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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朔州分会场暨 2021⼭⻄·朔州陶瓷产品

进出⼝交易会实施⽅案

第⼗⼆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博会）定

于2021年5⽉在⼭⻄省举办，按照全省统⼀部署，我市将设⽴

分会场，举办第⼗⼆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朔州分会场暨

2021 ⼭⻄·朔州陶瓷产品进出⼝交易会。为了切实做好各项⼯

作，制定⽅案如下。

⼀、指导思想

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

“右⽟精神”的六次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紧密结合国家“⼗四五”

发展规划，抢抓中部崛起、“⼀带⼀路”建设、⻓江经济带发展

等重⼤战略机遇，突出开放提升，创新引领，转型发展。聚焦

我市“⼗百千亿”⼯程，坚持⾼起点规划、⾼⽔平办展、⾼质量

办会，全⾯展示我市优质陶瓷产品、名优特新产品、⽂化旅游

产品等，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发布以及名企名品名⼈

评选、交易订货、项⽬对接等系列活动，加快推进产品研发创

新和品牌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的⾼端陶瓷⽣产基地，擦亮中国

北⽅⽇⽤瓷都⾦字招牌，锻造具有⽐较优势和完整链条的⼗⼤

新兴产业集群，⾼⽔平参与国际国内合作，打造内陆地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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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推进中部地区加速崛起。

⼆、⼤会主题、时间、地点、内容

（⼀）主 题：开放合作·转型创新

（⼆）时 间：2021年 5⽉ 21⽇—24⽇

（三）地 点：应县⽊塔北⼴场和⼤殿、朔州市新产品展

销馆、应县陶瓷⼤世界等

（四）内 容：

1.开幕式；

2.陶瓷产品展；

3.陶瓷产业⾼峰论坛暨“三新”“三名”评选发布会；

4.朔州市扩⼤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对话会；

5.⽊塔+陶瓷主题晚会；

6.参观应县⽊塔及⽂艺表演；

7.陶瓷产品现场采购活动；

8.参观考察朔州陶瓷企业，游“朔州⼋景”

（五）形 式：严格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采取线上+线

下模式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控制活动规模

（六）主办单位：朔州市⼈⺠政府、⼭⻄省商务厅

（七）承办单位：应县⼈⺠政府、怀仁市⼈⺠政府、朔州

市⼯业和信息化局、朔州市商务局、朔州市农业农村局、朔州

市⽂化和旅游局、朔州市促进外来投资局、朔州海关、朔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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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协会、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朔州市⽂旅集团、慧源智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中国轻⼯业联合会

（九）⽀持单位：中国陶瓷⼯业协会、中国出⼊境检验检

疫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轻⼯⼯艺品进出⼝商会

（⼗⼀）参会单位：⼭⻄省⼯信厅、⼭⻄省商务厅、⼭⻄

省⽂旅厅、⼭⻄省投资促进局、省政府驻外办事处、太原海关

等省直部⻔领导；全国各地知名陶瓷企业和⼯艺⼤师代表；景

德镇陶瓷⼤学等与朔州有项⽬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客商、陶瓷企

业家及特邀嘉宾；朔州市直相有关部⻔、各县（市、区）、各

开发区（示范区）负责同志，朔州相关⾼校、商会、协会、企

业代表

三、组织机构

成⽴第⼗⼆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朔州分会场暨 2021

⼭⻄·朔州陶瓷产品进出⼝交易会组委会，组委会下设秘书

处，具体承担各项筹备⼯作。

（⼀）组委会

名誉主任：熊燕斌 朔州市委书记

主 任：吴秀玲 朔州市委副书记、市⻓

副 主 任：张 韬 朔州市委常委、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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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关 朔州市委常委、副市⻓、宣传部部⻓

