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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要求享有會展出入境簽注便利措施的展會活動更新清單 (2018 年 5 月至 12 月) 

 

序號 舉辦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內地參會/展客商資料 

1.  6-8/6/2018 澳門國際創新節* 澳門科學館 澳門電子商務協會 高校、企業、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2.  7-8/6/2018 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

高峰論壇 

澳門威尼斯人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 

全國/政府部門、行業協會、

金融機構、諮詢機構、承包

商等 

3.  8-9/6/2018 

 

第五屆澳門生物醫學科學研討會

2018*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 內地高等院校教員、研究員 

4.  19-21/6/2018 國際牙醫師學院全球大會暨院士

頒授大會(ICD global Congress and 

International Induction Ceremony)*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口腔醫學會 全國範圍(以四川省、粵港澳

大灣區城市、一帶一路沿線

省份為主) 

5.  21-24/6/2018 The 14
th
 Cross-Strait Workshop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澳門大學 澳門物理學會 內地高校及研究所 

6.  27-29/6/2018 The 16
th
 Asia TEF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澳門大學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中小校、教育機構、

教育主管部門、英語培訓機

構工作人員 

7.  6-8/7/2018 第十屆品牌消費嘉年華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廣東 

8.  6-8/7/2018 第十二屆孕嬰兒用品展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 

澳門智能發展協會 廣東 

9.  12-14/7/2018 f.ounders Meeting# 澳門四季酒店 Web Summit 海內外初創企業、科技公司 

10.  16-20/7/2018 Contact Center World Conference# 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 

The Global Association for 

Contact Center 

內地款接中心協會會員 

11.  23-25/7/2018 APWeb-WAIM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科技行業、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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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7-29/7/2018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 2018 

(2018 MFE)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內地政府部門、貿促機構、

特許經營行業協會機構及品

牌企業領導及代表 

13.  27-29/7/2018 2018 粵澳名優商品展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廣東省領導、廣東省商務廳

及廣東省各市外經貿系統領

導 

14.  27-29/7/2018 第十二屆亞太婚慶博覽 2018* 澳門旅遊塔 婚慶同業商會 珠海、廣州、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 

15.  6-8/8/2018 澳門國際協會大會暨展覽* 澳門威尼斯人 TTG 亞洲傳媒有限公司會展部、 

澳門中國國際會展集團有限公司 

內地協會學會及專業組織 

16.  10-12/8/2018 玩樂達人博覽 5*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國際盛事促進會 珠海、廣州、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 

17.  10-12/8/2018 澳門玩具親子博覽 2018*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國際盛事促進會 珠海、廣州、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 

18.  10-12/8/2018 微辣美食嘉年華# 澳門威尼斯人 微辣文化有限公司 珠海、廣州、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 

19.  22-25/8/2018 第一屆國際藥用植物與生物經濟

大會暨中國-葡語國家天然產物與

生物多樣性資源論壇# 

澳門大學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 內地高等院校教員、研究員 

20.  24-26/8/2018 2018 國際家居展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 

三立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廣東 

21.  27-29/8/2018 15th Meeting of the Asian-Pacific 

Society for Neurochemistry 

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

教學人員 

22.  13-16/9/2018 2018 婕斯全球巡迴年會# 澳門威尼斯人 美商婕斯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公司會員 

23.  18-21/9/2018 國際物品編碼協會亞太論壇# 澳門君悅酒店 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代表 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代表 

24.  20-22/9/2018 2018 澳門國際新創週# 澳門威尼斯人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籌備委員會 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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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1-24/9/2018 第四屆世界華人暨第八屆海峽兩

岸暨港澳地區自由基生物學與醫

學學術大會# 

澳門大學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 內地高等院校教員、研究

員、醫學人員 

26.  26-28/9/2018 The 9
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FID Techonology 

and Applications (IEEE RFID-TA) 

2018# 

澳門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天線及微波澳門分

會 

內地高等院校教員、研究員 

27.  28/9/2018-1/10/2018 第五屆澳門工展會# 澳門漁人碼頭 澳門廠商聯合會 珠海、廣州、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 

28.  10 月 江蘇藝術品展覽及拍賣會# 澳門威尼斯人 江蘇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活動組織策劃者 

29.  10 月 中國生態發展論壇# 待定 中國生態發展論壇執行委員會 內地協會學會及專業組織 

30.  3-12/10/2018 MPEG 124 Meeting*^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企業、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31.  5-7/10/2018 國際食品嘉年華 2018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 

澳門供應商聯合會 廣東 

32.  6-12/10/2018 JPEG 81 Meeting# 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企業、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33.  5-7/10/2018 澳門進口商品展 2018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廣東 

34.  18-20/10/2018 第 23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國家部委、全國省市人民政

府/商貿機構/協會領導及代

表 

35.  18-20/10/2018 2018 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PLPEX)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國家部委、全國省市人民政

府/與葡語國家相關之商貿機

構/協會領導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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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1-24/10/2018 第八屆全國生物信息學與系統生

物學學術大會 暨第一屆（澳門）

國際生物信息學研討會*~ 

澳門大學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高校、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

教學人員 

37.  24-28/10/2018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暨古代藝術

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中華文化產業促進會 中國非遺展商、珠海、廣州、

深圳、上海、北京等地 

38.  13-15/11/2018 MGS 休閒科技展*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娛樂設備廠商會 智能遊戲及嶄新科技、時尚

品牌、旅遊及文化、娛樂表

演、餐飲、宣傳服務及紀念

品、娛樂場設施及裝備、娛

樂中介人暨貴賓廳、娛樂設

備及配件 

39.  2-4/11/2018 第八屆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

會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南光（集

團）有限公司、中國機械工業集

團有限公司 

內地自主品牌汽車、商用

車、零部件、摩托車等企業 

40.  2-4/11/2018 第八屆中國(澳門)國際遊艇出口

博覽會 

澳門漁人碼頭(待

定)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南光（集

團）有限公司、中國機械工業集

團有限公司 

內地帆船、動力艇、高速船

艇、船艇用發動機、船用配

件、碼頭設計與設施、旅遊

及租賃、水上運動等企業 

41.  2-4/11/2018 第七屆澳門公務航空展 澳門國際機場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南光（集

團）有限公司、中國航空器材集

團公司 

私人銀行理財客戶、高爾夫

球會、高端地產、航空俱樂

部會員 

42.  27-29/11/2018 2018 年首屆國際能源高峰論壇暨

中國(澳門)國際新能源展覽會 

待定 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內地相關專業組織人員 

43.  27/11/2018-2/12/2018 射箭行業產品研討展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Archery Allaince LLP 內地參會者是參賽選手、裁

判、體育用品公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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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30/11/2018 射箭行業發展研討會# 澳門威尼斯人 Archery Allaince LLP 內地參會者是參賽選手、裁

判、體育用品公司人員 

45.  11-12/12/2018 中國國際人力資本大會# 澳門金沙城中心 HRoot 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企業高層管理者、人力資源

總監、人力資源經理、e-HR

負責人、行業精英等 

46.  待定 2018 中國(澳門)傳統醫藥國際博

覽會# 
待定 中國民族醫藥協會 內地相關醫藥協會及醫學人

員、研究員 

47.  待定 2018 亞太國際微波展覽會

(APMC)# 
待定 中國貿促會 內地相關學術人員、研究員 

#新增 

*日期更新 

^地點更新 

~名稱更新 

更新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