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文件 
 

云环协发[2021]01号 

                                                                        

关于邀请参加 2022 年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双碳”智慧能源展的函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和东盟 10 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19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年首设中华“双

碳”能源会客厅形象展示区，致力于以贸易双向发展支持内外贸

企业的发展，重点展示各省（区）市在清洁低碳、绿色转型等方

面的新产品、新技术、解决方案、应用场景。 

为提前做好企业和项目的配对工作，我会受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的委托，面向会员单位征集参展、参会企业，请符合要求且有

意向报名的企业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将企业报名表（见附件 2）

反馈至我会邮箱，筛选后符合参展要求的企业由生态环境厅统一

报发改委参展，政府团享受参展费用 20%的补贴（参展费用标准

详见附件 1 中，第六部分的参展费用介绍）。 

 

联系人：闫怡鑫 



电话：0871-64143699 

邮箱：ynhbcy@163.com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汇海大厦 1203 号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 

 

附件：1.第十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简介 

2. 企业报名表 

3.2022 第十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参

展报名表 

4. 2022 第十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

参会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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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简介

一、博览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商务部 缅甸商务部 柬埔寨商业部 文莱财政与经济部 老挝工业贸易部
泰国商业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越南工业贸易部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
东盟秘书处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 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
承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方组委会成员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中宣部 外交部 财政部
公安部警卫局 交通运输部 科技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贸促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中国科技部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交通运输部 中国贸促会
中国海关总署 文化和旅游部 香港贸易发展局
特别合作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印尼能源工业部 蒙古国电力能源部 菲律宾电力能源部
马来西亚水电工业部 泰国电力工业部 柬埔寨能源部
越南国家电力集团公司 缅甸国家电力公司 俄罗斯电力总院
加拿大能源工业协会 世界贸易组织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双碳”智慧能源展主办单位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双碳”智慧能源展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南宁华越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二、上届回顾
中外领导人高规格出席。上届东博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东博会、峰会发来贺信，中国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大会宣读贺信并致辞。老挝总理潘坎、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柬埔寨首相
洪森、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泰国总理巴育、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越南副总理黎文成、巴基
斯坦总统阿尔维、缅甸商务部长本山、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发表了视频致辞。东盟和其他国家驻华
使节、国家部委有关领导、各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金融机构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
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经贸成效显著。东博会展览总面积为 10.2 万平方米，总展位数 5400 个，其中，外国展位数
905 个。实体展共有 1502 家企业参展，“云上东博会”共有 1517 家企业参展。80 个中外采购团
组线上线下参会。紧扣主题，聚焦合作重点。聚焦陆海新通道建设、RCEP、基础设施、清洁能源、
电力电网、交通运输、数字经济、金融创新、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合作，会期成功举办了
148 场线上线下经贸活动，云上东博会全网曝光量超过 11.4 亿次，站内访问量超过 2156 万次。
各场对接会为国内外客商促成了 3200 对精确配对。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合作项目 179 个，总
投资额超 3000 亿元，较上届增长 13.7%，签约项目总投资额创历届之最。

全球媒体聚焦，宣传报道增效添彩。中外媒体高度关注本届东博会，对东博会进行了多角度、
深层次的报道，东博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境内外共有 117 家媒体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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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者到会报道。截至 9月 13 日中午，国内外各媒体平台累计刊播“两会”相关稿件超 1.3 万
篇，“两会”相关新媒体内容及话题阅读量累计超 5.6 亿次。
三、参展意义

2004 年至 2021 年已连续成功举办 18 届，是中国与东盟商务和投资最高级别的会议。2014
年 2 月，国家将东博会确定为“具有特殊国际影响力”、“国家层面举办的重点涉外论坛和展会”，
成为三个国家一类展会之一。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高度评价东博会“成为
广西亮丽的名片，也成为中国—东盟重要的开放平台”。
1、东博会是汇聚共识、对接发展战略的高端平台

