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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项目场景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需求类别
活动承办

名称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是全国十大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一、国际非遗节的永久

载体，先后获得“国家AAAA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产业园总

占地面积1780亩，已建设五洲情、世纪舞、西城事、时空旅四大组团，拥有完善的

会议会展场地，可举办国际论坛、体育赛事、艺术展、户外音乐节等多种活动。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在酒店、会议会展中心、户外大型广场、草坪举办各类型会

议论坛、展览展示、体育赛事、音乐节/会等活动。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绿舟文化旅游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罗    威/姚明旭

联系方式：13550335085

                  13540451647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项目场景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需求类别
场馆运营

名称
电竞产业高峰论坛及电竞+展览

成都·ICH国际英雄联盟锦标赛是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打造的具有国际水准和全国

影响力的原创性电子竞技专项赛事，拟由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电竞部、成都市体育

局指导，全国24省高校电竞联盟及协会支持。赛事分为高校赛和锦标赛，将有全国

300余所高校参与，并邀请8家国内顶尖职业战队参赛。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与电竞业相关的企业及机构。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舒尔文化传媒

联  系  人：杨   凯

联系方式：17743260510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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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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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西部收藏文化交流艺术节

项目场景
锦绣工场古玩城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第九届中国西部收藏文化交流艺术节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草堂东路66号，主营古玩杂项、瓷器、玉器、字画、蜀绣、珠

饰、藏传、琥珀蜜蜡、茶叶等。锦绣工场古玩城集观光游览、交易淘宝、学术交流、

艺术创作、珍品拍卖、展示博览、鉴定评估、文化传承、活动承揽、行业培训等十大

功能，营造集旅游文化、古玩工艺品展示、休闲购物为一体的高端精品综合商业圈。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与古玩收藏、非遗相关的国际展演，国际论坛，商品展示活动。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深圳市深业家之福家居建材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联  系  人：龙永丽

联系方式：18280355697

                  
信息有效期：2020/9/30

项目场景
草堂文博创意产业园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草堂文博创意产业园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草堂东路66号,总规划面积5万平方米，为成都市首批文创产业

园，以古玩艺术品交易、教育培训、办公、文化沙龙、非遗研发等为主导业态。园区

着力打造集研发、拍卖、评估、渠道、展示、交流、交易、学习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

平台，大力发展文博艺术业，打造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文博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异业合作，在多功能厅、内街、广场举办国际展演、国际论

坛、商品展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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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文博创意产业园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深圳市深业家之福家居建材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联  系  人：龙永丽

联系方式：18280355697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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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成都夜间经济发展大会
暨花YOUNG成华生活节

项目场景
成都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第二届成都夜间经济发展大会

暨花YOUNG成华生活节

由 成 华 区 人 民 政 府 、 成 都 市 商 务 局 主 办 ， 旨 在 构 建 夜 间 消 费 多 元 化 新 场 景 。

2019年活动共有来自100余个主流品牌、40余个商业项目以及政府和外事机构、夜间

经济专业机构负责人参会，活动现场发布了《成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同期配套了

花YOUNG成华生活节。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邀请夜间经济行业大咖、时尚前沿企业等，共同策划举办大

会及生活节。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华区商务局

联  系  人：汤小东

联系方式：028-84335087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项目场景
成都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草堂文博创意产业园

 中国数字化年会每年12月在成都举办，是国内数字经济及数字化创新领域的全国

盛会。2019年年会由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成华区人民政府主办，于12月13-15日

在成都举行。会上举行了“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发布了《2019中国数

字企业白皮书》、《500强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报告》，共吸引了1000余位各行

业领袖参会。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策划举办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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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化年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龙潭管委会 

联  系  人：赵美颖

联系方式：028-66401355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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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公园峰会

