子家电高
峰论坛暨中国电
子家电出口百强

发布仪式

产业交流与互动，发布百
强名单。 12 月 待定 行业发展部 周南 010-58280897 zhounan@cccme.org.cn

21 低压电器分会出
口工作会议 行业交流 待定 待定 行业发展部 张森 010-58280907 zhangsen@cccme.org.

cn

22
联合国及国际公
共采购说明会暨
机电类产品采购

解析培训会

帮助行业企业掌握联合
国采购相关规则，加强业

务交流。
待定 待定 行业发展部 伍静芳 010-58280908 wujingfang@cccme.org.

cn

会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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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23
机电商会第七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
七届一次理事会

审议六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财务报告，选举产生

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监事会、商会负责人，
审议商会《章程 ( 修改草

案 )》等其它事项。

待定 待定 会员部 蔺玉辉 010-58280835 member@cccme.org.cn

会议及活动

信息及咨询服务
信息及咨询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机电外贸运行分
析

机电产品外贸月报，调研
与分析 每月 北京 行业发展部 高士旺 010-58280881 gaoshiwang@cccme.

org.cn

2 行业分析报告 汽车行业

月度快报、
半年报及年

报及时发布；
国别市场报
告不定期发

布

北京 行业发展部
孙晓红

许彤
陈菁晶

010-58280891
010-58280982

sunxiaohong@cccme.
org.cn

xutong@cccme.org.cn
chenjingjing@cccme.

org.cn

3 行业分析报告 船舶、机床、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行业

月度快报、
季报、半年
报及年报，

及时发布
北京 行业发展部

展览部

于东科
伍静芳

张然
郭慷虓
刘恒宇

010-58280882
010-58280908
010-58280906
010-58280956
010-58280890

yudongke@cccme.org.cn
wujingfang@cccme.org.cn
zhangran@cccme.org.cn

guokangxiao@cccme.org.cn
liuhengyu@cccm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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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咨询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4 行业分析报告 家电行业 半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周南 010-58280897 zhounan@cccme.org.cn

5 行业分析报告 手机、集成电路行业 半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高士旺
何义

010-58280881
010-58280885

gaoshiwang@cccme.
org.cn

heyi@cccme.org.cn
zhuqing@cccme.org.cn

6 行业分析报告 电机、低压电器、光伏产
品行业 半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张森

严敏
010-58280907
010-58280905

zhangsen@cccme.org.
cn

yanmin@cccme.org.cn

7 行业分析报告 计算机、电能表行业 全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高士旺
何义

010-58280881
010-58280885

gaoshiwang@cccme.
org.cn

heyi@cccme.org.cn

8 行业分析报告 视听产品（含彩电）、电
子音响、液晶面板行业 全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陆勇 010-58280893 luyong@cccme.org.cn

9 行业分析报告 自行车行业 全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杨彤 010-58280885 yangtong@cccme.org.
cn

10 TBT 预警通报 机电行业 常年 北京 技术服务中心 孙晓红
陈菁晶

010-58280891
010-58280982

sunxiaohong@cccme.
org.cn

chenjingjing@ cccme.
org.cn

11 标准查询
国际标准查询 ( 为会员企
业提供国际技术标准查

询服务 )
常年 北京 技术服务中心 孙晓红

陈菁晶
010-58280891
010-58280982

sunxiaohong@cccme.
org.cn

chenjingjing@ cccme.
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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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2 商会微信公众号 信息资讯、商会服务、活
动通知的对外宣传窗口。 每日 北京 信息咨询部 张银玲 010-58280923 information@cccme.

org.cn

信息及咨询服务

国际交流合作服务
国际交流合作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春茗交流活动
组织驻华使馆、国外商协
会、金融机构等与重点会

员企业进行交流。
1 月中旬 北京 国际联络部 刘畅 010-58280869 liuchang@cccme.org.cn

2 中沙（特）商务
沙龙

在中沙企业家互访机制
框架下拟就沙特经贸环
境及重点产业情况组织

两国企业在线交流。若情
况允许则配套进行企业

参访活动。

一季度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孟晓佳 010-58280864 mengxiaojia@cccme.
org.cn

3 涉美议题研讨会

结合美国总统大选、中美
经贸关系最新情况，组织
中美双方嘉宾发言、中国

企业和省市代表参加的
研讨。

一季度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刘畅 010-58280869 liuchang@cccme.org.cn

4 中阿（尔及利亚）
企业交流会

在中阿企业家互访机制
框架下拟就产能合作情

况进行交流对接。
一季度 线上 国际联络部 李婷婷 010-58280866 litingting@cccm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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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合作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5
中 - 阿（联酋）对
非经贸合作企业

家线上交流会

邀请中 - 阿（联酋）企业
家研讨对非经贸合作机

遇及展望。
4 月 线上 战略与工程部 张璟 010-58280872 engineering@cccme.

org.cn

6 中英机床企业对
接会

组织中英在机床领域的
贸易、技术对接。 二季度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刘畅 010-58280869 liuchang@cccme.org.cn

7 亚洲沙龙（东盟）
同东盟国家使馆共办企

业交流会，邀请中外双边
企业参与对接。

三季度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孟晓佳 010-58280864 mengxiaojia@cccme.
org.cn

8 机电商会商务沙
龙 - 非洲专场

邀请非洲地区重点国家
（驻华使馆商务官员与会
员企业交流，探讨该地区

区域一体化给中国企业
带来的产能合作机遇）。

三季度 北京 国际联络部 李婷婷 010-58280866 litingting@cccme.org.cn

9
中 - 阿（联酋）五
年互访机制企业

家交流大会

邀请中 - 阿（联酋）企业
家举办经贸投资合作促

进大会。
10 月 北京 战略与工程部 张璟 010-58280872 engineering@cccme.

org.cn

10
中芬创新企业合
作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

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探讨合作

机遇。
四季度 线上 +

线下 国际联络部 姚星培 010-58280863 yaoxingpei@cccme.org.
cn

11
中意、中法企业
家委员会中方理

事单位工作会
中意、中法企业家委员会

企委会会议 全年 线上 +
线下 国际联络部 庄圆 010-58280867 zhuangyuan@cccme.

org.cn

12 中国 - 中东欧国家
行业交流会

同我驻中东欧国家使馆
共办中国 - 中东欧国家企

业交流会
全年 线上 +

线下 国际联络部 庄圆 010-58280867 zhuangyuan@cccme.
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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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3 拉美国别 ( 待定 )
研讨会

拉美重点国别投资环境、
项目推介研讨会 全年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刘畅 010-58280869 liuchang@cccme.org.cn

14 商会季度英语新
闻

汇总季度商会英语新闻
快讯，定期发送至会员企

业及合作外方机构及商
协会。

日常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姚星培 010-58280863 yaoxingpei@cccme.org.
cn

15 会员对外交流促
进专项服务

协助会员企业与驻华使
馆、商协会等机构建立联
系，组织拜会、参访、交

流等活动。
全年 线上 国际联络部 姚星培 010-58280863 yaoxingpei@cccme.org.

