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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以来，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已经成

功举办十七届，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陶瓷领域内集

展示贸易、文化交流和贸易投资于一体的国家

级、国际化最佳平台。特别是近五年来，开放创

新的瓷博会让每一位参与者每一年都能感受到

不一样的新意和惊喜。

2016年，瓷博会围绕信息发布、成果孵化、贸

易成交和促进文化交流等相关内容，策划、安排了

20 多项配套活动。其中，重点峰会包括“第二届

中国陶瓷电商峰会”“景德镇与‘一带一路’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把“互联网+陶瓷产业”作为主题，

为中国陶瓷电子商务聚集发展、抱团发展和特色

发展搭建中国陶瓷产区之间交流合作平台。

2017 年瓷博会举行期间，有近千家国内外

品牌陶瓷企业和 3000 余名中外客商到会进行展

示贸易，境外参展商邀请了来自德国、荷兰、英

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

港台地区的 23 家企业参展，展会无论规格、规

模、品位都胜过往届，体现了世界陶瓷的发展潮

流和水平。

2018 年，瓷博会展馆布局主题突出，注重信

息化、高科技、整体性的展示理念。大亮点莫过

于引进的由猎豹移动公司生产研发的智能机器

人讲解服务，当时这在全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的陶瓷专业展会

服 务 中 尚

属首例，突出体现了此次瓷博会人性化、标准化

和高科技特色的规范服务理念。

2019 年，瓷博会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

信息技术，通过采集瓷博会参展企业，以及新中

国成立 70 年以来景德镇生产的国礼用瓷图片、

文字和影像等，对参展企业和国礼用瓷进行立体

式、全方位的展示，有力地提升了瓷博会数字化

展示水平。

2020 年，瓷博会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与天猫电商平台合作，打造“云瓷博

会”，展馆内搭建一个 800 平方米的官方直播基

地，助推参展商开展线上销售渠道。同时，还开

设“主播带您逛瓷博”专题栏目，由多名行业知名

主播在展会现场，与参展商直接交流互动；开设

“匠人匠心”专题栏目，邀请陶瓷匠人、陶瓷非遗

传承人在直播间讲述和分享陶瓷品牌的发展历

程，对企业产品进行文化赋能。

细数对历届瓷博会参与者的采访，“升级”

“新意”“前沿”等关键词几乎每一年都会重复

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届瓷博会的可喜变

化和不断创新，已经成为景德镇城市发展品牌

形象的一个缩影，它们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告

诉大家：一个全新的景德镇正

走向世界。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十四

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

“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的殷殷嘱托，景德

镇直面“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景德镇，怎样建

设好景德镇”的时代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在 9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景德镇市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上，景德镇吹响了全力实施“五新”

战略行动的奋进号角。“五新”指的是新型人文

城市新范例、特色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域融合

发展新格局、共同富裕实践新范本、对外文化

交流新平台。而本届瓷博会正是景德镇实施

“五新”战略行动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的

生动实践。

除了大力发展陶瓷会展经济，打造“全天

不下线、全年不落幕”的瓷博会。景德镇未来

五年在对外交流、交易合作方面做了具体规

划。据介绍，景德镇将充分发挥与 72 个国家

180 多个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的优势，用好“世界

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联合国海陆丝绸之

路城市联盟等平台，大力推动陶瓷文化“走出

去”，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展示、国际合作办学、

国际研学游学，积极参与感知中国、中国文化

走出去、今日中国等外事外交文化活动。高标

准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全力创建“东亚文

化之都”，让世界通过景德镇这个窗口更加真

实、立体、全面地了解江西，了解中国，打造对

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加快建设国际陶瓷博览

交易中心，积极发展陶瓷跨境电商，搭建集产

品发布、评估鉴定、交易结算等功能为一体的

国际陶瓷博览运营平台，形成线下园区生产、

线上全球供货的陶瓷产品贸易格局。

促进文旅融合品牌发展是景德镇加强对

外交流的又一有力抓手。景德镇将充分发挥

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动陶瓷、文化、旅

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艺术化、时尚化、景区化“三化驱动”，开展文化

大挖掘、促进文旅大融合、塑造地域大特色、创

建统一大品牌，壮大陶瓷旅游经济，构建以陶

瓷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重点

实施好“国际瓷都·优质旅游”文旅融合计划，

提升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培养一批旅游专业人

才、推进一批重大旅游项目、打造一批精品旅

游线路、创建一批旅游景区品牌、培育一批旅

游新业态、引进一批知名旅行社，大力完善文

旅产业链，高品质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城市，唱响“国际瓷都”旅游品牌，打造世界

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

蓝图已然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小写的

“china”瓷 器 ，诉 说 着 大 写 的“CHINA”故 事 。

未来的景德镇，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瓷都的新风貌，续写新时代景德镇

发展的新辉煌。

活动名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景德镇陶瓷作品展

国家试验区建设成果主题展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实验区发展高峰论坛

2021瓷博会走进日本线上精品展开幕式暨景德镇陶瓷

“直采会”