刘 亮 朔州市⼈⺠政府副市⻓

句志强 朔州市政府秘书⻓

⽶炳⽣ 朔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局⻓

（⼆）秘书处

秘 书 ⻓：刘 亮 朔州市⼈⺠政府副市⻓

副秘书⻓：杨成清 朔州市委副秘书⻓、市信访局局⻓

⽩ 秀 朔州市政府副秘书⻓

姜新明 朔州市政府副秘书⻓

王 鑫 怀仁市委副书记、市⻓

⾼瑞⻰ ⼭阴县委副书记、县⻓

王晋军 应县县委副书记、县⻓

⻩ 军 朔州市⼯业和信息化局局⻓

边润⽂ 朔州市商务局局⻓

王志福 朔州市促进外来投资局局⻓

成 员：孔庆⻁ 朔州市财政局局⻓

⽯⽣华 朔州市农业农村局局⻓

⽯剑英 朔州市⽂化和旅游局局⻓

崔⾦鑫 朔州市卫⽣健康委员会主任

⻩永红 朔州市外事办主任

贺旭峰 朔州市市场监管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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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共⻘团市委书记

解志远 朔州市直机关事务服务中⼼主任

赵⾹花 朔州市融媒体中⼼主任

张 军 朔州市⼩微企业发展服务中⼼主任

杨为国 朔州市城联社主任

武利厚 朔州市⼯商联主席

乔九明 朔州贸促会会⻓

刘恒⼭ 朔州市城管局正处级⼲部

佟 杰 朔州海关关⻓

武 良 朔州市交警⽀队⽀队⻓

李建华 朔州消防救援⽀队⽀队⻓

⽜国宏 朔州武警⽀队⽀队⻓

⻩显华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张 猛 朔州市⽂旅集团董事⻓

杨仁国 慧源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孙 万 朔州市陶瓷协会会⻓

秘书处下设 10个⼯作组，分别为综合协调组、会务资料

组、邀商项⽬洽谈组、展览展示组、宣传⽂旅组、环境整治

组、后勤服务组、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安全保卫和应急保

障组、会⻛会纪组。各⼯作组按照职责分⼯制定本组的⼯作⽅

案和应急预案，并细化⼯作内容，根据时间进度安排和具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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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单位制定⼯作任务清单。

1．综合协调组

组 ⻓：刘 亮 朔州市⼈⺠政府副市⻓

副组⻓：姜新明 朔州市⼈⺠政府副秘书⻓

⻩ 军 朔州市⼯业和信息化局局⻓

边润⽂ 朔州市商务局局⻓

王志福 朔州市促进外来投资局局⻓

赵占祥 应县县委常委、副县⻓

李 辉 怀仁市⼈⺠政府副市⻓

于介澜 ⼭阴县⼈⺠政府副县⻓

成 员：曹宝骥 应县县委办主任

丁烈征 应县政府办主任

杨建亮 应县政府办副主任

刘⽂彬 应县县委办督查专员

杨 涛 应县商务局局⻓

刘喜春 应县⼯业和信息化局局⻓

郭胜利 应县财政局局⻓

⻔学永 应县审计局局⻓

负责⼤会总体⽅案制定和前期筹备⼯作，全⾯协调各⼯作

组，紧密配合，统筹调度全市各县（市）、各部⻔、各⽅⾯的

参会事宜，做好⼤会经费预算、决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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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务资料组

组 ⻓：姜新明 朔州市⼈⺠政府副秘书⻓

副组⻓：祁 贵 朔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主任

戎建仁 朔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副主任

相贵成 应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曹宝骥 应县县委办主任

丁烈征 应县政府办主任

成 员：吴桂⼭ 应县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胡 ⼴ 应县县委办副主任

赵景⼒ 应县政府办副主任

刘⽂彬 应县县委办督查专员

杨 涛 应县商务局局⻓

赵 健 应县档案馆馆⻓

⽅国⼀ 应县⽊塔保护研究所所⻓

主要负责⼤会的会务安排和会务资料编印⼯作。包括：①

负责⼤会全程会务活动安排。②负责省市领导的活动安排，开

幕式现场的整体规划布置，会⻅客商、签约等活动的组织。③

负责做好客商机场(⼤同、太原)、⻋站的接送以及参观⽤⻋安

排等。负责参展来宾、客商、⼯作⼈员的报到。④负责领导讲

话、来宾致辞、主持词、解说词等的编印、发放⼯作。⑤负责

邀请函、⼤会秩序册、证件、资料袋的编印、发放⼯作。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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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协调做好会场⽔、电、暖保障⼯作。⑦应县档案馆负责⼤会