cn

16
会员企业 APEC 商
务旅行卡办理服

务

为我会在京非公有制会
员企业及非北京会员企
业在京代表处及分公司

申办 APEC 卡（公司员工
人数需大于 10 人）

全年 北京 国际联络部 李婷婷 /
姚星培 010-58280866/3 apec@cccme.org.cn

17
中 - 西（班牙）行
业交流与投资促

进对接会

与西班牙加利西亚大区
投资促进局 IGAPE 共同
举办行业交流与对接活

动
待定 线上 /

线下 行业发展部 孙晓红
陈菁晶

010-58280891
010-58280982

sunxiaohong@cccme.
org.cn

chenjingjing@cccme.
org.cn

国际交流合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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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服务
投资促进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泵与

电机展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2 月 11-13 日 温岭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2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春季广交

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4 月 15-30 日 广州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3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加工

贸易产品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4 月 18-21 日 东莞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4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海峡两岸
（宁德）电机电

器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6 月 13-15 日 宁德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5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国际

消费电子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7 月 17-20 日 青岛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6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国际
装备制造业博览

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9 月 1-5 日 沈阳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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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7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国际

机电产品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9 月 2-5 日 武汉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8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9 月 15-19 日 上海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9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五金

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9 月 26-28 日 永康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0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工量

刃具展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9 月 28-30 日 温岭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1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秋季广交

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0 月 15-30
日 广州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2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马鞍山（博
望）机床暨刃模

具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0 月 马鞍

山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投资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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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3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 ( 嵊州 )
电机 •厨具展览

会）

配套商会参与的展会，利
用展会上企业聚集的天

然优势，调研企业外贸情
况，“走出去”意向，精

准对接匹配度高的境外
园区。

10 月 23-25
日 嵊州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4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玉环）
机床展）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0 月 25-28
日 玉环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5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1 月 5-10 日 上海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6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中国义乌

国际装备博览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1 月 26-28
日 义乌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7

境外园区企业对
接会（上海国际
汽车零配件、维
修检测诊断设备
及服务用品展览

会）

邀请重点境外产业经贸
园区与企业对接，现场收
集企业“走出去”意向并

提供服务。
12 月 2-5 日 上海 投资促进部 付昂、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18
印度农业机械市
场实地考察及现

场对接会

实地考察印度农机市场，
促进中印企业合作和贸

易往来。
12 月 印度 行业发展部 伍静芳 010-58280908 wujingfang@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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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美国可穿戴监控
设备及组件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5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2 欧亚石墨电极反
倾销调查

指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
案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6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
南非钢制或铁制
六角螺栓保障措

施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6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4 美国变压器 232
调查

跟踪调查进展，配合商务
部贸易救济局查询数据，
并按程序提交相关材料。

1-6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5 美国起重机 232
调查

跟踪调查进展，配合商务
部贸易救济局查询数据，
并按程序提交相关材料。

1-6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6 菲律宾机动车保
障措施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7 美国手扶式割草
机双反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8 巴基斯坦电容器
反倾销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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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9 阿根廷割草机反
倾销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0
阿根廷螺旋钻头
反倾销日落复审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1 智利研磨球反倾
销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2 乌克兰电线电缆
保障措施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3
印度中重商用车
前梁反倾销日落

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4 美国筋膜枪 337
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5
美国高密度光纤
设备及组件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6 美国电子蜡烛及
组件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7
美国流媒体播放
器电子设备及组

件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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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8
美国液晶显示屏、
组件及包含上述
产品的产品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19 美国有源光缆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7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20
美国大排量立式
发动机及零部件

双反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9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21
美国小排量立式
发动机及零部件

双反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9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22 欧盟单模光纤光
缆反倾销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9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23
欧亚履带式推土
机第一次反倾销

日落复审调查
指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

案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9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24
阿根廷电熨斗第
二次反倾销日落

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0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25
阿根廷非自吸式
离心电泵第一次
反倾销日落复审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0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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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26
阿根廷自行车日
落合并情势变迁

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1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27
美国锻造钢质液
力端单元反补贴

调查
指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

案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10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28
土耳其电焊机反
倾销日落复审调

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0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29
南非独轮手推车
第一次反倾销日

落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0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30 欧盟订书钉反倾
销调查

查询海关数据，跟进欧盟
24 个月监管期内企业出

口情况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31
美国计算机、平
板电脑及其组件
和模块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2
美国电子烟雾化

烟弹及其组件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3
美国真空保温瓶
及其组件 337 调

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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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34

美国特定视频处
理设备及组件以
及包含该组件的

数字智能电视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5
美国特定具有数
字视频功能的设

备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6 美国电动剃须刀
337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37

阿根廷活塞式或
压燃式发动机用
冷却液泵或水泵
第二次反倾销日

落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38
阿根廷接线端子
第二次反倾销日

落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39
阿根廷摩托车用
齿轮链条反倾销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40 巴西无缝合金钢
瓶反倾销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程绮彤 010-58280856 chengqitong@cccme.

org.cn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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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41
阿根廷陶瓷绝缘
子反倾销第一次

日落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42
阿根廷十字万向
节和球笼三叉第
二次反倾销日落

复审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提供案件
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43 欧盟风塔反倾销
调查

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指
导企业单独应诉，提供案

件应对和情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满意 010-58280850 manyi@cccme.org.cn

44 美国 301 调查
跟踪案件进展，代表行业
发声，提供案件应对和情

况咨询。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45 新发贸易摩擦案
件

预警信息发布，应对工作
组织。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满意
黄娟

程绮彤

010-58280856
010-58280850
010-58280853
010-58280856

law@cccme.org.cn

46 商债追收
协助企业追索债款、沟通
双方意见、促成和解协议
的达成，以及联系驻外使

馆发布追债通知。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原能静 010-58280854 yuannengjing@cccme.

org.cn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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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47 法律咨询

利用优秀的内部工作队
伍和全球法律服务平台
（目前已覆盖 100 多个
国家近 300 个城市的优

秀海外律师），为企业提
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涵盖
海内外国际贸易、公司事
务、知识产权、贸易救济
与海关执法、境外投资、
项目融资、争议解决等多

个专业领域。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010-58280853 huangjuan@cccme.org.
cn

法律服务

培训服务
培训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中国企业对欧亚
国家经贸合作法

律培训

邀请国别法律专家和对
该区域有着丰富合作经
验的企业家向会员企业

授课，涉及国别（白俄罗
斯 俄罗斯 格鲁吉亚 哈萨
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摩
尔多瓦 塔吉克斯坦 土库
曼斯坦 乌克兰 乌兹别克

斯 坦亚美尼亚）。

2 月、4 月、
6 月、8 月 10

月、12 月
线上 投资促进部 仲军维 010-58280753 investpro@cccme.org.

cn



19

出版物
出版物

培训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2 中欧消费品安全
提升培训会

对出口欧盟市场的电子
消费品生产企业进行产
品安全及市场准入标准

培训
1-6 月 线上 行业发展部 杨彤

周南
010-58280898
010-58280897

yangtong@cccme.org.
cn

zhounan@cccme.org.cn

3 法律培训 针对热点法律需求，开展
法律培训。 1-12 月 北京 法律服务部 黄娟

程绮彤
010-58280853
010-58280856 law@cccme.org.cn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每日机电快讯》
电子刊和行业资

