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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享有會展出入境簽注便利措施的會展活動清單 (2021年 7-12月) 
  

序號 舉辦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內地參會/參展客商資料 

1.  9 – 11/7/2021 第九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

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內地政府機構、旅遊部門、組

織、旅行社、景點景區負責人

及代表 

2.  9 – 11/7/2021 第二屆大灣區酒店文創產品展 澳門威尼斯人 南光文化創意產業有限公司 內地酒店及餐飲相關之文創企

業代表 

3.  15 – 16/7/2021 2021澳門國際能源論壇 澳門威尼斯人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煤炭、機械、石油、新能源、

金融企業代表 

4.  22 – 23/7/2021 

 

第 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高峰論壇(II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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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3 – 25/7/2021 澳門‧西藏松茸節 澳門巴黎人 中國(澳門)西藏文化經濟發展

促進會 

廣東省領導、政協、商務廳、

廣東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隊、林

芝市政府及西藏企業代表 

6.  30/7/2021 – 1/8/2021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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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7/8/2021 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

論壇及展覽(MIECF)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國家部委、全國省市人民政府

/商貿機構/環保機構/協會領導

及代表 

8.  14 – 15/8/2021 第 3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暨

第 2屆亞洲華語電影節 

澳門新濠影滙 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協會 內地政府部門、影視機構/協

會領導及代表 

9.  16 – 19/8/2021 第一屆澳門國際珠寶展暨澳門

國際珠寶購物節 

澳門威尼斯人 中國鑽石與寶石交易所及

Informa Exhibitions (英富曼會

展集團) 

內地品牌珠寶及首飾公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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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辦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內地參會/參展客商資料 

10.  26 – 29/8/2021 大灣區優質生活博覽會暨優質

生活論壇 

澳門漁人碼頭 澳門廣府人(珠璣)聯誼會 嬰兒、婦產及長者服務相關之

大灣區企業代表 

11.  26 – 28/8/2021 2021中國信息科技(澳門)品牌

展 

澳門威尼斯人 商務部外貿發展事務局 內地政府部門、科技企業、協

會領導及代表 

12.  26 – 28/8/2021 

 

BEYOND國際科技創新博覽

會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科技總會 內地政府部門、科技企業、協

會領導及代表 

13.  26 – 28/8/2021 

 

中國科技峰會 待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國

科學技術協會 

內地政府官員、科技界企業、

科研機構人員、高等院校人員 

14.  3 – 5/9/2021 第 44屆婚紗婚宴美容珠寶展 澳門威尼斯人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珠寶、首飾、美容、婚禮攝

影、回禮手信及場地佈置企業 

15.  9月下旬 德勤全國合夥人大會 待定 德勤中國澳門分所 內地各分所之合夥人、工作人

員 

16.  1 – 4/10/2021 澳門第八屆工展會 澳門漁人碼頭 澳門廠商聯合會 內地政府部門、商貿協會、 

機構領導 

17.  21 – 23/10/2021 第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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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1 – 23/10/2021 第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待定) 

澳門威尼斯人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內地商貿機構及華商團體 

19.  21 – 23/10/2021 2021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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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 – 23/10/2021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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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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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辦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內地參會/參展客商資料 

21.  21 – 23/10/2021 中國(澳門)傳統醫藥與大健康

產業發展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商務部外貿發展事務局、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 

內地政府部門、中醫藥及大健

康用品企業、協會領導及代表 

22.  22 – 24/10/2021 澳門國際服務與文化產業博覽

會 

澳門威尼斯人 江蘇省商務廳 藝術行業協會/機構領導及代

表、現代服務業聯合會 

23.  28 – 31/10/2021 

(待定) 

第十一屆中國(澳門)國際遊艇

進出口博覽會 

澳門漁人碼頭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

司、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遊艇及帆船、水上娛樂、水上

運動產品、潛水設備水上運動

競賽用品、水上運動相關藝術

作品 

24.  29 – 31/10/2021 

(待定) 

第十一屆中國(澳門)國際汽車

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工業集團有限公

司、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各類汽車、二輪車、汽車及摩

托車美容產品、汽車相關服務

專區、汽車文化展示區、互聯

網+、高端品質生活 

25.  29 – 31/10/2021 

(待定) 

第十屆澳門公務航空展 澳門國際機場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航空器材集團有限公

司、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公務機制造商、租貨商、FBO

改裝商、運營商、托管商、內

飾設計機構、專業金融機構、

公務機維修商、通用航空機

場、公務機經銷商、專業媒

體、飛機租貨企業及其他公務

航空業 

26.  29 – 31/10/2021 漁人碼頭購物消費 DOUBLE 

UP嘉年華 

澳門漁人碼頭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美容、食品、傢私、飾品、汽

車、數碼、家品、生活用品等

企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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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辦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內地參會/參展客商資料 

27.  10月份 第六屆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 - 

企業家.金融家大會  

(具體活動名稱待定) 

待定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其他主辦單位有待落實) 

國家部委、全國省市人民政府

/貿促機構/協會領導及代表 

28.  10月下旬 "動"運動文化博覽會暨大灣區

汽排賽 

待定 動項目統籌顧問 體育單位領導、運動員、體育

用品企業人員 

29.  7 – 9/11/2021 (待定) 2021亞洲國際娛樂展 澳門威尼斯人 勵德展覽(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娛樂設備供應商及演講嘉賓 

30.  12 – 15/11/2021 2021香港工展會‧澳門 澳門漁人碼頭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展覽服

務有限公司 

美容、食品、傢私、飾品、汽

車、數碼、家品、生活用品等

企業代表 

31.  15 – 17/11/2021 

(待定) 

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

論壇大會(分論壇) 

待定 博鰲亞洲論壇 

(其他主辦單位有待落實) 

內地政府官員、科技界企業、

科研機構人員、高等院校人員 

32.  3 – 5/12/2021 第 14屆聖誕繽紛購物節 澳門威尼斯人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美容、食品、傢私、飾品、汽

車、數碼、家品、生活用品等

企業代表 

33.  7 – 9/12/2021 2021亞洲廣告會議 澳門巴黎人 亞洲廣告聯盟 全國省市人民政府/廣告機構/

協會領導及代表 

更新日期: 2021年 5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