相关资料的存档保存。⑧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3．邀商项⽬洽谈组

组 ⻓：王志福 朔州市促进外来投资局局⻓

边润⽂ 朔州市商务局局⻓

副组⻓：王 静 朔州市促进外来投资局副局⻓

陈继义 朔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胡秉厚 朔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郎慧婷 怀仁市⼈⺠政府副市⻓

于介澜 ⼭阴县⼈⺠政府副县⻓

梁艳锋 应县⼈⺠政府副县⻓

成 员：郑守福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宋星童 怀仁市商务局局⻓

杨 涛 应县商务局局⻓

刘喜春 应县⼯业和信息化局局⻓

宫⽉琴 应县发改局局⻓

李书琴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创新部部⻓

胡冠杰 怀仁市⼯业和信息化局局⻓

李宝强 ⼭阴县商务局局⻓

贾尚勇 ⼭阴县⼯业和信息化局局⻓

贺晓东 应县陶瓷协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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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新 应县博达瓷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冉⾦红 ⼭⻄经纬通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主要负责客商的邀请，以及招商项⽬的对接、洽谈、项⽬

签约、跟踪落实等⼯作。包括：①负责⼤会总体⽅案的报批。

②邀请⽬前在中国居住的客商和有意在我市投资的陶瓷企业

家，包括深圳永丰源、江⻄映⼭红等全国知名陶瓷企业的负责

⼈。国家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中⾼⻛险地区的客商暂不邀

请。③邀请景德镇陶瓷⼤学等院校的知名专家、教授参加陶瓷

产业发展研讨会。④负责客商的机票、⻋票的购买，掌握参展

客商的⼈数、公司名称、⾏程及接机(站)点等，将客商⾏程信

息提供给会务资料组。⑤⿎励企业积极邀商，客商的接待和往

返机票费⽤由组委会承担；会后，邀商企业负责收集客商相关

票据，组委会负责实报实销。⑥编制全市招商引资项⽬册。⑦

组织对招商项⽬论证、初审。⑧组织召开扩⼤对外开放合作交

流对话会（成果发布），与项⽬单位洽谈，提前确定⼀批项⽬

和订单，会上签约。并协调应县经纬通达物流有限公司邀请中

欧、中亚地区企业家代表线上、线下互动。⑨完成组委会交办

的其他事项。

4．展览展示组

组 ⻓：⻩ 军 朔州市⼯业和信息化局局⻓

副组⻓：梅 斌 朔州市⼯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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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占祥 应县县委常委、副县⻓

李 辉 怀仁市⼈⺠政府副市⻓

于介澜 ⼭阴县⼈⺠政府副县⻓

张 猛 朔州市⽂旅集团董事⻓

杨仁国 慧源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成 员：赵永升 应县技校副校⻓、园林绿化中⼼主任

刘喜春 应县⼯业和信息化局⻓

胡冠杰 怀仁市⼯业和信息化局局⻓

贾尚勇 ⼭阴县⼯业和信息化局局⻓

⽩ ⽟ 应县⽂旅局局⻓

孟 晋 应县消防救援⼤队队⻓

⽅国⼀ 应县⽊塔保护研究所所⻓

⾼⽇君 应县供电公司经理

贺晓东 应县陶瓷协会会⻓

⻋建国 应县⽊塔⽂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孟德才 应县⾦亿商贸有限公司负责⼈

主要负责陶瓷产品的征集、展览展示和参展企业的服务管

理⼯作。包括：①负责陶瓷艺术宫的布展⼯作以及⽊塔北⼴场

和陶瓷⼤世界的参展、布展、撤展⼯作，为景德镇⿊猫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在陶瓷艺术宫后厅布展提供服务保障。②督促参展

企业制作产品画册。③负责为⼤会提供所需的陶瓷产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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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的展示说明牌，突出品牌特⾊。展品要吸纳江⻄景德镇、