讯
国内外经贸大势和机电

行业、重点企业动向

每日发送会
员联系人邮
箱并在商会
官网发布。

北京 信息咨询部 张银玲 010-58280923 information@cccme.
org.cn

2
《中国机电经贸》
会刊纸质版和电

子版
行业分析、政策法规、资

讯

月刊 , 纸质版
每月寄送会
员联系人，
电子版在商

会官网发布。

北京 信息咨询部 张银玲 010-58280923 information@cccme.
org.cn

3
《2021 中国境外
经贸合作区投资

指南》

该指南涵盖 41 个境外经
贸合作区的投资环境、优
惠政策、产业定位等，将

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的重要指引。

7 月 1 北京 投资促进部 赵梦源 010-58280756 investpro@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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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4 《商会推荐中国
供应商名录》

涵盖家用电器等 10 个行
业 , 收录会员企业英文介
绍和产品信息 , 并在广交
会及国际展会等活动中

发放。

年度 北京 展览部 李白 010-58280740 libai@cccme.org.cn

出版物

商会第三方合作提供服务
商会第三方合作提供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国际 B2B 平台合
作

与德国著名的工业 B2B
平台“IndustryStock”
合作，协助会员加强国

际宣传推广，开拓欧洲市
场、获取更多商机。

常年 北京 信息咨询部 魏浩 010-58280712 information@cccme.
org.cn

2 非洲市场第三方
售后服务

为售往非洲的中国机电
产品提供配件、仓储、物
流、供应、整机维修、翻
新、保养、技术人员培训
的属地化服务的平台。现
阶段主要服务产品范围：
工程农机械、重卡、农业

机械。

常年 非洲 行业发展部 于东科 010-58280882 yudongke@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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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服务
展览服务

商会第三方合作提供服务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3 中电建贸服
为中国外贸企业供应链
的上下游提供信息、金

融、风控等服务，扩大出
口规模、落地进口业务。

常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杨彤 010-58280898 yangtong@cccme.org.
cn 

4 中国经济信息社
为企业提供企业征信、信
用修复、行业指数、品牌

宣传等服务。
常年 北京 行业发展部 杨彤 010-58280898 yangtong@cccme.org.

cn 

序号 名称 工作及活动内容 时间 / 周期 地点 承办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第 129、130 届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

审核企业参展资质，展
区、专区设置，安排展位
位置，品牌展位评审，展

位违规使用检查等。
4 月、10 月 广州 会员部 蒲实

普静
010-58280838
010-58280839

pushi@cccme.org.cn
pujing@cccme.org.cn

2 “机电云展”平
台

企业和产品的线上展示
平台，提供全球推广服

务，实现网上交易精准对
接。

常年 线上 展览部 李白 010-58280740 libai@cccme.org.cn

3 境外展览 详见《2021 年境外展览
计划》 展览部

4 境内展览 详见《2021 年境内展览
计划》

市场开发部
展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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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境外展计划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1

线上展会

中国家电及电子消费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1 月 18-29 日 “机电云展”平台 李宁燕

2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菲律宾 ) 1 月 18-29 日 “机电云展”平台 贾羽楠

3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独联体） 3 月 1-12 日 “机电云展”平台 李宁燕

4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南美） 3 月 15-26 日 “机电云展”平台 向芳

5 中国两轮车及配件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3 月 29 日 -4 月 9 日 “机电云展”平台 刘澳克

6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家电，汽配及
工具行业专场） 5 月 10-12 日 “机电云展”平台 李宁燕

7 中国电力、新能源产品出口网上交易会 5 月 31 日 -6 月 11 日 “机电云展”平台 贾羽楠

8

家电电子类

波兰国际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博览会 (ES) 5 月 7-9 日 波兰   华沙 李宁燕、杜晓悦

9 美国纽约电子消费品及家电产品展示对接会
（CE Week） 6 月 美国   纽约 李宁燕、杜晓悦

10 阿根廷国际消费类电子及家用电器产品展览会
(EH) 7 月 5-7 日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李宁燕、袁宾宾

11 中国品牌商品拉美展暨巴西国际消费类电子及家
用电器产品展览会（ES） 7 月 12-15 日 巴西   圣保罗 李宁燕、袁宾宾

12 美国芝加哥家庭用品展览会（IHA） 8 月 7-10 日 美国   芝加哥 李宁燕、袁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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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境外展计划

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13

家电电子类

中国消费品（俄罗斯）品牌展（CCF Moscow） 8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李宁燕、杜晓悦

14 新加坡 - 中国电子消费品和家居用品博览会
(SCCE) 8 月 新加坡 李宁燕、杜晓悦

15 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博览会（IFA） 9 月 3-7 日 德国   柏林 李宁燕、杜晓悦

16 土耳其国际家庭用品、礼品和家用电器展览会
（ZUCHEX) 9 月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李宁燕

17 俄罗斯秋季家用电器与家庭用品博览会
（HouseHold Expo） 9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李宁燕

18 中国商品和服务（乌兹别克斯坦）展
(CCF Uzbekistan) 11 月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李宁燕、夏库拉

19 中国消费品（尼日利亚）品牌展 11 月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李宁燕、杜晓悦

20 中国消费品（哥伦比亚）品牌展 11 月 哥伦比亚 波哥大 李宁燕

21

电子类

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类电子展览会 (CES) 1 月 6-9 日 美国  拉斯维加斯 石岚、李白、朱
烨

22 东京国际 IT 消费类电子及信息技术产品博览会 5 月 12-14 日 日本 东京 李白、朱烨

23 台北 ICT 电子电脑展 (COMPUTEX) 6 月 1-5 日 中国  台北 李白、朱烨

24 迪拜国际电脑及网络信息技术展览会 (GITEX) 9 月 阿联酋  迪拜 李白、朱烨

25 厨房卫浴类 美国国际厨卫建材展览会（KBIS&IBS） 2 月 9-11 日 美国   拉斯维加斯 李宁燕、夏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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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26
厨房卫浴类

法兰克福国际浴室设备、楼宇、能源、空调 技术
及再生能源展览会（ISH） 3 月 22-26 日 德国  法兰克福 李宁燕、杜晓悦

27 印度国际安装系统、卫浴厨房设备、再生能源及
家居自动化技术展览会（ISH India） 5 月 印度  新德里 李宁燕、夏库拉

28

安防类

中东（迪拜）国际安防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INTERSEC MIDDLE EAST） 2022 年 1 月 16-18 日 阿联酋  迪拜 石岚

29 土耳其国际安全科技消防展览会 (ISAF) 3 月 4-7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石岚

30 日本东京国际安防展（SECURITY SHOW) 3 月 9-12 日 日本  东京 石岚

31 韩国国际安全博览会与研讨会（SECON） 3 月 10-12 日 韩国 首尔 石岚

32 阿根廷国际安防设备与技术展
（INTERSEC BUENOS AIRES) 3 月 17-19 日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 石岚

33 美国西部国际保安产品展览会（ISC WEST） 3 月 24-26 日 美国  拉斯维加斯 石岚

34 俄罗斯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展览会（MIPS) 4 月 13-16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石岚

35 英国国际安全与消防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IFSEC) 5 月 18-20 日 英国  伦敦 石岚

36 南非国际安防展览会（IFSEC SOUTH AFRICA) 6 月 1-3 日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石岚

37 巴西国际安防产品展览会（EXPOSEC) 6 月 8-10 日 巴西  圣保罗 石岚

38 墨西哥国际安全科技展览会
（EXPO SEGURIDAD） 7 月 6-8 日 墨西哥  墨西哥城 石岚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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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39

