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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落实我省 2020 年境外展支持政策，对省级重点支持展给予展位费和人员费 80%以内的补

贴，对外贸企业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参加省级重点支持的境外展会并已实际发生展位费用支

出的，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对我省企业参加 2020 年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位费予

以全额补贴。 

来源：安徽省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科学防控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促进商务经济稳定发展的通知》 

 

福建省 

厦门市 

提高开拓国际市场扶持力度。外贸中小企业年度扶持额度为 20 万元，境外展会展位费定

额补助标准分 2.2 万元、2.7 万元两档。在疫情影响期间，对因疫情影响导致境外展会取

消或被展会所在国（地区）限制入境，无法参展且展位费用无法退回的企业，仍按展会定

额补助标准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企业损失的展位费。（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

局） 

来源：厦门市政府网《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外

贸企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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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经济开发区 

参展风险补偿。对已签订参展合同并已缴纳展位费用的企业、因疫情无法参展(因主办方原

因取消的不列入)，按照参展企业实际支付的展位费用给予 50%的财政补贴，单家企业最

高补助限额 5 万元。（责任单位：科技经济发展局） 

来源：泉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门户网站《中共泉州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泉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十六条措施的通知》 

 

 

广东省 

潮州市潮安区 

对列入年度市级重点境内外展会目录并已支付参展费用而因疫情无法参展的按展位费 40%

给予补助，每一展位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 万元，每家企业每一展会补助最多不超过 4 万

元。 

来源：潮安区政府网《【权威】潮安 20 条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佛山市高明区 

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展。对受疫情影响，已支付境外展会展位费但被迫放弃参展的，视为已

参展企业同等享受区级支持企业参展参会的政策扶持。 

来源：佛山在线《支持企业共渡难关 高明十五条硬核措施出台》 

河源市 

大力支持外贸外资企业发展。对已缴纳展位费用、因疫情不能正常参展造成损失的外贸企

业，按其实际损失展位费用的 80%予以财政补助。 

来源：河源市新闻网《河源市出台助力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17 条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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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支持企业开拓境外市场。对参加 2020 年江门市重点展览计划内的境外展会的企业，因疫

情影响放弃参展且已支付展位费不能退回的，仍按照《江门市外经贸发展资金（扶持项目

方向）实施细则》的标准，给予展位费补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来源：江门市政府网《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梅州市蕉岭县 

对已付费报名参加境外展会，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参展的，县财政全额补助。（责任单位：

县科工商务局、县卫生健康局、县财政局） 

来源：蕉岭县政府网《蕉岭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措施的通知》 

汕头市 

对列入年度市级重点境内外展会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

不能参加展会的，按展位费 70%进行补助；每个展位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每家企

业在同一展会中以三个展位为补贴上限。（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来源：汕头市政府网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汕头市潮南区 

加强外贸支持。对列入年度市级重点境内外展会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

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展会的，市按展位费 70%补助，区按 10%进行配套补助；每个展位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 万元，每家企业在同一展会中以二个展位为补贴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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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南区政府网《汕头市潮南区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产复工若干措施》 

汕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对列入年度市级重点境内外展会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

不能参加展会的，按展位费 30%进行补助；每个展位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 万元，每家企

业在同一展会中以三个展位为补贴上限。因受疫情影响，企业无法按时向境外客户交付产

品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口企业申请，协助企业取得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责任单

位：经济发展局) 

来源：汕头高新区网站《关于印发<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支持企业参加进出口展会。落实参展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重

点境内外进出口展会；对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赴境外参展,但在疫情响应期前已支付且确实

无法追回的费用,按有关政策规定比例和限额给予补贴。 

 

贵州省 

贵阳市 

因疫情影响不能履行境外参展合同的，根据实际情况按现行政策予以补贴。 

来源：贵阳本地宝《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稳定发展若干措施

的通知（官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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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国际展览会。落实河北省 2020 年境内外百展市场开拓计划重点展会支

持政策，应补尽补。对河北省外贸企业在境外组展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原因被迫放弃参

展，经协调境外主办方仍不予退款的，参照百展支持标准，对展位费给予支持。（省商务

厅、省贸促会、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来源：河北省商务厅网站《关于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河南省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赴境外参展，但在疫情响应期前已支付且确实无

法追回的费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来源：河南省政府网《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外经贸

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吉林省 

继续对我省外贸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给予支持。对参加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境外展

会，因疫情防控未能参展并无法退回展位费用的外贸企业，给予一定支持。对参加年度境

内外展会的国家级贫困县企业，适当提高支持比例。（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来源：吉林省政府网《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稳外贸稳外

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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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常州市 

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展会，无法退款或不能延至下届参展的，给予

一定补贴。 

来源：扬子晚报网《六项举措全力支持，常州外资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 90%》 

淮安市 

加强外贸支持。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境内外展会的，给

予展位费 50%的补助，对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险货物贸易险当年实缴保费给

予 50%的保费支持，单个企业年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

政局) 