福建德化、⼴东潮州等国内著名陶瓷产区的⾼档艺术瓷、⼯艺

瓷、⽇⽤瓷等，同时要展出陶瓷机械、陶瓷原料、陶瓷⼯艺制

作等。④负责为布展单位提供场地、⽔电等保障。⑤负责在展

馆周围布置消防栓、消防管道等应急设施，指导布展施⼯单位

做好消防安全⼯作。⑥组织召开陶瓷名企名品名⼈评选会及

“三新”发布会。⑦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5．宣传⽂旅组

组 ⻓：康宝红 朔州市委宣传部副处级⼲部

副组⻓：⽯剑英 朔州市⽂化和旅游局局⻓

王 刬 朔州市⽂化和旅游局副局⻓

管学峰 朔州市⽂化和旅游局副局⻓

张 猛 朔州市⽂旅集团董事⻓

相贵成 应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柳丽君 怀仁市委常委、宣传部⻓

刘 宇 ⼭阴县委常委、宣传部⻓

郎慧婷 怀仁市⼈⺠政府副市⻓

郝丽云 朔州市歌舞团团⻓

成 员：康德忠 应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李培慧 应县县委宣传部副部⻓

杨建亮 应县政府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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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县⽂旅局局⻓

李志⽂ ⼭阴县⽂旅局局⻓

王凤军 怀仁市⽂旅局局⻓

程利⺠ 应县教育局局⻓

李德华 应县团县委书记

王育⽂ 应县融媒体中⼼主任

刘志军 应县电⼦政务中⼼主任

⽅国⼀ 应县⽊塔保护研究所所⻓

蔡升元 应县⽂联主席

张恩仕 《应县信息》总编

李德和 应县职业技术学校副校⻓

康⽂仕 应县联通公司经理

孟鹏权 应县电信公司经理

⻢进科 应县移动公司经理

⻋建国 应县⽊塔⽂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主要负责本次⼤会的对内对外宣传和⽂艺演出⼯作，把

“中国陶瓷在⼭⻄，⼭⻄陶瓷在朔州”的⼝号宣传出去，协助后

勤服务组做好客商的接待和服务⼯作。包括：①制定⼯作⽅

案，做好本次⼤会的宣传报道、新闻采访等⼯作，策划、联

络、组织新闻媒体对⼤会前、中、后的宣传报道。②制作、播

出⼤会专题⽚、宣传⽹⻚等，负责在线上平台展示朔州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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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安排领导专访、客商采访等专题新闻活动。④在⾼速出⼝(北)

⾄应县万豪酒店沿路两侧、塔⻄街和进⼊会场通道两侧、会场

⼊⼝两侧、县城⾄城南开发区南园道路两侧、县城⾄城北开发

区北区道路两侧等悬挂宣传条幅。⑤在应县祗园⼴场或⼴场⼗

字路⼝的⼤屏幕滚动播放本次⼤会宣传⽚。⑥在展区外，营造

浓厚的陶瓷⽂化氛围。⑦积极与舞台搭建单位对接，搞好本次

⼤会的⽂艺活动。配合市⽂旅集团举办具有应县⽊塔和朔州陶

瓷⽂化特⾊的⽂艺晚会，宣传朔州陶瓷和朔州⽂化。⑧陪同客

商参展、参观，做好相关解说等。⑨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6．环境整治组

组 ⻓：赵振⻰ 应县⼈⺠政府副县⻓

副组⻓：赵永升 应县技校副校⻓、园林绿化中⼼主任

应县交通局局⻓

戚耿⽂ 应县住建局局⻓

王天升 应县公⽤事业维护中⼼主任

庞有贵 应县公路段段⻓

成 员：杨宏君 应县园林绿化中⼼党⽀部书记

⻋建国 应县⽊塔⽂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主要负责⼤会布展前的场地清洁和整修，保障活动期间的

环境卫⽣。包括：①负责会场⽔、电供应；负责活动期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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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殿、⼴场和陶瓷⼤世界展厅内外的卫⽣清洁以及整修台