项目场景
线上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极客公园峰会

极客公园·Rebuild科技商业峰会是极客公园每年夏季举办的大型国际化科技商业

峰会，是科技圈关注的活动之一，也逐渐成为以科技为核心的青年潮流文化聚集地。

峰会自2018年起每年在成都举办，2019年峰会于5月24-25日举行，30多位来自全球

的顶级科学家、技术领袖、商业创新者、资本力量齐聚成都，通过30多场开放演讲、

4场闭门分享，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商业方法将科技服务于现代社会。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邀请互联网科技前沿企业、互联网科技行业独角兽企业、潜

在独角兽企业等，共同策划举办峰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龙潭管委会 

联  系  人：赵美颖

联系方式： 028-66401355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项目场景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需求类别
招商合作

名称
CCCC国际动漫嘉年华

由四川魅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爱奇艺独家冠名。CCCC国际动漫嘉年华为西

南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完整商标的品牌漫展，已连续举办三年，成为西南地区数

一数二的动漫漫展品牌。并荣获Bilibili弹幕网颁发的“年度合作伙伴”称号，成为全

国10个Bilibili官方认证的漫展企业。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招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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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国际动漫嘉年华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四川魅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亮宇

联系方式：18647241244

信息有效期：2020/9/30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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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通用航空会展中心

项目场景
淮州新城

需求类别
场馆运营

名称
成都通用航空会展中心

位于淮州新城产城融合示范区核心区域，项目投资6.5亿，占地74亩，总建筑面积

约4.7万平方米，共四层。其中一层为临展区，建面约1.1万平方米；二层为办公和临展

区，建面约1万平方米；三层为会议功能区，配备40个拥有现代化会议设施设备的大小

会议室，最大面积350平方米。四层为常设展区和展示中心，建面约1.2万平方米。项

目预计2021年初竣工并投入使用。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场馆整体运营。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金堂县商务局

联  系  人：廖   阳

联系方式： 13881813327

信息有效期：2021/6/31

项目场景
青白江区

需求类别
活动承办

名称
第三届亚蓉欧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2020年1月15日，第二届“亚蓉欧”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于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成功举办。本次大会以“丝路亚蓉欧·全球共合作”为主题，来自波兰、新加坡、泰

国、巴基斯坦、意大利、捷克等国家驻川驻渝领事馆高层，省、市、区政府部门代

表、物流领域专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共300多名嘉宾会聚一堂，一起探讨和分享了成都

国际班列带来的发展与合作新机遇。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第三方活动执行机构，结合当地特色，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特色产品品牌营销力和知名度，经费预计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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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亚蓉欧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青白江区港管委

联  系  人：谢   攀

联系方式：13550039122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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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体育中心

项目场景
双流体育中心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双流体育中心

位于双流区东升街道银河路，于2008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地234亩，总建筑

面积3.75万平方米，是一座集体育场、训练场、体育馆、训练馆、游泳馆、篮球场、

网球场、五人制足球场、门球场、健身房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体育场馆，可承办地

区性综合比赛和国家级、国际级单项比赛以及各种大型文艺演出、商贸会展活动。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举办国际展演、国际论坛、商品展示等活动。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双流体育产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黄禄全

联系方式： 17308073838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项目场景
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建成于2010年，中心占地341亩，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

座按照新规则设计建造的现代五项运动场馆，被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苏曼先生称赞

为“世界最美的体育场馆”。可承接世界级现代五项比赛和全国游泳、击剑、马术、

越野跑及各类演出、商业会展等活动。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举办国际展演、国际论坛、商品展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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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信息有效期：2020/10/31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双流体育产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黄禄全

联系方式： 17308073838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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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农博园主展馆

项目场景
天府农博园

需求类别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天府农博园主展馆

项目总投资额17亿元，占地约202亩，建筑面积约13.18万平方米。涵盖会议中

心、农博展馆、农耕文明博物馆、文创孵化、商业街等办会办展设施。其中1号馆会议

中心3.1万平方米，包括会议室、宴会厅、多功能厅共计18间，2、3号馆农博展场建筑

面积约1.58万平方米，4号馆天府农耕文明博物馆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5号馆总

部办公、文创孵化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举办国际展演、国际论坛、商品展示等活动。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四川天府农博园投资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  健

