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省 商 务 厅
皖商办外经函〔2021〕157 号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通知

各市商务局：

由商务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第二届中东欧

博览会”）将于 2021 年 6 月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我省是唯一的

主宾省，届时省领导将率团参加大会。为抓紧做好我省参会筹备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总体情况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至 11 日（星期五）

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国际会展中心

（二）主要活动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

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海

关检验检疫合作对话会、2021 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中国

—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咨询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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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丝路电商”发展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全球健康产业合作大会暨中国—中东欧医

药健康产业峰会等。

（三）展区设置

主要设置中东欧展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展、中东

欧国家展、中东欧专业展）、国际消费品展区（内外贸一体化展、

出口商品展、进口商品海淘汇）、进口商品常年展区。

二、关于展览展示

为了扩大我省对外宣传，展现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产品，大会

特别为我们主宾省安排了 200 平方米展览面积，用于集中展示我

省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生命健康等领域

科技创新产品，提升我省企业和产品的国内外知名度。集中展示

区参展企业的展位布展费、展品运输费由省财政负担。

各市可参照《中东欧博览会拟邀请参展企业及展品》（具体

见附件 1），联系落实相关企业及展品，也可结合你市中博会企业

参展情况，增加相关企业及展品，我们将择优选择实际参展企业

及展品。请你们务必于 5 月 11 日前，将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统一报我厅。联系人：谭晶晶、方珲，电话：18355132730、

18919620203。电子邮箱：610049783@qq.com。

三、关于参展展销

为了推销我省进口和出口商品，企业可申请分别在出口商品

展区、进口商品海淘汇展区参展展销。其中出口商品展区每个展

位约 4000 元，进口商品海淘汇展区每个展位约 8000 元特装费（展

位免费）。请组织你市消费品出口生产企业及进口商品企业参展，



— 3 —

并于 5 月 11 日前将参展企业名单及联系方式统一报我厅。联系

人：凌慧敏，电话：0551-63540189,13956651750。

四、关于赴会采购

请组织你市进口产品采购企业赴会采购，并于 5 月 11 日前

将参会企业名单、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统一报我厅。其中采购中东

欧国家（16 国）产品的企业将享受大会支持政策，请参照《中东

欧博览会赴会采购有关注意事项》（具体见附件 2）进行注册登记。

联系人：凌慧敏，电话：0551-63540189,13956651750。

五、其他事项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是目前唯一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为

重点的全国性展览，中东欧国家也是我省急需拓展的“一带一路”

市场。请你们落实专人，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参会，充分利用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平台，展示企业形象，展销企业产品，进一步扩大

与中东欧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

特此通知

附件： 1.中东欧博览会拟邀请参展企业及展品

2.中东欧博览会赴会采购有关注意事项

安徽省商务厅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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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东欧博览会拟邀请参展企业及展品

一、量子科技

1．（合肥）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量子安全通话（量子安全手机、超级 SIM 卡）、墨子

号通信卫星模型（AR）。

2．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本源量子计算全物理体系学习机、量子测控一体机。

3．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金刚石”量子计算教学机、

量子测控设备。

二、人工智能

1．合肥·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扫描词典笔、双屏翻译机、智能学习机 X2 Pro、智能

录音笔系列、智能办公本 X2、智能笔记本 T1B、电子阅读器系列、

智能演示器 P1、AI 虚拟人。

三、新型显示

1．（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12.3 英寸柔性 AMOLED 动态卷曲全模组、维信诺柔性

AMOLED 三折终端、多屏组合终端。

2．（合肥）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北斗视频车载终端、网眼 2-无人机监视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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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宿州）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共享充电宝广告宣传一体机、LED 柔性显示屏、商显

主板、扫码支付收银台。

四、智能家电

1．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亚摩斯空气杀菌净化一体机系列、荣事达国潮厨具系

列、亚摩斯系列产品。

2．合肥·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5G 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3．滁州·云创视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家商两用智慧电子魔镜、智能电子办公桌、智能电子