安防类

哥伦比亚国际消防、安防、劳保展
（E+S EFICIENCIA Y SEGURIDAD） 8 月 哥伦比亚  波哥大 石岚

40 越南国际安全与消防设备展
（SECUTECH VIETNAM） 8 月 越南  胡志明市 石岚

41 菲律宾国际安防产品展览会 8 月 菲律宾  马尼拉 石岚

42 法国国际安防与消防设备展览会
(EXPO PROTECTION) 9 月 28-30 日 法国   巴黎 石岚

43 美国东部国际安保产品展览会（ISC EAST） 11 月 美国  纽约 石岚

44 意大利米兰国际安防展（SICUREZZA） 11 月 17-19 日 意大利   米兰 石岚

45 泰国国际安全与消防设备展
（SECUTECH THAILAND） 11 月 24-26 日 泰国  曼谷 石岚

46 印度国际安全科技及安保产品展览会
(IFSEC INDIA) 12 月 印度   新德里 石岚

47

电力、新能
源、照明类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能源、电气与电子技术展
(Electrotech) 3 月 10-13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贾羽楠、潘睿卿

48 澳大利亚国际电力及太阳能展览会 (Enlit 
Australia） 3 月 10-11 日 澳大利亚 墨尔本 贾羽楠、刘洋男

49
美国国际电力展览会 & 美国国际输配电展览

会 (Power-Gen International & DISTRIBUTECH 
INTERNATIONAL)

3 月 30 日 -4 月 1 日 美国   奥兰多 贾羽楠、潘睿卿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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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50

电力、新能
源、照明类

西班牙国际电力电子及照明产品展览会
（MATELEC） 5 月 4-7 日 西班牙  马德里 贾羽楠、刘洋男

51 墨西哥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Expo Electric) 6 月 8-10 日 墨西哥  墨西哥城 贾羽楠、潘睿卿

52 俄罗斯国际电力电子展览会（ELEKTRO） 6 月 7-10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贾羽楠、曹梦霏

53 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MEE) 6 月 14-16 日 阿联酋   迪拜 贾羽楠、卞梦君

54 巴西国际电力、能源及电子产品展览会（FIEE） 7 月 20-23 日 巴西  圣保罗 贾羽楠、潘睿卿

55 巴基斯坦国际电力能源展览会 (POGEE) 7 月 巴基斯坦 拉合尔 贾羽楠、袁月明

56 印尼国际发电、再生能源及电力设备展览会 (EPI) 9 月 8-11 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贾羽楠、潘睿卿

57 柬埔寨国际电力能源展览会 (Camenergy) 9 月 17-19 日 柬埔寨   金边 贾羽楠、袁月明

58 尼日利亚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Nigeria Energy) 9 月 21-23 日 尼日利亚  拉各斯 贾羽楠、刘洋男

59 迪拜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Light Middle East) 9 月 28-30 日 阿联酋  迪拜 贾羽楠、卞梦君

60 缅甸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Electric & Power, Renewable Energy Myanmar) 10 月 20-22 日 缅甸         仰光 贾羽楠、卞梦君

61 沙特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Saudi Energy) 11 月 沙特    利雅得 贾羽楠、潘睿卿

62 埃及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Egypt Energy) 11 月 1-3 日 埃及    开罗 贾羽楠、曹梦霏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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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63 电力、新能
源、照明类

越南国际电力设备与技术展览会（VIETNAM ETE) 11 月 10-12 日 越南    胡志明 贾羽楠、曹梦霏

64 哥伦比亚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FISE） 12 月 哥伦比亚 麦德林 贾羽楠、袁月明

65

制冷、暖通
类

俄罗斯国际暖通、制冷、空调、卫浴及泳池设备
展览会（AQUA-THERM MOSCOW） 2 月 2-5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潘琳、齐优优

66 印度国际制冷及空调、供暖及通风产品展览会
(ACREX) 2 月 25-27 日 印度   班加罗尔 潘琳、齐优优

67 巴西国际制冷、空调、通风、供暖和空气处理贸
易展览会 (FEBRAVA) 9 月 14-17 日 巴西   圣保罗 潘琳、高靖怡

68 泰国制冷、暖通、空调暨电子电器展览会
(Bangkok RHVAC) 9 月 泰国   曼谷 潘琳、高靖怡

69 墨西哥国际空调、制冷及暖通展览会
（AHR Expo-Mexico） 9 月 21-23 日 墨西哥  蒙特雷 潘琳、齐优优

70 土耳其国际空调暖通及卫浴设备展览会
(ISK-SODEX)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潘琳、齐优优

71

汽配类

印度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ACMA） 2 月 25-28 日 印度   新德里 张冰宁、赵婧雯

72 哈萨克斯坦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Expo） 4 月 15-17 日 哈萨克斯坦    努尔苏丹 张冰宁、赵婧雯

73 巴西国际汽车零配件、设备及服务贸易展览会 
(AUTOMEC) 4 月 6-10 日 巴西   圣保罗 张冰宁、赵婧雯

74 伊斯坦布尔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Automechanika Istanbul） 4 月 8-11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张冰宁、赵婧雯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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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75

汽配类

AMR 北京国际汽车维修检测诊断设备、零部件及
美容养护展览会 4 月 24-27 日 中国   北京 张冰宁、赵婧雯

76 泰国汽车零部件展 4 月 2-5 日 泰国  曼谷 张冰宁、赵婧雯

77 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CAPAS） 5 月 中国   成都 张冰宁、赵婧雯

78 阿联酋迪拜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Automechanika Dubai） 6 月 7-9 日 阿联酋 迪拜 张冰宁、赵婧雯

79 英国（伯明翰）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
会（Automechanika Birmingham） 6 月 8-10 日 英国  伯明翰 张冰宁、赵婧雯

80 越南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Automechanika Ho Chi Minh City） 6 月 30-7 月 2 日 越南  胡志明市 张冰宁、赵婧雯

81 南美洲哥伦比亚国际汽配展（Feria Autopartes） 6 月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张冰宁、赵婧雯

82 拉丁美洲巴拿马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Latin 
American &Caribbean AutoParts Expo） 7 月 巴拿马  巴拿马城 张冰宁、赵婧雯

83 中美洲国际汽车零配件、原料加工及售后服务贸
易展览会（Automechnika Mexico） 7 月 21-23 日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张冰宁、赵婧雯

84 俄罗斯国际汽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MIMS) 8 月 23-26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张冰宁、赵婧雯

85 俄罗斯国际商用车展 9 月 6-11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张冰宁、赵婧雯

86 法兰克福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Automechanika Frankfurt） 9 月 14-18 日 德国   法兰克福 张冰宁、赵婧雯

87 南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Automechanika Johannesburg） 9 月 14-17 日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张冰宁、赵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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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汽配类

法国巴黎国际汽车零部件及装备展览会
（EQUIP AUTO） 10 月 法国  巴黎 张冰宁、赵婧雯

89 墨西哥重型卡车及配件展览会
（EXPOTRANSPORTE ANPACT） 11 月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张冰宁、赵婧雯

90 伊朗德黑兰国际汽车工业及零配件展览会
（International Iran Auto Parts Show） 11 月 伊朗    德黑兰 张冰宁、赵婧雯

91 拉斯维加斯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AAPEX） 11 月 美国 拉斯维加斯 张冰宁、赵婧雯

