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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聚焦

2021 商洽会 8 月 25 日启幕
会期 5 天，设立约 3000 个线下展位，主会场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提供打卡获积分、现场扫码回家收货等服务

办展方式
线下线上 双线融合
2021 商洽会将结合历届南博会、商洽会实
体展实践经验和 2020“ 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在
线展成功经验，采用“线下线上、双线融合”的
方式办展。线下部分展览主会场在昆明国际
会展中心（关上），并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14、15 号馆设置分会场——
“永不落幕的南博
会”
暨南亚东南亚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线下
部分和往届商洽会模式类似，以专业洽谈对接
和现场体验为主线，并为所有线下参展商提供
免费线上展位；
线上部分则通过
“南博会数字化
平台”为所有参展企业提供免费的线上展览展
示、贸易投资洽谈、通关便利化等综合服务。

线下板块
综合展示 产业展示
2021 商洽会线下展示部分总展览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折合约 3000 个标准展位，分综合
展示和产业展示两大板块。综合展示板块聚
焦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发
展大局，深化与其他省（区、市）交流合作，主动
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高标准推进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内容。
产业展示板块聚焦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产
业发展方向，围绕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发
展壮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做大做实园区经济、做大做强民
营经济、大力引进和利用外资、招引大企业大
项目等方面内容，邀请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
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参展，力争优中选
优、精益求精。在展馆设置上，在昆明国际会
展中心（关上）设置绿色能源馆、绿色食品馆、
健康生活目的地馆、境内省区市馆、境外馆、投
资合作馆，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关上）设置
“永不落幕的南博会”暨南亚东南亚进口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展馆。

7 月 27 日，记者从 2021 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
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 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
谈会（以下简称“2021 商洽会”
）将于 8 月 25 日至 29 日在昆明国际
会展中心（关上）举办，会期 5 天。

展馆设置
1 号馆
绿色能源馆

4760㎡

重点展示云南省丰富的清洁能源和广阔的市场前
景，展示云南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
势，努力成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省在清洁能源开发，推
进绿色铝材、绿色硅材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展示
云南在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科
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情况。

2 号馆
健康生活
目的地馆

展示云南大健康产业发展、旅游转型升级、特色小
镇和康养小镇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4760㎡
3 号馆
绿色食品馆

6800㎡

4 号馆
国内省区市馆

10608㎡
5 号馆
境外馆

线上展示
同步呈现 直观呈现

8568㎡

2021 商洽会线上展示部分则通过“南博会
数字化平台”，以 3D、VR 等方式，将线下展馆
同步在线上呈现，并根据企业报名情况设置线
上展厅，预计将超过 12000 家；针对小语种、电
子售票等功能需求，培训等运营需求共 7 大类，
优化功能 30 余项，丰富展商展台、展品分类等
展示内容、表现形式，提高信息效率，官方网站
上线越、老、缅、泰、巴基斯坦五国语言，实现平
台多语种；同时为线下引流提供保障，提供展
商、采购商更便捷的对接渠道，提供商机对接、
名片交换、多语种沟通洽谈的能力，有效促成
商机沟通，同时通过智能撮合及商机对接，帮
助参展商、专业买家提升贸易撮合效率。
2021 商洽会线上展示支持接入多平台贸
易主体、交易数据等成果性数据，
并通过可视化
大屏综合直观呈现，联同中国（云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银行，
落地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业
务，以中国和老挝的贸易主体（富滇银行开户）
为试点，推动南博会平台、单一窗口、银行的业
务流程走通。实现服务贸易、一般贸易（出口业
务）的人民币结算流程。商洽会平台与单一窗
口实现数据对接，实现企业签约、企业报关、企
业结算等数据同步，
与富滇银行系统对接，
实现
签约合同、报关等数据与银行同步，
银行完成结
算流程，
进一步强化商洽会平台整体能力。

6 号馆
投资合作馆

8568㎡

展示云南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努力成
为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特色农
业创新发展辐射中心，促进农产品生产端精耕细作、农
产品终端精深加工、农村农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及现
代农业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展示有关省（区、市）的企业、技术及产品，展示省际
间的交流合作成果。

重点展示境外国家（地区）的知名企业、技术及产
品，
展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成果。

重点展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果，展
示云南各类境内外开放平台，展示云南着力提升物流服
务能力，构建现代物流运行体系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
效，展示云南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情况，展示云南
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情况和展示云南对外投资合作的
成果。通过展示各类开放平台和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来
招商、
来引资。

7 号馆
开幕式和
会期活动
大厅

线下展的开幕式和有关的会期活动都将在这里举
行。同时，还有若干个中小型会议厅提供给广大的参展
商来这里举办相关的洽谈、
会议和交流。

3400㎡

本报记者 朱婉琪

贸易+服务
现场扫码 回家收货
2021 商洽会还将进一步深化“展览、会
议、洽谈、贸易+服务”的核心场景同时围绕
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布局设置先
进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线上展厅，提供体
验式“云招商”及项目宣传推介服务，提供自
贸试验区三片区政务服务（含工商注册登记
功能）；观众可实现打卡获积分、电子门票、
手机逛展、现场扫码回家收货等服务。
2021 商洽会将组织一批开放性平台集
体亮相，昆明经开区、曲靖经开区、蒙自经开
区、嵩明杨林经开区、大理经开区，昆明综合
保税区、红河综合保税区、中老磨憨一磨丁
经济合作区，昆明、德宏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等，聚焦各园区招商引资项目、园区建设
运营合作伙伴，长期展示，创新办展，实现南
亚、东南亚全覆盖。

论坛聚焦
跨境贸易 经济走廊
为落实国家领导人互访成果，推进中国
（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跨境金融、跨
境物流、跨境电商等快速发展，推动经济走
廊建设，2021 商洽会设两大主论坛。
2021 年 GMS 省长论坛,以“推动自由贸
易规则对接，促进澜湄区域经贸合作”为主
题，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果
为依托，抢抓 RCEP 推进实施的历史性机遇，
加快推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双多边经济技
术、投资、服务等合作。聚焦 GMS 国家，特
别是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商品、项目及投
资需求，不断扩大辐射中心影响力。设中国
（云 南）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论 坛
（2021）和第 4 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 2 个
平行论坛。
第 3 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聚焦中国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围绕
与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经
贸、文化、科技、法律等领域合作开展对话会
和洽谈会等。设置第 15 届中国-南亚商务
论坛、第 8 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 2 个
平行论坛。

疫情防控
境内持证参展
境外货到人不到
展览活动方面，区分境内外客商，驻华
使节、领事官员，境外企业驻华机构代表等
常住境内外籍人员、港澳台人士，比照国内
近期举办的其他展会，允许持有绿色健康
码、低风险地区行程卡、72 小时内核酸阴性
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参展参会。境外人士
则全部以线上方式参展参会。境外入境展
（样）品经检验检疫及核酸检测合格后，交由
其境内代理机构代为展出，实现货到人不
到，杜绝疫情传播风险。
场馆安全方面，由省公安厅牵头，统筹
社会、会场、消防、食品、公共卫生等方面的
安全工作，严控重点对象、严查危险物品、严
防要害部位、严守重要阵地、严抓关键环节，
确保绝对安全。
属地观展方面，组委会将对入场人数进
行限流，避免人群聚集，并鼓励社会观众线
上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