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产业合作对接大会
 2018 中国特色小镇主题展示会
 绿色低碳园区及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创建成果展示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２３ 日
国家会展中心（Ｅ４．１ 馆）（上海虹桥崧泽大道 ３３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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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园区经济进入新时代。产业园区资源配置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
化发展转变；产业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和专业服务业相结合转变。在经
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产业园区正掀起 “二次创业”浪潮。
特色小镇建设进入深水区，特色产业是关键。近年来特色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
成为招商引资和地方经济增长的“创新”模式。随着《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在确保特色小镇短期降温的同时，也必将从
长远上推动其有序发展。
加入〖产合会〗生态圈，分享发展新机遇。中国产业合作对接大会创办于 ２０１６

年，每年定期在上海召开，自创办以来大会秉承“高效·精准·持续”运营理念，
陆续为 ４００ 多家产业园区，近 ３０００ 家中外企业提供展示推介、产业引进、项目
合作等服务。〖产合会〗作为首个集中展示推介产业园区的商务平台，凭借“产
业高端、客商优质、活动丰富”等显著的实效性，赢得参会客商广泛好评。
〖产合会〗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助推产城融合发展。第三届中国产业合作大会（简
称：产合会）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２３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
继续聚焦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推进特色小镇“三生融合”，持续推动产业
园区产业集聚、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使其发展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高度，实现
产城融合发展，将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一、大会形式
主题展示 ＋ 高端论坛 ＋ 专场推介
二、时间地点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２３ 日
国家会展中心（Ｅ４．１ 馆）（上海虹桥崧泽大道 ３３３ 号）
三、主题展示范围
特色小镇包括：历史文化型小镇、城郊休闲型小镇、新型产业型小镇、特色
产业型小镇、交通区域性小镇、资源禀赋型小镇、生态旅游型小镇、高端制造型
小镇、金融创新型小镇、时尚创意型小镇等。
产业园区包括：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绿色低碳园区、各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区、文创园区以及园区主导产业入驻企业等。
配套服务包括：创意策划单位、规划设计单位、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信息化系统集成商；运营服务商；互联网服务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服务提供商；节能环保设备及服务提供商；投融资机构；与产业园区相关的认
证、质量、金融、知识产权、商标、管理咨询等服务机构。

四、活动安排
（一）２０１８ 特色小镇发展峰会
为推动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要求以及国
家有关部委关于特色小镇建设的系列文件精神，加强全国范围内特色小镇经验交
流，促进小镇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 特色小镇发展峰会将在中国产合会举办期间召开。
本次大会邀请数百家特色小镇、相关企业机构共同参与，并邀请国家相关部委领
导，地方政府及行业协会领导，各领域权威专家，政策性金融及商业银行，品牌
开发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服务等专业机构共同探
讨打造中国特色小镇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并组织多家主流媒体进行全方
位报道，旨在通过本次大会提高社会各界对特色小镇创新发展的关注度，凝聚推
动中国特色小镇创新发展的重要共识。
 活动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活动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活动规模：３００ 人
 参会群体：国家部委领导、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品牌开发企业代表，投
融资机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服务等单位负责人。
（二）绿色低碳园区论坛
当前中国绿色园区发展的最新动态如何？绿色经济给产业园区带来怎样的
机遇和挑战？园区管理者如何以市场化的手段实现节能减排？作为中国产合会
系列专业技术论坛之一，
“２０１８ 绿色低碳园区论坛”聚焦上述问题，邀请国家部
委领导、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绿色经济、低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及
国际机构代表；金融机构代表；节能及绿色能源技术企业代表；高等院校及科研
机构代表等展开演讲讨论和对话。
 活动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活动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活动规模：３００ 人
 参会群体：国家部委领导、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绿色经济、低碳
领域著名专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节能及绿色能源技术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规划设计机构、开发建设机构、运营服务机构等。
（三）专场推介对接会（仅限参展单位）
专场推介对接会作为中国产合会重要配套活动，将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举办产业合作对接会，帮助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全方位推介区域济发展环境、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发展前景。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活动规模：５０ 人左右／每场。
四、参展办法
１． 申请截止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参展报名：确定参展企业请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前填写《参展申请表》（附
件 １），加盖参展单位公章或传真或电子版提交至大会秘书处。表中内容将刊
入展览会会刊，故请提供中英文打印稿或电子版。
３． 同期举办的各项活动，参展单位根据需要申请，并在《参展申请表》中勾选
所需事项，随同《参展申请表》（附件 １），一并提交至大会秘书处。
４． 相关费用：展位收费标准请参见《大会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附件 ２），参展
单位提交《参展申请表》需在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参展费用。
５． 展位安排：大会秘书处根据“报名及付款先后顺序”确认参展单位展位，预
期未支付参展费用，大会秘书处不再保留展位及其申请其他宣传项目。
五、大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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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类别

主题展示

项目

价格

备注

标准展位

２６００ 元／平方米

主办单位统一搭建

展览空地

２３００ 元／平方米

展商自行设计、搭建

论坛发言

３２０００ 元／２５ 分钟

论坛席位

３０００ 元／席

产业招商对接会

２５００００ 元／９０ 分

４０－６５ 人课桌式

３００００ 元／１２０ 分钟

１２０－１６０ 人课桌式

３５０００ 元／１２０ 分钟

会刊彩色封二

３００００ 元／面

会刊彩色封三

２３０００ 元／面

会刊彩色封底

２８０００ 元／面

会刊彩色内页

１００００ 元／面

展厅入口立牌

６５０００ 元

由主办单位制作。

灯箱立牌

４５０００ 元／块

由主办单位制作。

论坛

对接大会

会议室

官方刊物

含会议设施。对接企
业由主办单位邀请。

现场广告

２０１８ 年部分展览及会议安排
中国全电展，创办于 ２０００ 年。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
内燃机工业协会、上海电器行业协会、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节能协会分布式供能专业委员会、上海德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主办，展品
囊括了能源发电、变电、输配电到终端的相关设备与技术。上届展会吸引了来自
４５ 个国家及地区的 ９３２ 家中外展商参展，展出面积达到 ４３０００ 平方米。
中国国际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大会，创办于 ２０１１ 年。由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
盟、上海德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主办，中数盟各分区工委和运维工委协办。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大会（第八届）从北京移师上海，并同期与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数据中心产业展览会，形成一会一展形式，旨在大数据中心
产业的对接和推动，聚焦数据中心 ＩＴ 架构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
新方案，打造数据中心全产业链交流与展示的平台。设展面积 ２ 万平方米，６００
多家中外企业参展，１０００ 多外行业大咖参会。
中国（山东）医药产业发展论坛，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山东省医药行
业协会共同主办，每年一届，会议邀请行业专家重点聚焦产业政策，探寻合作机
遇，旨在推进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为业内同行提供最新的产业资讯、跨
界交流机会，共同促进中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玉米深加工行业大会，由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玉米淀粉专委会、中国粮油学会玉米深加工分会、上海德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主
办。大会主办方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及学者、企业家、投资者、终端用户、设备
制造商，围绕“玉米深加工行业的未来之道”这一主题进行广泛交流和探讨，并
集中展示国内外玉米深加工最新产品与装备，进一步推动国内外玉米深加工新技
术、新成果的应用，搭建“政、产、学、研、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
玉米深加工的多元化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开拓市场渠道，赢得合作商机。
欢迎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参与以上展览及大会，主办方可根据其需求安排专场
推介或产业对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