92

两轮车类

北美国际两轮车展览会 
（NORTH AMERICA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1 月 加拿大  多伦多 刘澳克 , 祁迟

93 美国国际两轮车展览会 (AIMEXPO) 1 月 21-23 日 美国    哥伦布 刘澳克 , 祁迟

94 俄罗斯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VELO PARK） 2 月 18-20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刘澳克 , 祁迟

95 土耳其国际双轮车博览会
（Motobike Istanbul） 2 月 25-28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刘澳克 , 祁迟

96 第 47 届日本东京国际两轮车展览会
（TOKYO MOTORCYCLE SHOW） 3 月 日本   东京 刘澳克 , 祁迟

97 波兰国际两轮车展
（Warsaw Motorcycle Show) 3 月 波兰   华沙 刘澳克 , 祁迟

98 台北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Taipei Cycle) 3 月 3-6 日 中国   台北 刘澳克 , 祁迟

99 韩国首尔两轮车及电动车平衡车展览会（SMS） 4 月 韩国   首尔 刘澳克 , 祁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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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两轮车类

台北摩托车展览会（Taiwan Motorcycle) 4 月 中国   台北 刘澳克 , 祁迟

101 德国微动能车展 5 月 27-29 日 德国   汉诺威 刘澳克 , 祁迟

102 埃及国际两轮车展 6 月 17-20 日 埃及  开罗 刘澳克 , 祁迟

103 欧洲两轮车展览会（EUROBIKE) 9 月 德国  腓特烈 刘澳克 , 祁迟

104 第 79 届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览会（EICMA） 11 月 9-14 日 意大利  米兰 刘澳克 , 祁迟

105 巴西国际两轮车展 11 月 23-28 日 巴西  圣保罗 刘澳克 , 祁迟

106 墨西哥国际摩托车及零配件展览会
（Expo Moto） 11 月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刘澳克 , 祁迟

107 越南国际两轮车两轮车展览会
（VIETNAM CYCLE） 11 月 越南  河内 刘澳克 , 祁迟

108

机床类

欧洲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EURO BLECH） 3 月 9-12 日 德国  汉诺威 郭慷虓

109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览会（TIMTOS） 3 月 15-20 日 中国  台北 郭慷虓

110 印度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术展览会
（BLECH India） 4 月 22-24 日 印度 孟买 郭慷虓

111 墨西哥国际金属加工及焊接展览会
（FABTECH Mexico） 5 月 4-6 日 墨西哥  蒙特雷 郭慷虓

112 巴西圣保罗国际机床展（ ExpoMafe） 5 月 4-8 日 巴西  圣保罗 郭慷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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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机床类

澳大利亚国际机床及钣材加工展览会
（AUSTECH） 5 月 11-14 日 澳大利亚  墨尔本 郭慷虓

114 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
（METALLOOBRABOTKA） 5 月 24-28 日 俄罗 莫斯科 郭慷虓

115 波兰波兹南国际工业机床展览会（ITM） 6 月 8-11 日 波兰  波兹南 郭慷虓

116 印度班加罗尔机床工具展
（IMTEX-METAL CUTTING & TOOLTECH） 6 月 17-23 日 印度  班加罗尔 郭慷虓

117 越南胡志明国际机床金属加工展
（MTA Vietnam） 7 月 7-10 日 越南  胡志明 郭慷虓

118 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展
（PDMEX） 8 月 菲律宾  马尼拉 郭慷虓

119 土耳其国际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MAKTEK EURASIA） 8 月 31 日 -9 月 4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郭慷虓

120 德国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SCHWEISSEN & SCHNEIDEN） 9 月 13-17 日 德国  埃森 郭慷虓

121 欧洲机床博览会（EMO MILANO） 10 月 4-9 日 意大利  米兰 郭慷虓

122 埃及开罗国际机床展览会
（MACTECH） 11 月 埃及  开罗 郭慷虓

123 泰国曼谷国际机床展览会
（Metalex Thailand） 11 月 泰国  曼谷 郭慷虓

124 机械类 土耳其国际工业展览会
（WIN-EURASIA） 3 月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郭慷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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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机械类

俄罗斯国际工业博览会
（INNOPROM） 4 月 俄罗斯  叶卡捷琳堡 郭慷虓

126 泰国曼谷（亚洲）国际机械展览会
（INTERMACH） 5 月 12-15 日 泰国曼谷 郭慷虓

127 澳大利亚国际机械制造周展览会
（National Manufacturing Week） 5 月 澳大利亚墨尔本 郭慷虓

128 马来西亚国际机械制造展览会
（METALTECH & AUTOMEX） 6 月 23-26 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 郭慷虓

129 印度尼西亚国际制造机械、设备、材料展览会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12 月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郭慷虓

130

工业类

墨西哥工业制造展览会
（Expo Manufactura） 2 月 2-4 日 墨西哥  蒙特雷 郭慷虓

131 日本东京国际工业展
（M-Tech Tokyo） 2 月 3-5 日 日本  东京 郭慷虓

132 法国国际工业配件及市场展览会
（MIDEST） 3 月 法国  巴黎 郭慷虓

133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4 月 12-16 日 德国  汉诺威 郭慷虓

134 日本大阪国际工业展
（M-Tech Osaka） 10 月 日本  大阪 郭慷虓

135
橡塑、包装、
印刷机械类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模具塑料展
（ROSMOULD & ROSPLAST） 6 月 15-17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郭慷虓

136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包装展览会
（ROSUPAK） 6 月 15-18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郭慷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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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橡塑、包装、
印刷机械类

亚洲国际包装及饮料加工设备展览会
（Propak & Drinktech Asia） 6 月 16-19 日 泰国 曼谷 郭慷虓

138 巴西国际食品机械及包装工业展
（FISPAL Tecnologia） 6 月 22-25 日 巴西 圣保罗 郭慷虓

139 越南国际加工、包装及饮料机械展览会
（Propak Vietnam） 7 月 28-30 日 越南 胡志明 郭慷虓

140 慕尼黑国际饮料及液体食品技术博览会
（Drinktec） 10 月 4-8 日 德国 慕尼黑 郭慷虓

141 土耳其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EURASIA PACKAGING） 10 月 20-23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郭慷虓

142 印度尼西亚国际橡塑、包装、饮料设备展览会
（Plaspak & Drinktech Indonesia） 11 月 17-20 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郭慷虓

143 土耳其国际塑料展览会
（PLAST EURASIA） 12 月 1-4 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郭慷虓

144

物流类

美国芝加哥国际物流展（ProMAT） 4 月 12-15 日 美国 芝加哥 向芳、任硕

145 澳洲国际物流展 (CEMAT Australia) 7 月 澳大利亚 墨尔本 向芳、任硕

146 英国伯明翰国际叉车及物流展 （IMHX） 9 月 英国 伯明翰 向芳、任硕

147 俄罗斯国际物流展 (CeMAT Russia) 9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向芳、任硕

148 工程矿业类 法国巴黎国际工程机械与建材机械博览会 
(INTERMAT) 4 月 19-24 日 法国   巴黎 向芳、王晓青

149 农业机械类 俄罗斯国际矿业展 （Miningworld）可远程参展 4 月 21-23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向芳、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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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农业机械类