联系方式： 18702852332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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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景
天府农博园

需求类别
展会合作举办

名称
天府农博园主展馆

项目总投资额17亿元，占地约202亩，建筑面积约13.18万平方米。涵盖会议中

心、农博展馆、农耕文明博物馆、文创孵化、商业街等办会办展设施。其中1号馆会议

中心3.1万平方米，包括会议室、宴会厅、多功能厅共计18间，2、3号馆农博展场建筑

面积约1.58万平方米，4号馆天府农耕文明博物馆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5号馆总

部办公、文创孵化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国际国内知名展览公司共同合作农业展览项目。

天府农博园主展馆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四川天府农博园投资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  健

联系方式：18702852332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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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菜棚子林盘

项目场景
天府农博园

需求类别
合资合作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岷江菜棚子林盘

位于羊马河与西河之间，风光秀美。当地政府对原有20户老民居进行了修旧如旧

的保护，有选择地对林盘按照“就地取材、修旧如旧、乡村风味、保护改建”的思路

进行保护建设，营造现代农村新型社区、近代农村林盘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谐相融的

格局，并由此探索林盘保护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集中展示“川西林

盘”的特有风貌。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第三方合资合作，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突出乡村生活场景、旅游消费场景、

创新创业场景招商。同时，结合兴义林盘文化、农耕文化，开展林盘游学、农耕体验

等活动，进一步盘活林盘闲置资源。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兴义镇综合办 

联  系  人：熊玲娟

联系方式： 13488918211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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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景
天府农博园

需求类别
合资合作

名称
场镇斑竹林街

斑竹林景区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兴义镇，是天府农业博览园的核心配套区，距成都

市区25公里，新津城区9公里。已建成面积约1500亩，距今已有230余年历史，是四川

省生态旅游示范区、成都50佳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目的地，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仅有的市

级森林公园和保持最为完好的生态林盘。拥有桢楠、香樟等国家级珍稀林木，红隼、

雀鹰、白鹭等70余种珍稀动物。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突出以人为本和促进居民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转变，以推

进旅游景区产业有机迭代升级,通过招引商贸零售、特色餐饮、现代休闲、生活服务等

业态，全力打造“文商旅会”融合的高品质街区。

场镇斑竹林街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兴义镇综合办

联  系  人： 熊玲娟

联系方式：13488918211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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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河果园子社区

项目场景
天府农博园

需求类别
合资合作  活动策划举办

名称
张河果园子社区

依托40亩闲置村集体建设用地和社区民居，新津在农博园核心区张河果园子社区

打造了“农博园·集趣·共享农庄”。该项目引进了斯维登、途远、途家、途礼等品牌企

业，形成“三途一斯”共享农庄模式，实现了带动10余户村民将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

民宿和特色餐饮，形成乡村旅游全产业链体系，成为成都近郊新兴网红打卡地和乡村

旅游精品民宿新IP。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与第三方数字化运营公司合作，打造未来社区、智慧社区，通过数字化运营平台

实现乡村资源、产业主体、城市市场、社区群众精准对接和互通互联，营造新乡村产

业发展新场景，打造“微度假”会奖旅游目的地。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兴义镇综合办 

联  系  人：熊玲娟

联系方式： 13488918211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18

项目场景
IP特展活动（待定）

需求类别
活动场馆

名称
漫威复仇者联盟互动体验站

基于励翔股份与华特迪士尼、新加坡城贸的IP特展合作，定位为结合西部旅游城

市属性，全面升级旅游产品市场消费格局，重点发展以IP串联内容生态、实现经济效

益与文化效益的双重回报，打造以“IP+N”的多内容生态嘉年华文创特展产业。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景区的展览场地，展览需求面积2000平方米，层高4米以

上。

漫威复仇者联盟互动体验站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励云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陈  蕾

联系方式：15881168786

信息有效期：2020/9/30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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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G产业创新峰会
暨黑科技马拉松JUNCTION X成都