来源：淮安工业园区网站《市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南京市江宁区 

对我区外贸企业因疫情导致的拒签、停航等原因无法赴境外参展，且于疫情响应期

前支付参展费用、发生实际损失的，视同参展按实际支付展位费给予 70%的补助；

对当年实际赴境外参加各类展会，展位费支持比例统一提高到 80%，对已享受省市

两级展位补贴的，不足 80%部分，予以不足。（责任单位：区商务局、财政局，各

街道、园区） 

来源：江宁发布公众号《江宁推出 20 条促进中小微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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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 

支持企业境外参展。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做好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的指导和服务

工作。对于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参展并已发生展位费用的外贸企业，经认可的组展

机构出具有效证明，仍按照原补助标准给予展位费补贴。简化企业申报材料，帮助

企业减少损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来源：南通市政府网《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

展的十二条政策意见》 

南通海门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支付了境外参展费用后无法赴境外参展的，按不超过实际参展支出费用

的 50%给予补助。对当年实际赴境外参加各类展会的我市企业，展位费支持比例统一提高

到不超过 80%。 

来源：海门日报 《海门市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十二条意见》 

宿迁市 

提高参展扶持比例。对企业参加市贸易促进计划内的境外展会，对展位费扶持比例由原来的

80%提高至 90%，对重点展会的人员费，也将给予补贴。此外，因疫情影响不能参展且组

展方不退款的，将对企业损失的展位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 

来源：宿迁市政府网《宿迁财政加大扶持力度，助力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健康发展》 

苏州市 

对已发生的境外展会展位费用给予补贴。对于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参加境外展会并已

发生展位费用的外贸企业，可参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推进商务高水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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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苏府办〔2019〕127 号）中境外参展条款，给

予相应补贴，帮助企业减少损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来源：苏州市政府网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

业稳定发展的政策意见》 

无锡市 

对我市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赴境外参展，且于疫情响应期前支付参展费用、发生实际损失的，

给予不超过实际支出 50%的补助。对当年我市企业实际赴境外参加各类展会，展位费支持

比例统一提高到不超过 80%。组织线上展会，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对受疫情影响而经营困

难、亏损严重的外贸企业给予适当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局、贸促会、财政局） 

来源：人民网-江苏频道 《无锡出台 20 条惠企政策 将减轻企业负担超 50 亿》 

徐州市泉山区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协助企业向贸促会申请

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帮助企业减少损失；对已报名付费参加境外展会，因疫

情影响不能参展的，贸促计划内以及贸促计划外经上级商务部门认可的，仍按原标准予以补

贴等。 

来源：中国江苏网 《徐州泉山区出台惠企 28 条政策》 

镇江句容 

对我市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赴境外参展，且于疫情响应期前已支付参展费用并

无法退还的，给予实际损失 80％的补贴（包括省市级）。（责任单位：市商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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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句容市政府网《中共句容市委 句容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

持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 

 

江西省 

外贸企业参加《2020 年江西省商务厅境外重点展会计划》的展会并已支付相关费

用，因疫情影响不能参展的，对其发生的展位费给予 100%补贴。 

来源：江西生活网《江西部门 10 条措施应对疫情稳外贸》 

 

辽宁省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履行一季度出口合同并获得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的企业，

按规定给予金融政策扶持。 

来源：辽宁日报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做

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若干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 

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或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在疫情期间积极参加境外展会。对因疫情无法出国

参展并已预交相关费用的外贸企业，经协调境内外组展机构仍不予退款的，对展位费予以

一定比例补贴。 

来源：内蒙古商务厅网站《商务厅 23 条举措支持商务企业健康发展》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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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 

加大对外贸企业开拓市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调动外贸企业积极性。对我市外贸企业已支付

的境外展会展位费，因为疫情被迫放弃参展的，展位费继续给予支持。 

来源：济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济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场新闻发布会【总第

171 期】》 

滨州市 

对已缴纳展位费用、因疫情不能正常参展造成损失的外贸企业，按照实际参加展会的

有关规定给予财政补贴。（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来源：鲁中晨报@滨州 《滨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共同

应对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十二条政策的公告》 

东营市 

对已报名付费参加境外展会，因疫情影响不能参展的，仍按原标准予以补贴。 

来源：东营市政府网《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 

青岛市城阳区 

补助中小外贸企业参展费用。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参加境外展会的，对企业已支付且确实

无法退回部分的展位费按 50%给予补助。（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来源：城阳区政府网《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促进稳健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烟台市 

对已缴纳展位费用、因疫情不能正常参展造成损失的外贸企业，按照实际参加

展会的有关规定给予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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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烟台市工业信息化局网站《应对疫情，支持企业渡难关、稳发展——我