阶、栏杆、地⾯等其他设施；负责展会闭馆相关⼯作及展区内

外展品的看护等；②负责⼤会期间应县县城内夜间路灯、彩灯

亮化和环境卫⽣；负责在会场安装环保卫⽣间。③负责应县县

城街道花草树⽊美化；④负责应县城南⾄开发区南区道路的环

境卫⽣。⑤负责应县城北⾼速路⼗字路⼝⾄开发区北区（臧

寨）道路的环境卫⽣。⑥完成领导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7．后勤服务组

组 ⻓：赵占祥 应县县委常委、副县⻓

副组⻓：丁烈征 应县政府办主任

窦海章 应县卫⽣健康和体育局局⻓

王新军 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成 员：杨建亮 应县政府办副主任

程利⺠ 应县教育局局⻓

张润⻘ 应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副主任

李德华 共⻘团应县县委书记

张胜潮 ⼭⻄省⼈⺠医院医疗集团应县医院院⻓

王⽂普 应县中医院院⻓

王⾹云 应县万豪凯悦国际酒店经理

薛国利 应县国利酒店总经理

秦德珍 应县秦园商务酒店经理



15

主要负责参展来宾、客商的接待和服务⼯作，以及会议期

间的⻝品安全保障等⼯作。包括：①负责参展来宾、客商、⼯

作⼈员的接待、⻝宿和服务⼯作(各接待酒店需为市、县有关

⼯作组预留房间)。采取⾏之有效的措施，做好客商及来宾的

疫情防控⼯作。②配合组委会做好客商机场(⼤同、太原)、⻋

站的接送。③配合会务组组织安排好⼤会各项活动。④组织接

待酒店外出学习接待来宾及饮⻝习惯等。⑤协调接待酒店聘请

厨师，增加清真⻝品等。⑥协调万豪酒店设⽴酒吧咖啡屋等。

⑦监督服务⼈员做好酒店、会场的清洁⼯作。⑧全程监督酒店

的⻝材选择、加⼯制作及厨师健康状况等，确保⻝品安全。⑨

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8．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

组 ⻓：崔⾦鑫 朔州市卫⽣健康委员会主任

副组⻓：⻩ 升 朔州市卫⽣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梁艳锋 应县⼈⺠政府副县⻓

成 员：窦海章 应县卫⽣健康和体育局局⻓

郝宪平 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主任

⻢志坚 应县卫⽣监督所所⻓

张胜潮 ⼭⻄省⼈⺠医院医疗集团应县医院院⻓

王⽂普 应县中医院院⻓

焦⽇雄 应县和谐医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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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会期间的疫情防控指导和医疗救护应急保障⼯

作。包括：①负责⼴场、展馆、参观企业的卫⽣防疫消杀等疫

情防控指导⼯作。②负责在会场、酒店、参观企业等各个活动

地点配备专业医护⼈员、急救⻋和医疗⽤品，应对突发事件。

③负责制定专项疫情防控应急预案。④指导会场、展馆场地及

展位按疫情防控要求合理分区、布局。⑤指导酒店对空调、通

⻛系统进⾏全⾯检查、清洁消毒。⑥指导展馆每⽇定时通⻛换

⽓，定时做好公共区域及⾼频接触点位的清洁消毒⼯作。⑦指

导展馆做好参观⼈员的健康排查、流量管控、应急救治处置等

现场疫情防控⼯作。⑧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9．安全保卫和应急保障组

组 ⻓：⽶炳⽣ 朔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局⻓

孟福荣 朔州市应急管理局局⻓

副组⻓：赵向成 朔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李建华 朔州市消防救援⽀队⽀队⻓

杨喜财 应县⼈⺠政府副县⻓、县公安局局⻓

成 员：翟 军 朔州市公安局内保⽀队⽀队⻓

席 瑛 应县应急管理局局⻓

李 实 应县交管⼤队队⻓

武加福 应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孟 晋 应县消防救援⼤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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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应县供电公司经理

主要负责本次⼤会的安全保卫和应急保障。包括：①在会

场、酒店、参观企业等各个活动地点配备安保⼈员和安检设

施，确保安全。②在会场、酒店等场所配备消防⻋、应急供电

⻋，以应对突发事故。③按照⼯作⽅案和应急预案，集中⼒量

做好⼤会的安全保卫、交通安全和应急保障等⼯作。④活动期

间，维持好全县的交通秩序。⑤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10．会⻛会纪组

组 ⻓：韩孟⾩ 应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副组⻓：杨平令 应县纪委副书记

王晓瑜 应县纪委副书记

主要负责：①⼤会期间会⻛会纪情况的监督。②对⼯作⼈

员遵纪履职情况的监督。③对⼤会期间的严重违纪⾏为，依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员的责任。④完成组委