项目场景
天府新区

需求类别
合资合作

名称
全球5G产业创新峰会暨黑科技马拉松

JUNCTION X成都

由成都励翔会展有限公司、成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四川省5G产业联盟联合主办

的全球5G产业创新峰会暨黑科技马拉松JUNCTION X成都大赛拟于今年7月17日—

19日在成都举办。该活动将包含开幕式、主题演讲、专题论坛、黑科技大赛等内容，

以“会+展”模式，在活动现场拟设5G应用成果展、5G终端设备展、黑科技互动展三

大5G展区。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与活动落地相关内容匹配的资源合作方。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励翔会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樊东姣

联系方式： 18600242117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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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景
线上

需求类别
线上会务管理工具合作

名称
成都-日本动漫产品线上展示展售新场景

成都青年宏图咨询有限公司与主承办方成都动漫产业协会和成都国际商会合作打

造成都-日本动漫文创产业线上博览新场景，提供数字化会务工具应用支持，搭建线上

会场，打造全新观展体验，实现成都-日本动漫产品线上展示展售新场景。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与主承办方成都动漫产业协会和成都国际商会合作，提供数字化会务工具应用支

持，实现成都-日本动漫产品线上展示展售新场景。

成都-日本动漫产品
线上展示展售新场景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青年宏图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陈  涛

联系方式：18140092110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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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景
线上

需求类别
线上会务管理工具合作

名称
2020成都体育消费博览会暨成都体育运动及

健身展览会数字化线上会展（CGS成都体育

消费暨健身展小程序）

成都青年宏图咨询有限公司与主承办方成都德纳展览有限公司合作为2020成都体

育消费博览会暨成都体育运动及健身展览会提供数字化线上会展，帮助参展商、观众

打破时空的限制，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各类参展商、专业观众、大众消费

者精准分发感兴趣的行业资讯、体育产品、赛事活动、论坛会议、供需信息等，有效

促进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办展，从线上展示辅助线下展会实现更高效的决策和交流。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与主承办方成都德纳展览有限公司合作,实现需求对接、数字化营销、分发行业资

讯、商品展示、赛事活动、论坛会议、话题发布等，促进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办展，链

接2020大运会，倡导推动全民健身，引领市民关注2021大运会在成都举办。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青年宏图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  涛

联系方式： 18140092110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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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景
线上

需求类别
线上会务管理工具合作

名称
对外贸促双线融合赋能论坛活动——成都-加拿大

经贸交流合作会展新场景

成都青年宏图咨询有限公司与主承办方加中贸易理事会、加拿大驻重庆总领事馆

商务处和成都国际商会合作，提供数字化会务工具应用支持，利用线下会场+线上会场

融合形式，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贸促场景，链接成都本地、国内区域性企业和加拿

大贸易代表团、企业参与交流。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与主承办方加中贸易理事会和成都国际商会合作，提供数字化会务工具应用支

持，实现国际贸促项目线上线下融合，推进成都中外经贸高效交流。

对外贸促双线融合赋能论坛活动——

成都-加拿大经贸交流合作会展新场景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青年宏图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陈  涛

联系方式：18140092110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2020成都体育消费博览会暨成都体育运动

及健身展览会数字化线上会展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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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融创国际会议中心

项目场景
成都融创文旅城

需求类别
场地运营

名称
成都融创国际会议中心

位于成都都江堰市“成都融创文旅城酒店群”，为都江堰市最大的会议中心。总

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总投资4亿元，由2000平方米的无柱式“天府”宴会厅和

11间可灵活分隔的多功能会议厅组成，可同时容纳2600人开会、用餐。除满足会议功

能外，国际会议中心还拥有2500平方米的户外草坪，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各类大型会议

和社交宴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3. 参与行业内活动露出，增加市场曝光频次，提高商务合作成交率；

1. 引入商务合作伙伴，举办国际展演、国际论坛、商品展示等活动；

2. 制定会展引入奖励政策，吸引买家和第三方落地都江堰；

4. 联合各个行业协会，定期举办区域性的车展/婚博会等，场馆增加活跃度。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成都融创万达文华及嘉华酒店