市出台 12 条优惠政策》 

淄博市 

对已付费报名参加境外展会，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参展的，仍按原标准补助。(责任单位：市

商务局、市财政局) 

来源：淄博市政府网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

产政策措施〉的通知》 

 

陕西省 

对于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参展并已发生展位费用的外贸企业给予补贴。 

来源：商务部网站《陕西省商务厅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商务运行平稳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 

青浦区 

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对列入年度区级财政预算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

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境内外专业展会的，按展位费全额补助。补助目录外的展会，经

认可的组展机构提供证明，给予展位费 50%比例的补助。 

来源：上海市政府网 《青浦区发布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青“惠”十七条》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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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 

对参加在国（境）外举办的国际性或地区性展览会，在省上对展位费、国（境）外场租费等

给予不超过实际发生额 70%补助的基础上，市级财政再补助 30%。对已缴纳展位费用、因

疫情不能正常参展的购置展位费用，按照实际参加展会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指导帮助受疫

情影响无法履约的外贸企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帮助企业减轻疫情带来的损失。加大

对我市外经贸企业开展国际贸易融资贴息力度，在原有基础上提升 10%，贴息资金由市、

区（县）财政承担。（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自贡海关；各

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来源：四川省政府网 《自贡市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支持中小微企业

共渡难关的十条措施》 

 

天津市 

对已发生境外展会展位费用给予支持。对于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参加境外展会并已发生展

位费用的外贸企业，继续给予展位费一定比例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务局） 

来源：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市外贸办关于印发〈天津市积极应对疫情稳定外贸企业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 

 

浙江省 

《浙江省商务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期间进一步做好境内外国际性展会防疫工作的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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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八条意见》对我市

因疫情被迫放弃参展的外贸企业给予展位费补助。 

宁波市鄞州区 

《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发展的十条政策意见》给予

企业展位补助。对已付费报名参加境外展会，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参展的，仍按原应展标准补

助。 

湖州市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八条意见》 

对市本级企业疫情期间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如期参展的企业给予补助，对列入当年度展会

目录的给予 100%的展位费补助，对展会目录外的给予 50%的展位费补助。疫情期间展位

费及原先政策展位费补助合计每家企业不超 30 万元。三县企业参照执行。 

湖州市长兴县 

《长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加强外贸支持。对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前期已经支付参展费用，不能参加境外国际专业展

会的，经认可的组展机构提供证明，给予展位费 80%的补助。 

金华市 

《金华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意见》

提高外贸参展补助。按照“能展尽展、全力促展”的原则，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境外展会。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间，已支付展位费用却未能参加的，按照参展的标准进

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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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十八条意见》加大外贸支持力度。支持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列入商务、贸促会系统和市本级补助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

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展的，按展位费全额补助；补助目录范围外的展会，经认可

的组展机构提供证明，给予展位费 50%补助。对 2020 年度企业参加的境外国际性展会，

亚洲地区每个展位定额补助 3 万元，其他地区（含西亚）每个展位定额补助 4 万元，每家

企业年补助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至 60 万元；企业参加国内国际性展览会（不含广交会），

每个展位定额补助 0.8 万元，每家企业年补助上限由 8 万元提高至 16 万元。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民营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对外贸企业因疫

情影响取消境内外参展的，给予展位损失费 50%的补助。  

衢州市 

《衢州支持参与防疫物资生产的相关企业和受肺炎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企业的十条

措施》列入年度各级财政补助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

能参加境内外专业展会的，按展位费全额补助。补助目录外的展会，经认可的组展机构提供

证明，给予展位费 50%比例的补助。 

绍兴市 

绍兴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

关的二十条政策意见》给予境内外展会参展企业费用补助。列入年度重点支持目录的境内外

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展的，给予 100%展位费补助；重点支持

目录外的展会，经认可的组展机构提供证明，给予参展企业 50%展位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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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来源：浙江省贸促会官方网站 各级政府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参展的相关政策（截至

2 月 8 日） 

杭州市萧山区 

给予参展费用补助。对列入商务、贸促会系统补助目录范围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

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展的，按展位费全额补助。补助目录范围外的展会，经认可的组展

机构提供证明，给予展位费 50%补助。 

来源：浙江新闻 战疫·萧山直击丨惠企政策“组合拳”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嘉兴港区 

企业计划参加的境内外专业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的，经认

可的组展机构提供证明，由主管部门认定后按展位费全额补助。 

来源：嘉兴在线 积极应对疫情！嘉兴港区出台十二条政策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嘉兴市海盐县 

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年度参展目录内的展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支付参展费用后不能参

加境内外专业展会的，按原展位补助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年度参展目录外的展会，经认可的

组展机构提供证明，按原展位补助标准的 50%给予补助。 (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来源：嘉兴在线 “及时雨”来了！海盐应对疫情出台暖心扶企 21 条专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