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主要活动⽇程安排

（⼀）5⽉ 21⽇

1.⼤会报到

时 间：晚上 18：00前

地 点：应县万豪凯悦国际酒店

应县国利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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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秦园商务酒店

2.会⻅外宾

时 间：晚上 18：00—18：30

地 点：应县万豪凯悦酒店

参加⼈员：外宾，市领导，应县、市⼯信局、市商务局、

市外事办、市促投局、朔州海关负责⼈

3.欢迎晚宴

时 间：晚上 18：30—19：30

地 点：应县万豪凯悦酒店

议 程：

（1）应县县委副书记、县⻓王晋军致辞；

（2）朔州市领导宣布晚宴开始。

参加⼈员：特邀嘉宾、省市县领导、外地客商代表

4.主题晚会

时 间：晚上 20：00—22：00

地 点：应县⽊塔北⼴场

参加⼈员：全体参会⼈员

（⼆）5⽉ 22⽇

1.参观应县⽊塔及⽂艺表演

时 间：上午 09：00—10：00

参加⼈员：全体参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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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开幕式

时 间：上午 10：00—11：00

地 点：应县⽊塔北⼴场

主 持：吴秀玲 朔州市委副书记、市⻓

议 程：

（1）应县县委书记句爱云致欢迎辞；

（2）⼭⻄省商务厅领导致辞；

（3）中国陶瓷⼯业协会理事⻓、中国轻⼯业联合会副会

⻓兼秘书⻓杜同和授予我市“中国北⽅⽇⽤瓷都”招牌；

（4）中国陶瓷⼯业协会理事⻓、中国轻⼯业联合会副会

⻓兼秘书⻓杜同和讲话；

（5）其他特邀嘉宾讲话；

（6）朔州市委书记熊燕斌讲话；

（7）省领导宣布开幕或按下启动球。

参加⼈员：全体参会⼈员

3.巡馆、参观陶瓷⼤世界

时 间：上午 11：00—11：30

地 点：应县⽊塔北陶瓷艺术宫、陶瓷展馆、陶瓷⼤世界

4.陶瓷产业⾼峰论坛暨“三新”“三名”评选发布会；

时 间：下午 15：00—18：00

地 点：应县县委党校视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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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军 市⼯信局局⻓

议 程：

第⼀阶段：陶瓷产业⾼峰论坛

（1）应县县委副书记、县⻓王晋军致辞；

（2）中国陶瓷⼯业协会副理事⻓、湖南省陶瓷⾏业协会

会⻓、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许君奇讲课；

（3）清华⼤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师、中国陶瓷⼯

业协会副理事⻓、陶瓷艺术委员会执⾏会⻓王建中讲课；

（4）景德镇景瓷联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乐讲课；

（5）天津⼤学材料学博⼠、唐⼭北⽅瓷都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程师刘刚讲课。

第⼆阶段：“三新”“三名”评选发布会

（1）朔州市陶瓷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推荐发布

发布⼈：倪彩霞 市陶协国际国内贸易指导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2）名企评选发布

①朔州市陶瓷⾏业名企宣传推⼴；

推⼴⼈:张彩霞 市⼯信局⼲部

②有关领导为名企颁发牌匾；

③名企代表发表感⾔。

（3）名品评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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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朔州市陶瓷⾏业知名产品宣传推⼴；

推⼴⼈：张彩霞 市⼯信局⼲部

②有关领导为名品制造企业颁发证书。

（4）名⼈评选发布

①朔州市陶瓷⾏业名⼈宣传推⼴；

推⼴⼈：张彩霞 市⼯信局⼲部

②有关领导为名⼈颁发证书；

③名⼈代表发⾔。

参加⼈员：

（1）特邀嘉宾

许君奇 中国陶瓷⼯业协会副理事⻓、湖南省陶瓷⾏业协

会会⻓、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周 乐 景德镇景瓷联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建中 清华⼤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师、中国陶瓷