课桌

4．合肥·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智能语音鼠标、智能会议记录系统

5．合肥·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垃圾处理器、CLOTHES DRYER 干衣机

6．合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合肥创新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产品：商用扫地擦地吸尘清洁机器人、地下管网清淤检测机

器人、配电间巡检机器人、起身助手、助行器、床式护理机器人。

五、生命健康

1．合肥·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Amazfit GTR 2（经典款）、Amazfit GTR 2（运动款）、

Amazfit GTS 2（流光金）、Zepp Z、Zepp E（ 圆 皓月灰）、Amaz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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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x Pro。

2．合肥·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梦视清智能温控舒眼仪、DreamVision 角膜塑形镜

3．合肥·博微太赫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智能安防防疫机器人

4．合肥·安徽推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胸部医学影像实时可视化 AI 终端

5．黄山·金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产品：电动多功能理疗床 EL03、EL08

6．亳州·安徽邵氏华艾生物医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上肢康复机器人、下肢康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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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东欧博览会赴会采购有关注意事项

一、组织和联络

（一）组建交易分团

各地确认一名联络员为分团负责人，组织和联络所属辖区采

购商。宁波地区以区县（市）为单位组建 16 个交易分团；浙江

（除宁波）以地市为单位，组建 10 个交易分团；浙江省外以省

（自治区、直辖市）、商协会为单位，组织 30 余个交易分团。

（二）组建三大团组

由组委会招商部组建宁波交易团、浙江省内（除宁波）交易

团、浙江省外及商协会三大交易团组，设专人对口联络。主要任

务：

1．及时审核采购商注册及证件申请；

2．及时解决采购商报名遇到的问题；

3．定期通报报名注册情况；

4．排摸采购意向并汇总成表。

二、系统操作流程

（一）采购商注册及资格审核

1．采购商注册

登录官网，点击“新用户注册”→“我是专业采购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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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注册（必须选择所属团组），信息填报要求尽量完整，方便后

期接待。

网址 https://member.cceecexpo.org/site/login.html

2．分团审核

登录官网，点击“采购管理”→“采购商报名列表页”→“需

您审批”，进行采购商资格初审。

负责人：分团联络员

网址 https://group.cceecexpo.org/site/login.html

3．管理员（组委会）终审

登录官网，点击“采购企业资质审核” →“采购企业资质

审核” →“需您审批”，进行采购商资格终审。点击“采购商团

组用户管理” →“团组用户列表”，重置各团组的账号和密码（团

组忘记密码时使用）。

负责人：三大团组联络员

网址 https://admin.cceecexpo.org/site/login.html

（二）购商证件申请

采购商注册资质终审通过后，可申请证件。

1．采购商申请证件

登录官网，点击“采购商证件申请” ，填写信息提交。

注意事项：照片要求：近期彩色正面免冠照，露出眉毛和眼

https://admin.cceecexpo.org/site/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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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头像占照片尺寸的 2/3；尺寸大小：480（宽）*640（高）像

素；背景要求与衣服形成反差（白色背景深色衣服为宜）。要求

免妆，无逆光、无 PS，无过度美颜处理，人像清晰，神态自然，

无明显畸形。照片文件大小在 60kb-2M 之间，照片格式为 jpg。

2．分团审核

登录官网，点击“2021 年线下展会管理” →“采购商证审

核”，进行证件信息初审。

负责人：分团联络员

注意事项：所有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扫描件、拍照截图的

头像照片，因照片不够清晰，将不予以审核通过。

3.管理员（组委会）终审

登录官网，点击“采购企业资质审核” →“采购企业资质

审核” →“全部”，进行采购商资格终审。

负责人：办证中心

（三）注册报名期限

采购商注册及证件申请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结束。

（四）线上转线下

报名结束后，将采购商信息（包括：团组、姓名、企业名称、

意向采购品类、企业类别、手机号码、审核状态）汇总交予旅投，

由旅投接手线下接待。

抄送：省外办、省农业农村厅、省药监局、省教育厅、合肥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