景德镇市先进陶瓷成果展

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

首届“高岭·中国村—竞茶、竞器、竞水”大赛

第六届“金葵花”杯中国（景德镇）原创陶瓷艺术大赛

《敦煌瓷画》2021第四届中国瓷画双年展

景德镇城市礼物发布（开幕式议程之一）

景德镇上海首届“瓷语”交流展

人民江山·瓷画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全国新文艺群体陶瓷绘画作品展

“CHINA”实景演出及景德镇记忆风情演艺街系列活动

第二届国际陶瓷工艺健身大赛

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发布会

景德镇历代瓷窑博物馆陈列大纲专家研讨会暨景德镇

明代葫芦窑复烧点火

时 间

10月 18日至24日

10月 18日至30日

10月 18日 14：30

10月 18日

开幕式：15:00-17:00

10月 18日至24日

10月 18日至22日

开幕式：10月 18日 14:00

10月 18日至22日

颁奖典礼：10月 19日 10:30-11:30

9月 1日至 10月 24日

颁奖时间：10月 20日 9:00-12:00

10月 18日至 11月 18日

酒会：10月 23日 19:00

10月 18日 9:18-10:18

10月 16日至20日

开幕式：10月 16日 9:00

10月 22日至 11月 30日

开幕式：10月 22日 9:30

10月 17日至22日 19:30

开赛仪式：10月 20日 8:00

10月 19日 10:18

10月 19日 9:30-11:28

地 点

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B馆二楼

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

景德镇陶瓷大学

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三楼报告厅

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式：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大厅

展览：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1号临展厅

高岭·中国村

浮梁茶海-大唐茶市

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6号馆

昌南美术馆

陶溪川发布大厅

名坊园

福美术馆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大厅

昌南新区名坊园

浮梁县湘湖镇进坑村

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B2馆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主办单位

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国家试验区管委会

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江西日报社、景德

镇陶瓷大学

江西省贸促会、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招商银行总行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商务局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景德镇市瓷局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国内联络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艺

术委员会、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景德镇市委、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昌南新区

景德镇市体育局（体育总会）、浮梁县

景陶集团

景德镇市文旅局

昌江潮涌，盛会登场。10 月 18 日至 24 日，2021 中国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以下简称“瓷博会”）如约而至，

景德镇再迎八方宾朋，共览瓷业盛景。作为一个国家

级、国际化的专业品牌博览会，第十八届瓷博会将汇聚

当今陶瓷领域的最新科技、最新创意、最具特色的产品

前来展示、交流和贸易，同时还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合运

营让人们在云上参展，让全球陶瓷产商在云端握手。一

场以瓷为媒、文化搭台、产业唱戏的陶瓷盛会正向世界

彰显千年古镇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展现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瓷都勇担当、敢作为的

新风貌。

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重点活动推荐

“ ”景 “ ”瓷携 手 共携 手 共 如如 美好美好

—写在 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之际

林 立 余 辉/文 （本版图片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提供）

“十一假后看瓷博”，这是景德镇陶瓷

从业者赵金亮在朋友圈里写的一句话。

他告诉笔者，瓷博会已经成为陶瓷艺术

家、从业者们了解陶瓷艺术、产业发展方

向大会，每一次参加都会感觉不虚此行。

“瓷博会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认识了

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而且现在很多央

媒省媒都在关注今年瓷博会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感觉瓷博会越办越好了。”

据了解，第十八届瓷博会的活动安排

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实际内容方面，都

力求体现了“更高、更新、更炫”的主题。

为此，本届瓷博会专门策划了“一会、两

展、两发布、十大活动”等主要及配套活

动。“一会”就是打造永不落幕的瓷博会，

引领陶瓷文化产业链提升与发展。“两展”

指的是紧扣时代主题办好两场展览：一场

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陶瓷作

品展；一场是国家试验区建设成果展。“两

发布”即景德镇城市礼物

发 布 ，这

是首次面向全球海选出代表景德镇城市

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礼物，包括一份伴手

礼、一个精品景区、一场文化大戏，开幕当

天还将举办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发布

会。“十大活动”主要是聚焦投资贸易、交

流交易的专场活动，包括云上瓷博会、产

业招商推介会、陶瓷专场拍卖会、商企供

需对接会、瓷博会走进日本线上精品展、

陶瓷艺术作品展、书画展、陶瓷原创艺术

大赛、陶瓷知识产权保护论坛、王者之器

——明代藩王用瓷特展等十大专题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瓷博会展览展示

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较去年增加了 1 万平

方米，规模已恢复到疫情前。按照“更高、

更新、更炫”的要求，本届瓷博会邀请了专

业团队针对现场氛围进行了高标准设计，

在充分结合陶瓷专业展会特色的基础上，

进 一 步 凸 显 瓷 博 会 国

家级、国际化层次和规格。在众人关心的

疫情防控方面，本届瓷博会也严格制订了

《202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暨应急处置预案》，确保防

控要求严格到位、防控机制严密到位、防

控举措严实到位。

此外，本届瓷博会还将借力全省旅发

大 会 的“ 三 宴 (瓷 、茶 、村)、十 景 、两 场 演

艺”成果,以及三宝艺术节、昌南里音乐节、

陶阳里旅游节、瓷茶艺术节、艺术在浮梁、

陶溪川春秋大集、景德镇记忆风情演艺等

系列促进商贸、文旅融入发展的精彩配套

活动，把瓷博会办成“高新炫”的陶瓷嘉年

华，力争让与会者能有耳目一新的体验。

一场可品味、可对话、可触摸、可体验的“高

新炫”陶瓷嘉年华就在眼前。

办一场“高新炫”的陶瓷嘉年华

勇拓对外交流新局面

古窑民俗博览区举办古窑民俗博览区举办
龙缸窑开窑仪式龙缸窑开窑仪式

高岭高岭··中国村大唐茶市表演现场中国村大唐茶市表演现场

瓷博会上国外艺术家吸引了许多宾客瓷博会上国外艺术家吸引了许多宾客 往届瓷博会游人如织往届瓷博会游人如织

春秋大集盛况春秋大集盛况

御窑历史街区御窑历史街区

瓷博会上创新彩瓷瓷博会上创新彩瓷

吸引了众多游客吸引了众多游客

盛装迎盛会盛装迎盛会本届瓷博会先进陶瓷展区本届瓷博会先进陶瓷展区

走向国际的文创街区走向国际的文创街区——陶溪川陶溪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