⼯业协会副理事⻓、陶瓷艺术委员会执⾏会⻓

刘 刚 天津⼤学材料学博⼠、唐⼭北⽅瓷都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程师

（2）协会、商会及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府部⻔

中国陶瓷⼯业协会、中国轻⼯业联合会、中国质量检验检

疫协会、朔州陶瓷协会有关领导及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府部⻔

负责⼈，景德镇、唐⼭、潮州等外地客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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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政府及市直有关部⻔

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

信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促投局、市政府发展研究

中⼼、朔州海关等部⻔负责⼈

（4）应县、怀仁市、⼭阴县政府分管领导，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信部⻔负责⼈

（5）⼭⻄⼯学院、朔州职业技术学院、朔州陶瓷职业技

术学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朔州市陶瓷⾏业协会理事单位、监

事单位负责⼈

（6）应县、怀仁市、⼭阴县陶瓷⽣产企业负责⼈

（7）新闻媒体

（三）5⽉ 23⽇

1.朔州市扩⼤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对话会

时 间：上午 9：00—l1：30

地 点：应县万豪凯悦酒店⼆楼万豪厅

主 持：专业播⾳主持

议 程：

（会前滚动播放朔州市招商引资宣传⽚）

（1）朔州市⼈⺠政府副市⻓刘亮致辞；

（2）省投资促进局副局⻓讲话；

（3）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负责⼈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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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瓷产业招商推介；

1、杨 涛 应县商务局局⻓

2、宋星童 怀仁市商务局局⻓

（5）企业代表发⾔；

1、 景德镇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邹惠红 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会副主席、

⼤项⽬总经理

3、李 峰 应县富彩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4、 怀仁陶瓷企业董事⻓；

5、冉⾦红 ⼭⻄经纬通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冯国诚 中国银⾏朔州市分⾏⾏⻓；

7、华阿⾥ 义乌市霓丽进出⼝有限公司董事⻓；

8、 （线上企业）

（6）项⽬签约仪式。

1、线下参加⼈员

（1）市领导；

（2）省直相关厅局领导；

（3）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负责⼈；

（4）市直有关部⻔主要负责⼈；

（5）各县（市、区）分管领导、促投局⻓；各开发区

（示范区）分管副主任、投资合作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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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客商代表；

（7）应县、怀仁市陶瓷企业负责⼈；

（8）新闻媒体。

2、线上参加⼈员

（1）中欧、中亚地区重点企业负责⼈；

（2）环渤海、⻓三⻆、粤港澳⼤湾区等地区重点企业

家、商协会负责⼈；

（3）朔州籍在外发展优秀⼈才、优秀企业家；

（4）朔州市招商⼤使；

（5）市域外新闻媒体。

2.陶瓷产品现场采购活动

时 间：下午 3：00—5：30

地 点：应县各陶瓷展区、陶瓷企业

参加⼈员：

（1）市政府相关领导

（2）市商务局、市能源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各县

（市、区）、朔州经开区分管领导和商务、能源部⻔负责⼈

（3）各县（市、区）、朔州经开区所属能源企业，酒

店、饭店、商场、超市等陶瓷产品采购商。

要 求：

（1）商贸企业，朔城区、怀仁市、朔州经开区⾄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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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他县区⾄少 10家；能源企业为全部企业。

（2）市商务局负责统计各地采购情况，采购结束后在全

市范围内通报采购额排名情况。

（四）5⽉ 24⽇

1.参观考察朔州陶瓷企业，游“朔州⼋景”

时 间：全天

地 点：朔州市

五、疫情防控

（⼀）为确保本次⼤会安全有序开展，展前将对展馆建

筑、附属设施、宾馆和餐厅等场地，进⾏全区域、全覆盖、⽆

死⻆的排查、检测和消毒⼯作。

（⼆）提前做好体温枪、⾃动红外测温仪、温度计、防护

服、临时隔离点、⼝罩、消毒⽔、洗⼿液等防疫设备和物资的

储备⼯作，会议期间为参会⼈员、服务⼈员配备⼀次性医⽤⼝

罩、免洗⼿消毒剂等防护物品，并要求参会参展⼈员全程佩

戴、及时使⽤，⽤过的⼝罩需弃置指定的垃圾桶统⼀处理，不

可随意丢弃。

（三）在会议召开前主动了解、及时掌握受邀嘉宾、参会

⼈员和服务⼈员的健康状况、近14天⾏程，如有咳嗽、发热、

胸闷等症状应禁⽌参会。特别是针对近期从境外返回以及近 14

天⾃疫情中⾼⻛险地区返回的观展⼈员和⼯作⼈员，必须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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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核酸和⾎清检测，两项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赋予健康“绿