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部长级贵宾高度重视并出席会议；金融机构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
工商界领袖、企业家、专家、学者广泛参与。展会紧扣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程，聚焦合作热
点，安排领导人开幕大会演讲、领导人会见、部长级磋商、主题国活动、政商对话等高层友好交
流活动，还通过“魅力之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东博会是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落实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有效平台

东博会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
业结构、行业特点设置展览内容，高度集中各国的企业、商品、项目、资金等方面的信息，将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从政府层面推进到企业层面，让企业直接享受降税、通关
便利化等各种便利化措施，并在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园区建设、跨境金融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等
方面不断获得商机，达成了中马“两国双园”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3、东博会是推动多领域合作、深化全方位深度交流的重要牵引

东博会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举办一系列会议论坛，涵盖中国—东盟自贸区、海关、卫
生、国际产能、技术转移、信息港、新能源、农业、统计、保险、电力、金融、检验检疫、港口、
物流、文化、科技、教育等 40 多个领域，实现了部长级磋商以及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之间的对话沟通，建立起多领域合作机制，带动了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等重大项目落地。
4、东博会是中国和东盟与区域外经济体加强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纽带

东博会立足于中国—东盟合作、面向全球开放。30 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扩大 85 倍，
双方在多领域投资合作稳步拓展，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断加速，区域经济融合日益加
深。中国和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等丰硕成果彰显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正释放乘
数效用，不断创造新优势、共享新机遇。
5、“双碳”科技创新成就展区介绍

