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7届广交会活动日程表
栏目 主题 时间 参与单位及出席嘉宾

大会活动

第127届广交会开幕新闻发布会 6月10日 10:00 商务部

第127届广交会云开幕仪式 6月15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热烈庆祝第127届广交会网上举办无
人机表演

6月15日 晚上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第127届广交会闭幕新闻发布会 6月24日 下午 商务部

活动直播 云游广交会
6月15日-24日 
18:00-18:2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央视网

新品发布

梦百合新品发布 6月15日 10:00-11:00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帝洗碗机新品发布 6月15日 10:00-11:00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潮流运动品牌“瑞可莳RISHIKEN-
SH”SS2021新品发布会

6月15日 10:00-11: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洁可净磁性万根毛牙刷 6月15日 10:00-11:00 江苏三笑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长城新品发布 6月15日 10:00-11:00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红外体温计 6月15日 10:00-11:00 深圳市攀高电子有限公司

松发陶瓷新品发布 6月15日 10:00-11:45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拓日——您一站式的太阳能新品体验 6月15日 10:00-11:00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家用空调智能制造网络研讨会
暨新品发布

6月15日 10:30-11:3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定义健康空气 6月15日 13:00-14:00 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AQUA物联网智能社区 
洗生态体验云众播

6月15日 13:00-14:00 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蝴蝶缎新品发布 6月15日 14:00-15:00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瓷的艺术 6月15日 14:00-17:00 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首创焊接防护面罩新品发布 6月15日 14:00-15:00 云南欧泰科贸有限公司

星威家居新品发布 6月15日 14:30-16:30 星威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凌丰设计，满足你所爱 6月15日 14:30-15:30 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座椅套直播 6月15日 15:00-16:00 浙江天鸿汽车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铝型材新品发布 6月15日 15:00-16:30 西安源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开平欧标新品发布 6月15日 15:30-16:00 开平欧标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卫浴新品发布 6月15日 15:30-16:30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春兰集团新品发布 6月15日 16:00-17:00 春兰（集团）公司

Kingking 新品发布 6月15日 16:00-17:00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秀集团新品发布 6月15日 16:00-17:00 新秀集团有限公司

山海玻璃新品发布 6月15日 16:30-18:30 山东山海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MODS箱包2020全球新品发布 6月15日 17:00-18:00 汇信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雷沃重工系列新产品发布会 6月15日 17:00-18:0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手部防护风暴 6月15日 17:00-19:00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

兆生新品推荐 6月15日 18:30-20:00 宁波兆生文具有限公司

海信线上广交会新品发布会 6月15日 19:00-20:00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glory新品发布 6月15日 19:00-20: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CL电视新品发布会 6月15日 20:00-20:2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事泰集团2020年新品发布会 6月15日 20:00-22:00 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



第127届广交会活动日程表
栏目 主题 时间 参与单位及出席嘉宾

新品发布

海鸿日用陶瓷新品发布会 6月15日 20:15-21:10 潮州市海鸿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宠物食品新品发布 6月15日 21:00-22:00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刚魔兽400CC新品发布 6月15日 22:30-23:30 鹤山国机南联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

文化长城新品发布 6月16日 9:00-10:00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知名品牌“报春Forecast 
Spring”SS2021新品发布会

6月16日 10:00-11: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温暖有爱，健康有家 6月16日 13:00-14:30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体育用品新品发布 6月16日 14:00-16:00 南通铁人经贸有限公司

新品首秀，为你而来 6月16日 14:00-18:00 浙江宝利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创三金新品发布 6月16日 15:00-16:00 深圳市联创三金电器有限公司

文具用品新品发布 6月16日 15:00-16:00 江苏兴达文具集团有限公司

利欧永磁变频恒压智能家用泵 
专场推介会

6月16日 15:00-16:00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厚边手捏餐具 6月16日 16:00-16:30 潮州市联骏陶瓷有限公司

新品台钳推介 6月16日 16:00-17:00 莱州鸿源台钳制造有限公司

地毯新品发布 6月16日 17:00-18:00 石家庄市雅文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海琛新品发布 6月16日 17:00-23:00 上海海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I来袭 为梦添翼”E20发布会 6月16日 19:00-21:00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衣睡衣新品发布 6月16日 20:00-21:00 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中央空调新品发布 6月16日 21:00-22:0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和新品发布 6月16日 21:00-22:00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雨雪专家-LAPPS新款系列时尚雨靴
与猎鸭靴产品发布会