联  系  人：冯智华

联系方式： 13566569769

信息有效期：2020/12/31

24

项目场景
都江堰

需求类别
活动承办

名称
2020中国（成都）国际会议发展大会

2019年中国国际会议发展大会以“发展国际会议·建设国际会展之都”为主题，通

过全体大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都国际会展之都建设专题研讨会、成都国际会议

专题培训班、项目对接洽谈会以及成都会奖资源考察等形式，进一步推广和宣传了我

市会议产业建设，拓宽了国际会议资源网络。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合作伙伴承办2020中国（成都）国际会议发展大会。

2020中国（成都）

国际会议发展大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北京亿文思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闫  伟

联系方式：13601371663

信息有效期：2020/9/30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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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物馆小镇

项目场景
安仁古镇

需求类别
企业入驻

名称
世界博物馆小镇

作为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安仁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文物保护示范

小镇、首批全国特色小镇、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都市四个音乐小镇之一，拥有

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最大的公馆群落（保存

完好的民国公馆27座）、博物馆（展示馆）47座，馆藏文物800余万件，国家一级文

物440件（套），文物保护单位16处。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以博物馆为依托，根据不同的展览类型，引入与博物馆产业配套的上游内容制作

产业链。

征集对象：在艺术品生产、手工艺制作、影视制作、音乐制作、AR/VR等科技研

发、会展运营、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引入第三方经验丰富的运营机构或企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大邑县安仁文博产业功能区管委会

联  系  人：姚  迅

联系方式： 17708007132

信息有效期：长期有效

26

项目场景
安仁古镇

需求类别
基础设施建设

名称
世界博物馆小镇

安仁古镇已建成中国首个公馆式精品博物馆——华公馆、《国家宝藏》首个线下

体验馆，植入了各具特色的威士忌博物馆、莱卡相机博物馆、方知书房、咖啡博物馆

等“泛博物馆”，打造了竹编、油纸伞、辣椒铺等非遗手工艺店和特色风物小店等微

特博物馆，将建成100座博物馆，形成泛博物馆+微特博物馆两大类型，成为全国最大

规模的博物馆聚落。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引入第三方建设机构进行规划建设文化型基础设施、高端旅游配套设施；小型商

业店铺，文化娱乐，综合性商店、旅游服务等公共设施；与文创产业发展匹配的慢行

系统和绿道体系。

世界博物馆小镇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大邑县安仁文博产业功能区管委会

联  系  人： 姚  迅

联系方式：17708007132

信息有效期：长期有效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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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物馆小镇

项目场景
安仁古镇

需求类别
企业协作

名称
世界博物馆小镇

安仁古镇致力于建设西部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西部文化藏品拍卖中心、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三大国家级功能中心，搭建高频头部流量，协同衍生，逐步发展汇集会议会

展、鉴定评估、拍卖交易等于一体的完整文博产业链。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合作对象：能够提供相关平台技术及支撑的企业。

建设国际交流平台、商贸交易平台、信息发布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品牌推广平

台、众创孵化平台等服务平台。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大邑县安仁文博产业功能区管委会

联  系  人：姚  迅

联系方式： 17708007132

信息有效期：长期有效

28

项目场景
安仁古镇

需求类别
企业协作

名称
世界博物馆小镇

未来，安仁古镇将围绕“世界博物馆小镇”目标定位，强化博物馆IP，开辟文

博、文创、文旅“三文”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以文博旅游、文博艺术为主导产业，

紧扣文博创造品牌、产生推力，文创完善内容、延展产业，文旅导入流量、创造收益

的产业闭环构建，构筑文博、文创、文旅“三文”融合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国家文创

文博产业集聚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项目简介

需求内容

征集对象：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博物馆投资运营商。

通过会议论坛、鉴定评估、拍卖交易、新兴体验等新科技形式、新展示方式、新

体验方式来推广博物馆。

世界博物馆小镇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大邑县安仁文博产业功能区管委会

联  系  人： 姚  迅

联系方式：17708007132

信息有效期：长期有效

成都市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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