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 2030、2060 目标，彰
显了中国大国担当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本届东博会围绕区域全民经济伙伴关系系统下的中国
—东盟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转型发展等开展经贸合作和交流，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目标，构建绿色能源与信息高度融合的绿色低碳能源生态体系，主要展示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节能降碳、低碳技术、清洁能源应用、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CCUS）、碳汇与
生态建设、碳市场服务”等主流前沿技术服务，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国家各自资源和技术优势，
形成能源资源渠道宽、互联互通能力强的能源合作新格局，实现共建共享、互利共赢。
6、支持商协会（部分）：中电联、加拿大能源工业协会、东盟工程院、世界贸易组织，机电、
五矿、中国对外承包等商会、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华等工商联，泰国、柬埔寨、马中经贸、
港澳侨印尼中华等总商会，新加坡、新加坡、越南等工商会等；
7、支持媒体（部分）：新华社、人民日报、今日头条、百度、谷歌、法新社、中国日报、环球
时报、越南新闻网、文莱星洲日报、新浪、中新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日本共同社、美联社、
国际商报、柬华日报、路透社、缅甸镜报、印尼罗盘报、泰国星暹日报、老挝人民报、马来西亚
每日新闻、菲律宾世界日报、新加坡商业时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中国中央广电总台等；
四、历届参展参会代表团（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1、各省（区）市政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河
南、四川、湖北、湖南等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杭州、宁波、温州、成都、厦门、福州、广州、
深圳、沈阳、大连、合肥、长沙、湘潭、贵阳、青岛、济南、南宁、贵港、桂林、柳州等；
2、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其他国家：①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十国。②巴基
斯坦、马尔代夫、巴西、波斯、法国、瑞典、阿联酋、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韩国、斯里兰
卡、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波兰、新西兰、加拿大、埃及、加纳、乌拉圭、意大利、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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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西班牙、黎巴嫩、丹麦、东帝汶等一带一路国家、其他国家；
3、中国及东盟、一带一路国家部委:①中国各部委：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宣部、中央外办、中央
网信办、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交通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中国贸促会等；
②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部委：越南、泰国等东盟十国经管部门；巴基斯坦商务部、尼泊尔联邦
院、澳大利亚国际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波兰企业与技术部等；
4、历届参展参会中直（国企）企业部分：中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南网、华能、大唐、
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东风汽车、国机集团、哈电、东
方电气、中铝、招商局、华润、中节能、中国建材、中车、中铁、中铁建、中电建、中能建、中
国安能、中广核、中检、中国交建、中机公司、中国路桥、中国电研、中治、中石化易捷、广西
投资集团、广西交投、广西农投、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广西农垦、玉柴、广西环保集团、柳工、
徐工、十一治建设集团、中建八局、北部湾集团、柳钢、南宁产投、广西汽车集团、中国重汽、
陕汽、东风柳汽、中行、建行、农行、工行、邮储、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农发行、北部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中国信保等；
5、历届参展参会知名企业：三一重工、太平洋建设集团、正泰、特变电工、华大基因、京东、
沃尔玛、阿里巴巴、奔驰、迈巴赫、凯迪拉克、广汽传祺、别克、大众、吉利、陕西重汽、合众、
天际、华奥、申龙、光大、民生、汇丰、桂林银行、柳州银行、勃海银行、阳光保险等；
6、驻华机构、大使馆：越南、泰国、缅甸、文莱等东盟国家驻华大使馆、驻广州总领事馆、驻
南宁总领事馆；日本、东帝汶、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驻华大使馆；巴基斯坦、韩国、新西兰、
美国、波兰等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北京代表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
公社广州办、波兰格但斯克港务局上海代表处、文莱广西总商会、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中
国马来西亚商会、泰国投促会等；
五、参展展品范围
1、综合电力产业展区：电力领域的优势产业，电力通信与信息、电力物联网与数据中心、电网
调度/控制/安检、输配电设备、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发电设备及技术、水电、水
利技术及设备、电线电缆及附件、电力安全与应急管理等。
2、清洁能源低碳展区：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及环保水处理、分布式能源及储能、新能源技术与
设备、核电与核能技术与装备、核燃料循环、核技术应用、核医学等。
3、中华“双碳”能源会客厅形象展示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低碳示范区、绿色建筑、工业园
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低碳绿色”公共建筑示范应用及示范项目；海绵城市与智
慧城市建设成果与技术、绿色供应链等相关产品、设备设施、技术、管理体系、资源综合利用、
循环经济、环境服务理念及全产业链的绿色升级改造成果。
4、碳中和技术服务展示区：节能降碳与低碳技术、5G 信息技术、清洁能源与能效服务、储能技
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碳汇与生态建设、碳市场服务。
5、智慧能源与产能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资源开发、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园
区招商等重点产能领域。
6、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整车、氢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
关键零部件、智能网联核心技术等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品，集中展示我国各省（区）市新能源汽
车领域最新技术及成果情况。
六、参展（赞助）费用

1、豪华特标（3m×3m）:国内企业 19800.00 RMB/个；境外企业 3500.00 USD/个(含：9 ㎡
标准展位精装修)

2、标准展位（3m×3m）:国内企业 12000.00RMB/个；境外企业 2000.00 USD/个
3、室内空地（36㎡起）:国内企业 1200.00 RMB/㎡；境外企业 200.00USD /㎡
备注：标准展位配置：公司中英文楣板、围板、洽谈桌 1 张、椅子 2 张、射灯 2 盏、500w

单相插座 1个、纸篓 1个，铺设地毯。净地不含任何配置。
七、博览会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 118 号青秀万达写字楼银座 909
电话：+86-771-5652695、5652693 传真：+86-771-5652677
联系人：甘碧思 手机：19807786786



附件 2： 
 
 
2022 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 

云南企业报名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与形式 

  参展企业√/×   参会企业√/×  

 

 
 
请报名的企业于5月31日前将报名表传至我会邮箱（ynhbcy@163.com） 
联系人：闫怡鑫  0871-64143699



 
2022 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                     

参展报名表（代合同） 
The 19th CHINA—ASEAN EXPO 2022 年 9 月 16-19 日 

中文：  
单 位 名 称 

英文： 

中文： 
单 位 地 址 

英文： 

联  系  人  性别  职务  

办 公 电 话  传真  手机  

电 子 信 箱  网址  

主 要 展 品  

客 户 对 象  

 