码”的，可以参加展会相关活动。

（四）严格控制展会活动现场⼈员密度，参会参展⼈员实

⾏实名⼊场制度，参加研讨会、发布会等会议的⼈员座位需保

持⾜够间隔（1⽶以上）。

（五）展期⼈员⼊场时，要严格采取“五步法”⼊场流程，

即：体温测量+查验票证+出示健康码+核对身份信息——通过

消毒区域——⾃动红外体温复测——进⾏安全检查——票证审

验⼊场，保证所有⼈员凭真实身份参与活动。同时，会场安排

120急救⻋2辆、备⽤1辆，县疾控中⼼安排应急处置⼩分队和

必要的防疫设施设备。

（六）在⼈员⽤餐⽅⾯，本次⼤会采⽤分餐制、延⻓⽤餐

时间、提前订餐⾃取、开放⾜够公共⽤餐区、指定区域错时就

餐等⽅法，避免聚集性就餐。展会期间，严禁私⾃订餐进⼊场

馆，严格落实餐⻝专⼈分发，餐前餐后对⽤餐区进⾏清洁消毒

作业等防控要求，确保本次展会的⼯作⼈员、提供的产品及场

所⽆卫⽣安全隐患。

（七）在展会筹备过程中，及时把本次活动的疫情防控信

息向参展参会⼈员进⾏告知，并纳⼊相关宣介资料，做好防控

宣传提示。在现场也可通过⼴播、滚动屏、宣传视频等形式，

营造⽂明观展的良好氛围，倡导观众⽂明分散参观，减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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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意个⼈防护。

（⼋）参会⼈员、服务⼈员应配合会议组织⽅做好每⽇健

康监测。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

恶⼼呕吐、腹泻、结膜炎、肌⾁酸痛等可疑症状，需及时报告

会议组织⽅，主动就近就医并按要求进⾏隔离医学观察。

（九）若发现参会⼈员、服务⼈员中有 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会议⽴即中⽌，并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

例防控⽅案”要求，做好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与病例排查⼯作。

六、⼯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要充分认识这次⼤会的

重⼤意义，⾼度重视⼤会的筹备⼯作，各⼯作组组⻓要按照⼤

会组委会的安排，明确任务，精⼼组织，亲⼒亲为，完成好⼤

会各项⼯作。

（⼆）发挥主体作⽤。各参展的陶瓷企业作为参展主体，

要做好客商邀请、参展、项⽬洽谈、贸易洽谈、签约、参观等

各项⼯作。以各企业的名义发函邀请客商，如有特殊客商，需

加盖⼤会组委会公章，要及时上报。

县陶瓷协会要积极发挥作⽤，加强⾏业⾃律，避免出现恶

性竞争等不良现象。同时，要树⽴“⼤产区”意识，为周边陶瓷

企业及外来参展企业提供周到的服务，促进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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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项⽬筛选。做好对陶瓷招商引资项⽬的筛选、

论证⼯作，把有利于培育和壮⼤我市陶瓷产业发展，符合国家

产业、⼟地、环保等政策的好项⽬引进来，助推我市陶瓷业转

型发展。

（四）强化协作配合。各⼯作组要树⽴⼤局意识，互相配

合，根据⼤会组委会⼯作安排，制定本⼩组具体⼯作⽅案、应

急预案和任务清单，统⼀标准开展各项筹备⼯作，⼯作注重细

节，任务责任到⼈，按照⼯作⽬标和总体进度统筹安排各项⼯

作，及时向⼤会⼯作领导组报告⼯作进展，确保⼤会圆满成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