智利北方矿业展览会 (Exponor) 5 月 智利   安托法加斯塔 向芳、刘娜

151 俄罗斯国际工程机械展 (BAUMA CTT RUSSIA) 5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向芳、王晓青

152 波兰华沙国际工程机械展
(WASAW Construction Machinery Exhibition) 5 月 波兰   华沙 向芳、王晓青

153 泰国国际工程机械展（INTERMAT ASEAN） 9 月 泰国   曼谷 向芳、王晓青

154
印度尼西亚国际工程机械及矿业展览会
（InternationalConstruction Structure,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9 月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向芳、王晓青

155 澳洲悉尼国际矿业展 （AIMEX) 9 月 澳大利亚  悉尼 向芳、刘娜

156 美国路易斯维尔国际市政工程机械展（ICUEE) 10 月 美国  路易斯维尔 向芳、王晓青

157 乌克兰国际采矿及工程展览会 10 月 乌克兰  扎波罗热 向芳、刘娜

158 菲律宾国际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展
(PHILCONSTRUCT) 11 月 菲律宾  马尼拉 向芳、王晓青

159 阿尔及利亚国际工程机械展（SITP) 11 月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向芳、王晓青

160 印度国际工程机械展（EXCON） 12 月 印度  班加罗尔 向芳、王晓青

161 巴西国际农机展 (Agrishow) 4 月 巴西   里贝朗普陀 向芳、代禾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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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农业机械类

乌兹别克斯坦国际农机展 
（AgroExpo Uzbekistan） 5 月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向芳、代禾田

163 印度尼西亚国际农业展览会 (INAGRITECH) 8 月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向芳、代禾田

164 东京国际农业及园林机械、工具博览会
（Agri World & GARDEX） 10 月 日本 东京 向芳、代禾田

165 美国园林工具及机械设备展（HNA） 10 月 美国 路易斯维尔 向芳、代禾田

166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展 （AGQUIP） 10 月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向芳、代禾田

167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国际农业机械、设备和农产
品材料展（YUGAGRO) 11 月 24-27 日 俄罗斯 克拉斯诺达尔 向芳、代禾田

168 中国农业机械（印度）品牌展暨印度普纳国际农
机展（KISAN） 12 月 印度 普纳 向芳、代禾田

169

船舶海事类

越南国际海事展览会（INMEX VIETNAM） 3 月 30 日 -4 月 1 日 越南  胡志明市 孟令铮

170 挪威国际海事展览会 (Nor-Shipping) 6 月 1-4 日 挪威  奥斯陆 孟令铮

171 巴西国际海事展览会 (Marintec SouthAmerica) 8 月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孟令铮

172 俄罗斯国际海事展览会 (NEVA) 9 月 俄罗斯  圣彼得堡 孟令铮

173 新加坡亚洲海事展览会 (SEA ASIA) 9 月 新加坡 孟令铮

174 印度国际海事展览会 (INMEX INDIA) 10 月 印度  孟买 孟令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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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船舶海事类

印度尼西亚国际海事展览会 (IME) 10 月 6-8 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孟令铮

176 韩国国际海事展览会（KORMARINE） 10 月 19-22 日 韩国  釜山 孟令铮

177 荷兰国际海事展览会 (EUROPORT) 11 月 2-5 日 荷兰  鹿特丹 孟令铮

178 迪拜国际海事展（SMME） 12 月 阿联酋  阿布扎比 孟令铮

179

五金工具、
园艺及建材

类

日本东京机械要素展 
（Manufacturing World Tokyo） 2 月 3-5 日 日本  东京 刘璇、刘西

180 德国国际五金工具博览会（IHF） 2 月 21-24 日 德国  科隆 刘西、李蕊

181 巴西国际建筑展览会（FEICON） 4 月 20-23 日 巴西  圣保罗 刘璇、李蕊

182 美国国际五金制品展览会
（NATIONAL HARDWARE SHOW） 5 月 11-13 日 美国   拉斯维加斯 刘璇、李蕊

183 科隆国际体育用品、露营设备及园林生活博览会
（SPOGA+GAFA） 5 月 30 日 -6 月 1 日 德国   科隆 刘西、李蕊

184 中东（迪拜）五金工具展览会
（HARDWARE+TOOLS MIDDLE EAST） 6 月 7-9 日 阿联酋  迪拜 刘西、李蕊

185 波兰（波兹南）五金工具及国际机床展览会
（MACH-TOOL） 6 月 波兰   波兹南 刘璇

186 日本五金工具及 DIY 产品展览会
（JAPAN DIY SHOW） 8 月 日本   东京千叶 孟令铮

187 印度国际五金展览会（IIHT EXPO） 8 月 印度   新德里 孟令铮、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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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五金工具、
园艺及建材

类

墨西哥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EXPO FERRETERA） 9 月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刘璇、李蕊

189 海峡两岸扣件展览会
（Taiwan International Fastener Show） 9 月 中国  高雄 刘西、李蕊

190 日本大阪机械要素展
（Manufacturing World Osaka） 10 月 日本  大阪 刘璇、刘西

191 日本东京国际花卉园艺及户外用品博览会
(GARDEX) 10 月 日本  东京千叶 刘西

192 俄罗斯五金工具展览会
（MOSCOW INTERNATIONAL TOOL EXPO） 11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刘璇、李蕊

193 印度尼西亚制造机械及五金工具展览会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12 月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孟令铮、李蕊

194 越南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12 月 越南  胡志明市 李蕊、孟令铮

195 电子自动化
及酒店用品

类

墨西哥酒店服务用品展览会 9 月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刘璇

196 2021 年海峡两岸电子展 10 月 中国  台北 刘西

197

综合类

印度尼西亚纺织机械及服装机械展 (Indo Intertex) 3 月 30 日 -4 月 1 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刘澳克

198 阿尔及利亚国际博览会暨中国机械电子（阿尔及
利亚）品牌展览会 6 月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向芳、任硕

199 中国机械电子（菲律宾）品牌展览会  8 月 19-21 日 菲律宾  马尼拉 贾羽楠、卞梦君

200 中国机械电子（印度尼西亚）品牌展 8 月 25-27 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潘琳、齐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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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 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 国家及城市 )
负责人

201

综合类

中国机械工业（俄罗斯）品牌展 8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刘澳克

202 中国消费品（俄罗斯）品牌展览会 8 月 俄罗斯  莫斯科 李宁燕

203 中国商品和服务（乌兹别克斯坦）展览会 11 月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李宁燕、夏库拉

2021 年境外展计划

境外展联系人信息表
境外展联系人信息表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李宁燕 010-58280943 13801313052 liningyan@cccme.org.cn

袁宾宾 010-58280974 13717829915 yuanbinbin@cccme.org.cn

杜晓悦 010-58280975 13522217696 duxiaoyue@cccme.org.cn

夏库拉 •
阿迪力江 010-58280954 18810283622 shakura@cccme.org.cn  

潘琳 010-58280945 13811331229 panlin@cccme.org.cn

张冰宁 010-58280973 13439324113 zhangbingning@cccme.org.
cn

刘媛媛 010-58280965 13401131553 liuyuanyuan@cccme.org.cn

齐优优 010-58280957 13520467524 qiyouyou@cccme.org.cn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高靖怡 010-58280961 15122255180 gaojingyi@cccme.org.cn

