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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各企业： 

为鼓励企业扩大市场，我局会同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

业局、生物产业局、新经济局，在征求企业、行业协会参展

情况后，通过综合评价展会规模、行业影响力、区内企业参

与情况等因素，提出了《成都高新区 2019 年度鼓励企业参

加展会名单》（以下简称《名单》），现印发你们。凡 2019 年

参加《名单》内展会的企业，可申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关于优化产业服务促进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修订）

实施细则》中“鼓励企业扩大市场——参展补贴”支持方向。 

 

附件：《成都高新区 2019 年度鼓励企业参加展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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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

号 
展会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1 
2019 美国国际消费与通讯电

子展览会 
美国电子消费品制造商协会 2019.01  美国拉斯维加斯 

2 
2019 年中国（成都）电子信

息博览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国防

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07  四川成都 

3 中国电子展（CEF）深圳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2019.04  深圳 

4 
中国国际半导体技术大会

（CSTIC） 
SEMI、IMEC、IEEE-EDS 2019.03  上海 

5 
2019 年东京国际 IT 消费类

电子及信息技术产品博览会 
日本东京励展集团 2019.05  日本东京 

6 
2019 年莫斯科国际通信技术

展 

俄罗斯通讯部、工信部国际经

济合作中心及中国贸促会电子

信息行业分会 

2019.04  俄罗斯莫斯科 

7 

2019 Convergence India 第

27 届印度国际消费电子、信

息及通信技术 

博览会 

印度展览有限公司 2019.01   印度新德里 

8 
第 44 届美国光纤通讯展览

会及研讨会（OFC） 

美国光学学会、美国通信学

会、美国激光与光电协会 
2019.03   美国加州 

9 
2019 新加坡国际通讯和广播

科技展览及研讨会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2019.06  新加坡 

10 
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 

博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深圳贺戎

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2019.09   深圳 

11 
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

政府 
2019.04   深圳 

12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激光展）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 
2019.03  上海 

13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广播电

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CCBN2019)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

览会组织委员会 
2019.03  北京 



序

号 
展会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14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

川)国际投资大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9.09  四川成都 

15 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 
2019.05  四川成都 

16 
第十九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

展（CPhI China） 

四川省商务发展协会、成都市

进出口商会 
2019.06  上海 

17 第 81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05  上海 

18 第 82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12  重庆 

19 
第 81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博览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05  上海 

20 
第 82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博览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10  山东青岛 

21 

第 82 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

药/中间体/包装/设备 

交易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05  浙江杭州 

22 

第 83 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

药/中间体/包装/设备 

交易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019.10  江西南昌 

23 
美国生物技术大会暨 

展览会 
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创新组织 2019.06  美国费城 

24 
2019 创新药研发前沿与实践

国际高峰论坛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

公司、辉瑞亚太创新研究院、

强生亚太创新中心等 

2019.10  中国成都 

25 

第六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

技大会 中医药和生物医药

产业推进会 

科技部、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9.10  四川成都 

26 

2019 中国(成都)国际供应链

与物流技术及装备 

博览会 

北辰会展集团、成都北辰中金

展览有限公司 
2019.11  四川成都 

27 2019 未来医疗 100 强大会 重庆动脉橙科技有限公司 2019.12  北京 

28 
2019 年英国伦敦游戏周暨

EGX 游戏展 

Gamer Network、励展博览集

团（ReedPOP）、英国互动娱

乐协会（UKIE） 

2019.03 英国伦敦 

29 

第七届(2019)中国国际棋文

化博览会暨 2019(杭州)智力

产业嘉年华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棋院）、浙江省体育

局 

2019.10  浙江杭州 



序

号 
展会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30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 成都市人民政府 2019.11  四川成都 

31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10  北京 

32 
2019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2019）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2019.06  上海 

33 
第四届中国“成都”智慧产

业国际博览会 

中国电子学会、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学

会 

2019.06  四川成都 

34 2019 数字世界博览会 国际数据（亚洲）集团 2019.08  四川成都 

35 2019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

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09  天津 

36 2019 年乌镇互联网大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

省人民政府 
2019.10  浙江乌镇 

37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航空展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

司、商务部中国欧洲经济技术

合作协会、中国航空学会 

2019.09 北京 

38 

2019 成都安防展(第十九届

中国成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

产品与技术展览会)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 2019.05 四川成都 

39 
第七届中国（绵阳）科技城

国际科技博览会 
 国家科技部 2019.09 四川绵阳 

40 
2019 年四川国际航空航天 

展览会 

德阳市政府、四川航空集团、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广汉市政

府 

2019.09 四川广汉 

41 
2019 第四届深圳国际无人机

展览会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深圳市

无人机行业协会 
2019.06 深圳 

42  2019 年阿布扎比石油展 阿联酋能源部 2019.11 阿布扎比 

43 2019 成都国际环保展览会 
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成

都华意中联展览有限公司 
2019.03 四川成都 

44 
2019 年四川住房城乡建设 

博览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05 四川成都 

45 
2019（第六届）中国国际节

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 

协会 
2019.10  四川成都 

46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

会(CIMI2019)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2019.04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