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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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月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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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月 6日至 8日 2023 年宵購物美食展及

第四屆健康優質生活展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華雅展覽有限公司 食品、飾品、日常用品、生活用

品、農產品、兒童用品等企業 

2.  2023 年 1月 6日至 8日 第十八屆品牌消費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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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飲品、零食類別及批發、

花藝產品、原藝製作產品、珠寶

裝飾產品等企業 

3.  2023 年 1月 6日至 8日 第八屆親子成長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月子服務、小朋友教育課程推

廣、BB用品、食品及飲品等企

業 

4.  2023 年 1月 10日至 12日 

(日期待定) 

世界汽車大會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中國汽車改裝用品協會 汽車整車、特種車、新能源車、

商用車、改裝車、房車等以及汽

車全產業鏈企業和汽車業學

士、院士、科研機構及政府官員 

5.  2023 年 1月 13日至 15日 第 47屆婚紗婚宴美容珠

寶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婚紗、婚慶、美容、珠寶、宴會、

送禮、手作、策劃、製作等企業 

6.  2023 年 1月 27日至 29日 

(日期待定) 

澳門國際珠寶首飾展 待定 澳門．中國鑽石與寶石交易

所 

國內、香港的品牌珠寶首飾公

司 

7.  2023 年 2月 23日至 25日 2023 科通澳門美酒美食

展 

澳門巴黎人酒

店 

科通國際展覽 (廣州)有限公

司 

食品、飲品、零售行業等展商

代表 

8.  2023 年 2月(日期待定) 澳門會展合作洽談會 

(名稱待定) 

待定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內地的會展組織者、獎勵旅遊

企業、大型企業、目的地管理

公司等 

9.  2023 年 3月 10日至 12日 2023 長者生活用品及輔

具展覽會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三立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長者及殘疾人士生活輔助器材

推廣、生活用品、食品及飲品

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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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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月 17日至 19日 第二十一屆孕嬰兒用品

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月子服務、小朋友教育課程推

廣、BB用品、食品及飲品等企

業 

11.  2023 年 3月 17日至 19日 第九屆親子成長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月子服務、小朋友教育課程推

廣、BB用品、食品及飲品等企

業 

12.  2023 年 3月 21日至 24日 30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Analysis、Evolution and 

Reengineering (SANER 

2023)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會展旅遊業協會 軟體工程學教授、科研工作者、

學生 

13.  2023 年 3月(日期待定) 第 34期 CEM CHINA註

冊會展經理課程 

待定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國際展覽與項目協會(IAEE) 

會展中心、專業會展公司、政府

會展部門、會展行銷公司、會展

策劃公司、會展相關服務行業

的專業人士 

14.  2023 年 3月(日期待定) 粵港澳大灣區工商峰會 待定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全國/政府部門、商協會、協會

領導及代表等 

15.  2023 年 4月 7日至 9日 第二屆優質品牌生活展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華雅展覽有限公司 食品、飾品、日常用品、生活用

品、農產品、兒童用品等企業 

16.  2023 年 4月 29日至 5月 1

日 

第九屆五一黃金購物展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華雅展覽有限公司 食品、飾品、日常用品、生活用

品、農產品、兒童用品等企業 

17.  2023 年 4月 29日至 5月 2 

日 

第 5 屆漁人碼頭購物消

費 Double Up 嘉年華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大灣區置業、美酒、養生保健、

珠寶首飾、特產、美食、美容、

廚衛用品、電器家私、海味等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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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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23 年 4月 29日至 5月 2 

日 

第 3屆潮流扮靚女人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美髮、美容、美甲、養生健美、

潮服、配飾、珠寶首飾、飲食等

企業 

19.  2023 年 5月 5日至 7日 第 48屆婚紗婚宴美容珠

寶展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婚紗、婚慶、美容、珠寶、宴會、

送禮、手作、策劃、製作等企業 

20.  2023 年 5月 10日至 13日 BEYOND國際科技創新

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澳門科技總會 全國/政府部門、科技企業、協

會領導及代表 

21.  2023 年 5月 12日至 14日 第四屆澳門運動健康博

覽會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運動器材銷售、殘疾人士運動

課程推廣、健康運動產品、生活

用品、食品及飲品等企業 

22.  2023 年 5月 25日至 27日 第一屆中華傳統文化節 澳門永利皇宮 鳳凰天空文創經濟協會 內地傳統文化表演、非遺藝術

品、工藝品、傳統釀酒術、非遺

古琴等相關企業代表 

23.  2023 年 5月(日期待定) 全球可持續木業高峰論

壇及展覽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國際熱帶木材組織（ITTO） 

內地政府部門、木材相關行業

協會、企事業單位領導及代表 

24.  2023 年 5月至 6月(日期待

定) 

2023 年健康中國澳門國

際高峰論壇暨安全健康

產業博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醫療機構、中醫藥產業、健康安

全企業代表 

25.  2023 年 5月至 6月(日期待

定) 

2023 澳門國際能源論壇

暨能源裝備展覽會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計

畫分別在中國

內地及澳門舉

行，地點待定）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煤炭、機械、石油、新能源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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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023 年 6月 1日至 2日 第十四屆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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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23 年 6月 9日至 11日 「端午」狂歡購物嘉年

華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大灣區置業、美酒、養生保健、 

珠寶首飾、特產、美食、美容、

廚衛用品、電器家私、海味等企

業 

28.  2023 年 6月 9日至 11日 澳門國際樂齡健康產品

博覽 

澳門漁人碼頭 

會議展覽中心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大灣區置業、美酒、養生保健、 

珠寶首飾、特產、美食、美容、

廚衛用品、電器家私、海味等企

業 

29.  2023 年 6月 16日至 18日 第 27 屆精叻 BB 及兒童

用品展 

待定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BB護理、早教、家庭計畫、 

兒童用品、兒童教育、孕婦用品

等企業 

30.  2023 年 6月 16日至 18日 第 3屆 A+教育展 待定 藝嘉國際有限公司 教育、就業培訓、課餘提升、 

職前訓練、持續進修、興趣培養

等企業 

31.  2023 年 6月 23日至 30日 亞洲（澳門）球星卡及體

育娛樂消費藏品行業高

峰論壇 

待定 上海超旺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卡片品牌方、發行方、鑒定機

構、卡店及 VIP 賣家 

32.  2023 年 6月(日期待定) 第 14屆亞太網構軟體研

討會 

待定 (計畫分

別在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及

澳門舉行，地

點待定） 

中國計算器學會（CCF） 資訊及科技企業代表 

備註：上述資料由活動主辦單位/承辦單位提供。                                                      更新日期: 2022 年 11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