赵婧雯 010-58280938 15811411873 zhaojingwen@cccme.org.cn

石岚 010-58280953 13661391877 shilan@cccme.org.cn

李白 010-58280740 15901110518 libai@cccme.org.cn

朱烨 010-58280932 13810568467 zhuye@cccme.org.cn

贾羽楠 010-58280949 13910121636 jiayunan@cccme.org.cn

刘澳克 010-58280988 13552232056 liuaoke@cccme.org.cn

卞梦君 010-58280970 17801072378 bianmengjun@cccme.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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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展联系人信息表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潘睿卿 010-58280980 18510626330 panruiqing@cccme.org.cn

刘洋男 010-58280978 13199309549 liuyangnan@cccme.org.cn

祁迟 010-58280771 13661270428 qichi@cccme.org.cn

袁月明 010-58280979 13146697828 yuanyueming@cccme.org.
cn

曹梦霏 010-58280768 13121241992 caomengfei@cccme.org.cn

向芳 010-58280971 18611319232 xiangfang@cccme.org.cn

郭慷虓 010-58280956 13426403399 guokangxiao@cccme.org.cn

王晓青 010-58280937 18001320105 wangxiaoqing@cccme.org.
cn

刘娜 010-58280933 18800146276 liuna@cccme.org.cn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任硕 010-58280967 13810861158 renshuo@cccme.org.cn

代禾田 010-58280948 13671357610 daihetian@cccme.org.cn

李蕊 010-58280964 13811135258 lirui@cccme.org.cn

刘西 010-58280939 13520774949 liuxi@cccme.org.cn

刘璇 010-58280947 15810993699 liuxuan@cccme.org.cn

孟令铮 010-58280962 15801386624 menglingzheng@cccme.
org.cn

张晶 010-58280951 13910675020 zj@cccm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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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境内展计划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1 2021 第十七届
中国泵与电机展

2021 China Pump & 
Electric machinery 

Exhibition
2 月 18-20 日 浙江 温岭 温岭会

展中心 泵、电机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

2021 年北京国
际汽车维修检测
诊断设备、零部
件及美容养护展

览会 (AMR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Auto 

Service, Parts, 
Maintenance And 

Repair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4 月 24-27 日 北京 北京
北京国
际展览

中心

汽车配件及附件，重卡及配件，轮胎
及附件，维修保养，诊断工具，汽车
美容，汽车维修保养类，汽油机衍生
品，润滑油，添加剂，汽车保养类产
品，汽车高科技服务软件，网络连接
汽车服务，汽车保养与经销网络建立，
服务类咨询，培训，金融，保险，运
输等，汽车工程与转包。

展览部 张冰宁、
赵婧雯

3
中国（上海）国
际技术进出口交
易会（CSITF）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air
4 月 上海 上海

上海世
博展览

馆

科技创新展区、生物医药、智能制造、
智能服务机器人、人工智能及 VR 技
术、无人机、节能环保、创新生态区、
交易服务区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4 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5 月 7-10 日 海南 海口

海南国
际会展

中心

知名品牌消费品 、食品、汽车、 消
费电子、 文化创意、旅居生活、 医
疗保健品 、宠物用品、珠宝钻石展区、
服务业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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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5
2021 成都国际

汽车零配件及售
后服务展览会

(CAPAS)

CAPAS CHENGDU 
2021 5 月 20-22 日 四川 成都

成都世
纪城新
国际会
展中心

汽车配件及附件，重卡及配件，轮胎
及附件，维修保养，诊断工具，汽车
美容，汽车维修保养类，汽油机衍生
品，润滑油，添加剂，汽车保养类产
品，汽车高科技服务软件，网络连接
汽车服务，汽车保养与经销网络建立，
服务类咨询，培训，金融，保险，运
输等，汽车工程与转包。

展览部 张冰宁、
赵婧雯

6

2021 厦门工业
博览会暨第 25

届海峡两岸机械
电子商品交易会

（XMIE）

2021 Xiamen 
Industrial 
Exposition

5 月中下旬 福建 厦门
厦门国
际会议
展览中

心

机床、橡塑工业、工业机器人、工模
具、工程机械、印广设备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7

第十五届（2021）
国际太阳能光
伏与智慧能源

（上海）展览会
（SNEC)

SNEC 15th (2021) 
International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and Smart Energy 

Exhibition & 
Conference

6 月 3-5 日 上海 上海
上海新
国际博
览中心

储能技术、设备及材料、储能电站及
EPC 工程、新能源发电并网与智能
输配电、电网调度与自动化控制、智
能计量与用电管理、智能电网信息通
讯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8
中国国际日用
消费品博览会

（CICGF）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Goods 

Fair (CICGF)
6 月 浙江 宁波

宁波国
际博览

中心
金属加工、自动化制造、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技术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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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9
海峡两岸（宁德）
电机电器博览会

（CEME）

Cross-Straits 
Electric Motor 
and Appliance 

Exposition
6 月 福建 宁德 宁德会

展中心

机械动力：电动机、设备、零部件
电力动力：发电机组、发动机、配套
设备、零部件、油品、城镇供水、泵
类产品、配套产品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0
中国建筑科学大
会暨绿色智慧建

筑博览会

China Building 
Science Conference 

and Green 
Intelligent Building 

Expo

6 月 24-27 日 天津 天津
国家会
展中心

（天津）

建筑实施综合解决方案、建筑节能、
舒适系统、智慧园区及“新基建”、
智慧楼宇、绿色智慧体验专区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1
亚洲国际金属板
材加工技术展览

会
AISA BLECH 7 月 7-9 日 上海 上海

上海新
国际博
览中心

金属板材、金属管、金属截面；成品、
组件、装配；金属板材加工处理设备；
分离 / 切割工具；自动化和机器人；
柔性钣金加工技术；金属管 / 截面处
理；机械元件；接合、焊接、紧固；
金属板材表面处理；工具、模具；控
制 / 调节 / 测量 / 检验设备；质量保
障系统；CAD/CAM 系统、数据处理；
工厂和仓库设备；环保技术、循环利
用；操作安全；研究和发展

展览部 郭慷虓

12
中国国际消费

电子博览会
(SINOCES)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SINOCES)

7 月 山东 青岛
青岛国
际会展

中心

智能家居、节能环保电器、智能硬件、
智能硬件 / 创客 /VR、机器人大赛、
3D 打印及机器人、采购洽谈、新闻
中心、票证组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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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13
第 23 届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

（CIIF）

The 23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 CIIF
8 月 24-28 日 上海 上海

上海国
家会展

中心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
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信息与通信技
术应用、新能源与电力电工、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科技创新、
航空航天技术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4
2021 第 20 届
中国国际装备
制造业博览会

（CIEME)

The 20China 
Internatio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xposition (CIEME)

09 月 1-4 日 辽宁 沈阳
沈阳国
际展览

中心

机床、自动化动力、通用设备、3D
打印、新能源汽车、国防科技、机器
人、轨道交通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5
中国 - 东盟（柳
州）汽车工业博

览会

China-
ASEAN(Liuzhou)

Aoutomotive 
Industry Exposition

9 月 广西 柳州
柳州国
际会展

中心

汽车整车，包括商用车（含特种车、
改装车）及新能源车（电动车）；汽
车设计及新概念产品、二手车市场服
务、汽车传媒及汽车服务；工程机械。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6
2021 太阳能发