6月17日 10:00-11: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国际汽车品牌设计大赛 
ABC 2020获奖产品发布会

6月17日 14:18-16:00 浙江阿波罗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蒙娜丽莎新品发布 6月17日 17:00-18:00 广州蒙娜丽莎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TCL冰洗新品发布会 6月17日 20:00-20:2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华联瓷业新品线上发布 6月18日 10:00-11:00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丹莎利亚新品发布会 6月18日 11:00-18:00 丹莎利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前进轮胎/大力士轮胎精品产品推介 6月18日 14:00-17:00 贵州轮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咖啡纱成衣；新材质隔离衣； 
再生服装及面料

6月18日 17:00-21:00 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用品新品发布会 6月18日 19:00-24:00 厦门吉信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宠物用品新品发布 6月18日 22:00-23:00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逍遥”上脚，自在逍遥 6月20日 16:00-17:00 安徽轻工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艺·巧手”品牌推介活动 6月22日 16:00-18:00 中国抽纱广东进出口有限公司

祥兴箱包新品发布 6月22日 16:00-18:00 祥兴（福建）箱包集团有限公司

反光毛衣，夜跑新时尚 6月22日 20:00-21:30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太阳能桌 6月23日 20:00-22:00 浙江公元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需求
说明会

京东专场采购需求说明会

6月15日-24日 

京东

苏宁易购专场采购需求说明会 苏宁易购

网易严选专场采购需求说明会 网易严选

网上签约 第127届广交会网上签约活动 6月17日-21日10:00 参与网上签约活动的参展企业和采购商



第127届广交会活动日程表
栏目 主题 时间 参与单位及出席嘉宾

海关服务

海关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解读

6月15日-24日

广州海关综合业务处专家邓贵波讲解广州海关促进
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 
广州会展中心海关专家徐越讲解展览品便捷通关 
中国海关出版社主持人1位

进出口食品通关政策及技术服务

广州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专家周军讲解食品进出
口贸易相关政策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食品专家董洁讲解食品技术服务 
技术中心食品接触材料专家李丹讲解食品接触材料
技术服务 
中国海关出版社主持人1位

热点商品进出口监管及技术服务

广州海关商品检验处专家董志华讲解家电产品和婴
童用品的质量安全监管政策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电气专家裴晓波讲解家电产品技
术服务 
中国海关出版社主持人1位

2020
广交会
时尚周

（春季）

超越时尚-Yishion & Missio

首发
6月15日 

11:00-11:30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

“疫”情别恋 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悠客新品发布会 平湖相伴宝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2020广交会时尚周（春季） 
“品质浙货”浙江出口名牌企业 
精品走秀（都市风尚）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市新叶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广交会时尚周（春季） 
“品质浙货”浙江出口名牌企业 
精品走秀（匠心织造）

浙江全美服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夜光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迪亚服饰有限公司

2020广交会时尚周（春季） 
“品质浙货”浙江出口名牌企业 
精品走秀（美好生活）

新秀集团有限公司
汇信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女装
汇信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儿童玩具
浙江腾鑫伞业有限公司

朗•行飞扬 苏州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家纺面料秀 苏州至尚天禾纺织有限公司

嘉轩行服装展示 苏州嘉轩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疯狂动物城                                 常熟威伦贸易有限公司

年轻 时尚，玩酷，运动，户外 常熟市钟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花开嫣然 常熟市博凡针纺织有限公司

世诚织造服装&家纺产品展示 常熟市世诚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行鹰男装展示 苏州市行鹰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服装城广州展销中心CSD 
服装展示

常熟服装城广州展销中心 CSD

宇之瑞家纺产品展示 苏州市宇之瑞针织有限公司

葡华企业家联会主推葡萄牙 
女装品牌秀

CALVELEX
FRENKEN
Helen McALINDEN

葡华企业家联会主推葡萄牙 
鞋类品牌秀

FLY LONDON
softinos
ASPORTUGUESAS

路易.盎范鞋类及饰品设计秀 路易.盎范

宁兴恒骐国际新品发布 宁波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