参 

展 

申 

请 

请在所需申请栏目内填写： 

特标展位(3m×3m)：             个;展位号:                              ；                                 

标准展位(3m×3m)             个;展位号:                               ；

净地（36㎡起租）：      平方米，展位号:           ；长    米×宽     米;  

推广宣传:                                                             

参展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 

指 定 收 款 帐 户（人民币帐户） 

户名：南宁华越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帐号：2801 0120 9006 0681 

开户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民族支行 

参展资格：参展单位填好此表格签字盖章后传送至组展办公室（传真 0771-5652677）， 

组委会审核通过后签字盖章回传，此表生效。 

款项支付：参展单位需在此表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汇入指定收款账户，逾期未支 

付，组委会有权调整或取消展位。未按以上指定账户办理参展费用或未经我处财务人员直

接收取参展费用的，我处将不予承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证件办理：请参展单位在 8 月 15 日前将参展（会）代表的彩色一寸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 

以电子版形式发送到组展办公室，以便办理相关证件（照片和证件须清晰）。 

展位转让：未经组委会同意，展商不得将展位部分或全部转租他人，否则组委会有权取消 

其参展资格，所支付的展位费不退还。 

展位搭建：展位设计搭建，请特装企业联系 0771-5652690 

组展单位（南宁华越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 118 号青秀万达广场银座 909 室  

电话：0771-5652695         传真：0771-5652677 

手机：19807886786        Email:bs148418@126.com 

组展单位负责人：            日期：       （盖章）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日期： 



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组委会   

联系电话：+86-771-5652695     传真：+86-771-5652693     网址：http://www.caexpo.org

 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专业观众参会报名表 

时间：2022 年 9 月 16-19 日(请用正楷书写)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国别/地区  是否需要为您安排签证邀请？  □是  □否 

公司名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公司网址  
身份证号码 

（或护照号码） 

 

http://www.caexpo.org/


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组委会   

联系电话：+86-771-5652695     传真：+86-771-5652693     网址：http://www.caexpo.org

请提供以下资料，在适当的地方打“√”，以便我们有针对性地提供经贸配对服务。 

 

业务性质 

□ 生产商       □ 代理商      □ 批发商   □ 零售商    □ 进出口商     

□ 投融资商     □ 贸易服务机构    □ 投资促进机构      □ 金融机构    

□ 储运商       □ 其他                 （请注明） 

 

  参会目的 

□ 采购商品     □ 征求代理    □ 寻求合作   □了解行情   □ 其他              （请注明） 

 

请选择您希望接洽的目标客户类型： 

 

电力展区 

□ 输配电设备   □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  □发电设备及技术  □水电、水利技术及设备 

□电线电缆及附件  □电力安全与应急管理    □ 成套设备及电工附件  

 

清洁能源展区 

□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及环保水处理设备  □分布式能源及储能技术设备  □新能源技术与设备 

□电动车充电站技术及设备与新能源汽车电动车   □核电与核能技术与装备    

 

能源展区 

□石油石化技术及装备   □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   □燃气应用与技术装备 

□煤炭装备及采矿技术设备  □天然气技术与装备 

 

投资合作 

□ 国际工程承包  □ 劳务合作  □ 资源开发  □ 信息科技  □ 能源开发  □ 基础设施建设 

□ 园区招商      □ 石油天然气煤炭、清洁能源、电力等重点产能领域     

    

服务贸易  

□ 金融服务    □ 旅游服务   □ 其他服务 

 

其他采购商品或投资项目                                                      （请注明或另附） 

http://www.caexpo.org/


中国—东盟博览会双碳智慧能源展组委会   

联系电话：+86-771-5652695     传真：+86-771-5652693     网址：http://www.caexpo.org

采购商品或投资项目金额                                                             （请注明） 

注：以上各项均需填写清晰、完整 。   

http://www.caexp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