电技术与应用展
览会

Solar Power Expo 
China 2021 9 月 北京 北京

中国国
际展览

中心
清洁能源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7
第十九届中国国
际摩托车博览会

（CIMA）

The 19th China 
International 

Motorcycle Trade 
Exhibition

9 月 重庆 重庆
重庆国
际博览

中心
摩托车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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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18
2021 第十四届

中国（东营）国
际石油石化装备

与技术展览会

China (Dongying)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

9 月 山东 东营
黄河国
际会展

中心

石油石化技术装备、海洋石油天然
气技术装备、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
LNG 储运技术装备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19
中国（广饶）国
际橡胶轮胎暨汽

车配件展览会
（ChinaGRTAE）

China (Guangrao) 
International 
Rubber Tire & 

Auto Accessory 
Exhibition

（China GRTAE）

9 月 山东 广饶
广饶国
际会展

中心

轮胎制品、车轮制品、原料及制造设
备、橡胶轮胎机械设备、轮胎翻新设
备及原料、橡胶原材料、汽车配件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
2021 年广州国

际电子消费品及
家电品牌展

CE CHINA 9 月 16-18 日 广东 广州
保利世
贸博览

馆

各类电子消费品：电视、家庭娱乐、
智能家居 / 家居网络、卫星电缆、通
信设备、电脑硬件及软件、可穿戴设
备 / 智能设备、音箱 / 高保真 / 环绕
立体声设备、影像 / 视频、车载媒体
和其他消费电子。
各类家电产品：包括大型家用电器、
小家电、内置式厨房器件、保健类相
关设备、家用供暖系统、家电配件及
设备。

展览部 李宁燕、
杜晓悦

21 2021 中国工量
刃具展览会

CHINA TOOLS AND 
CUTTING TOOLS 

EXHIBITION
9 月 21-23 日 浙江 温岭 温岭会

展中心 工量刃具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45

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22 第 26 届中国五
金博览会

The 26th China 
Hardware Fair 9 月 26-28 日 浙江 永康

永康国
际会展

中心

电动工具类，工具五金类，日用五金、
五金电器类，车类、健身休闲类，其
它五金类，机电产品类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3
第十三届马鞍山
（博望）机床暨

刃模具博览会

The 13th Maanshan 
(Bowang) Machine 

Tools And Blade 
Moulds Expo

10 月 安徽 马鞍
山 刃模具暨机床产品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4 中国（嘉兴）紧
固件产业博览会

CHINA (JIAXING) 
FASTENER 

INDUSTRY EXPO
10 月 浙江 嘉兴

嘉兴国
际会展

中心
五金、机电、工具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5
2021 第十四届
中国 ( 嵊州 ) 电
机 • 厨具展览会

（CMKE）

The 14th China
（Shengzhou） 

Motor•Kitchen Ware 
Exhibition (CMKE)

10 月 浙江 嵊州
嵊州国
际会展

中心
机械、电机、电器、厨具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6 中国（玉环）机
床展（YME）

CHINA (YUHUAN) 
MACHINERY TOOL 

EXHIBITION
10 月 22-25

日 浙江 玉环

玉环新
城科研

中心
（会展
中心）

机床设备、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技术、
测量仪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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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27
中国国际机电

产品博览会
（CWME)

China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 

Electronic Products 
Fair

11 月 湖北 武汉
武汉国
际博览

中心

机床与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与机器
人、汽车零部件及制造技术装备、五
金机电、包装工业与塑料橡胶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8
2021 第十二届

东莞台湾名品博
览会

2021 The 12th 
Taiwan Famous 
Fair-Dongguan

10 月 28-31
日 广东 东莞

广东现
代国际
展览中

心
3C 产品、特色食品、文创产品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9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CII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11 月 5-10 日 上海 上海

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装备、科技生活、品质生活、汽车、
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服务贸易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30
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
(CHTF)

China Hi-Tech Fair 11 月 10-14
日 广东 深圳 深圳会

展中心

信息技术与产品、节能环保、新能源、
绿色建筑、电子新技术新应用、光电
显示、国家高新技术、创新与科研、
先进制造、智慧城市、航空航天科技、
创业与投资服务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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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中文名

称
展会英文名称 时间 省份 城市 展馆 展品类别 所属部门 负责人

31
浙江义乌国际

装备博览会 (ME 
EXPO)

Zhejiang Yiwu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Expo

11 月 25-27
日 浙江 义乌

义乌国
际博览

中心

数字经济与工厂智能化、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设备、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
包装、印刷及塑料机械、智能仓储物
流装备、针织、缝制设备及技术等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32
中国加工贸易

产品博览会
（CPTPF）

China Processing 
Trade Products Fair 12 月 广东 东莞

广东现
代国际
会展中

心
加工贸易 市场开发部

刘玥、
李娜、
高竞佳

33

上海国际汽车
零配件、维修

检测诊断设备及
服务用品展览会

（Automechanika 
Shanghai)

Automechanika 
Shanghai 12 月 上海 上海

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汽车配件及附件，重卡及配件，轮胎及附
件，维修保养，诊断工具，汽车美容，汽
车维修保养类，汽油机衍生品，润滑油，
添加剂，汽车保养类产品，汽车高科技服
务软件，网络连接汽车服务，汽车保养与
经销网络建立，服务类咨询，培训，金融，
保险，运输等，汽车工程与转包。

展览部 张冰宁、
赵婧雯

2021 年境内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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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展联系人信息表
境内展联系人信息表

所属
部门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展览
部

李宁燕 010-58280943 13801313052 liningyan@cccme.org.cn

杜晓悦 010-58280975 13522217696 duxiaoyue@cccme.org.cn

张冰宁 010-58280973 13439324113 zhangbingnign@cccme.org.
cn

赵婧雯 010-58280938 15811411873 zhaojingwen@cccme.org.cn

郭慷虓 010-58280956 13426403399 guokangxiao@cccme.org.cn

市场
开发

部

刘玥 010-58280778 13581821636 liuyue@cccme.org.cn

李娜 010-58280748 15210714264 lina@cccme.org.cn

高竞佳 010-58280744 13521710184 gaojingjia@cccm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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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简介
会员企业免费专享服务：

行业分会

机电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机电进出口行业唯一的全国性商
会，下设21个行业分会，现有会员近万家。各行业龙头企业
都是商会的会员。

网上服务平台：www.cccme.org.cn

入编《商会推荐供应商名录》

获得独立的外贸企业商铺

在百场国际展会现场推广产品

获得匹配的优质采购信息

每月下载机电产品进出口分析报告

查询订阅全球技术标准

获得专业法律咨询和商债追收援助

获得本企业进出口经营业绩证明

家用电器分会

视听产品分会

电子信息分会

仪器仪表分会

汽车分会

船舶分会

航空航天分会

工程农业机械分会

机床工具分会

工具分会

电工产品分会

日用机械分会

自行车分会

太阳能光伏产品分会

低压电器分会

水泥装备分会

电力装备分会

风电装备分会

轨道交通装备分会

石油化工装备分会

冶金矿产品装备分会



会议活动及服务总览

中   国   机   电   产   品   进   出   口   商   会

中   国   机   电   产   品   进   出   口   商   会

网址：www.cccme.org.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办公楼2座8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58280836
传真：+86-10-58280830
邮箱：member@cccm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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