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老字号嘉年华”主题活动表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重

点

展

会

2023 年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
组织老字号商品展销、技艺展示、文化交流。 4月

海南

海口

商务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海南省经发局 黄璀 13552924100

2023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
组织老字号商品展销、技艺展示、文化交流。 9月 北京

商务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蔡越 010-51190859

北京市商务局 刘阳

010-55579754

2023 年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组织老字号商品展销、技艺展示、文化交流。 11 月 上海

商务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赵红星 010-51190835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刘磊

18601787797

2023 年中国国际

食品餐饮博览会
组织老字号商品展销、技艺展示、文化交流。 9月

湖南

长沙

商务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永开 010-51190823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节

日

消

费

中华老字号

创新发展大会

邀请相关部门发布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

组织专家学者和老字号企业负责人开展交流对话，同

期组织老字号展览展示，打造集品牌展示、文化交流、

宣传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待定 待定 商务部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张晶 010-51190819

东北老字号

传承创新大会

设置中华老字号和省市老字号等展区，开展首届东北

老字号高峰论坛、老字号产品及辽商优质产品采购对

接推介会、东北老字号及辽商优质产品线上直播、老

字号家宴四大主题活动。

4月
辽宁

沈阳

辽宁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吉林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黑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辽宁省商务厅

易宝飞 18640288883

第五届中国（江苏）

老字号博览会

邀请全国老字号企业参加，打造集品牌推广、技艺展

示、消费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老字号盛会。
5月

江苏

南京

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江苏省商务厅

徐琳 13584061806

中国（天津）中华老

字号精品博览会
组织老字号商品展销、技艺展示、文化交流。 5月 天津 天津市商务局

天津市商务局

陈禄堃 18630989812

第十七届中华老字号

（上海）博览会

邀请全国老字号企业参加，聚焦老字号传承与创新，

集中展示老字号技艺，推广老字号品牌，促进老字号

消费。

5-6 月 上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王亚琦 18017579260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节

日

消

费

第七届中华老字号

（山东）博览会暨老

字号品牌发展

高峰论坛

展示展销老字号匠心技艺和品质产品，打造全国老字

号领域品牌盛宴。
8月 山东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商务厅

魏文胜 13969065606

中华老字号（山东）

中医药发展峰会

搭建中医药领域老字号横向交流、对外发展的交流平

台，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精华，助力中医药老

字号传承创新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讲好中

国故事。

9月 山东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山东省商务厅

魏文胜 13969065606

中华老字号（河南）

博览会暨老字号创新

发展论坛

邀请全国老字号企业参加，举办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符合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者需求的文化和购物活

动，组织举办老字号掌门人高峰论坛。

10 月
河南

郑州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商务厅

张双鑫 13703931949

河南老字号协会秘书长

程振中 18134411319

2023 中国（福建）中

华老字号传统品牌文

化节（精品博览会）

以“两岸国潮”和“海丝精品”为主线，云集老字号

企业进行展示展销，邀请台湾地区、“海丝”沿线国家

知名品牌企业进行交流展示。

10 月 厦门

福建省商务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商务局

厦门市商务局

汪大禹 13850088411

黄仙仙 18059801724

厦门市百年老字号研究院

李峰 18006008333

黄河流域老字号

嘉年华

组织沿黄省市老字号走进步行街、古商城、景区举办

展示展销活动，助力老字号集聚发展，促进沿黄城市

夜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全年 山东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山东省商务厅

魏文胜 13969065606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节

日

消

费

“数字赋能 匠心传

承”老字号数字化转

型与品牌消费峰会

组织老字号品牌焕新发展研讨会、老字号创新发展研

讨会、数字化赋能产业发展研讨会等系列研讨活动，

从数字经济与老字号的融合、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故

事、老字号企业数字化发展新动能等角度聚焦产业融

合发展，探索产业发展新机遇，展望产业融合新未来。

全年 北京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张惋婷 13522323257

zhangwanting@peopleyun.cn

阿里巴巴老字号

促消费系列活动

围绕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与“618”“双 11”等

电商大促节点，依托天猫、淘宝、天猫超市、淘菜菜

等开展时令主题促消费活动，促进老字号品牌营销，

提升品牌知名度，助力老字号企业数字化转型。

全年
线上

线下
阿里巴巴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阿里巴巴集团中国数字商业总监

韩瑜 13777975663

hy233835@alibaba-inc.com

通过线上传播、线下营销方式开展老字号促消费活动，

围绕联名款、新口味、新产品研发，加强对老字号的

服务支持。举办“舌尖去远游”主题活动，让消费者

通过盒马，足不出户，品尝各个城市的老字号美食。

全年
线上

线下
盒马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盒马（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副

总经理

任媛 13808648680

ruxin.ry@alibaba-inc.com

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购物节、外卖节、咖啡日、会

员日、超级品牌日等为主题的老字号促消费活动，助

力老字号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开展“美味珍藏馆”

活动，将老字号美食等作为数字藏品，助力老字号品

牌拓展多元营销场景。发布“放心点”榜单，为入榜

老字号商家和菜品提供流量、营销资源等扶持。开展

“时令计划”活动，通过线上专属活动及线下节庆活

动，激发老字号活力。

全年

线上

线下 本地生活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饿了么合作发展部副总经理

周洋 13811156291

zy206002@alibaba-inc.com

mailto:韩瑜hy233835@alibaba-inc.com
mailto:韩瑜hy233835@alibaba-inc.com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节

日

消

费

老字号经典美食节

组织老字号年菜节、春歌小吃文化节、端午献礼、中

秋团圆节、国庆献礼等系列活动，围绕节庆消费需求，

推出满足不同群体、不同消费场景的品类和套餐。

1-10 月 全国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蔡越 010-51190859

美团公共事务部

林小琪 15210718187

linxiaoqi02@meituan.com

老字号外卖消费季

推出免费数字化服务包，提升老字号线上外卖运营能

力。通过必点榜、神券节、年货季，以及各类节日营

销，联动老字号商户，丰富商品供给。

全年
线上

线下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蔡越 010-51190859

美团公共事务部

林小琪 15210718187

linxiaoqi02@meituan.com

抖音老字号促消费

系列活动

借助抖音生活服务“城市峰会”“心动之城”等区域大

型 IP 活动，发布区域老字号“活力指数”和“打卡地

图”，配合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有关协会，开展老字号

论坛、消费促进相关活动。

3-12 月
线上

线下
抖音生活服务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赵红星 010-51190835

抖音生活服务

冯威 13667125111

fengwei.frank@bytedance.com

施鹏 18627865223

shipeng.729@bytedance.com

“京东超市老字号”

专项促销活动

聚焦传统节日，组织开展老字号专项促销活动，深挖、

传承老字号文化内涵，实施老字号创新营销项目，助

力老字号创新发展。

端午

中秋

线上 京东

京东零售

许明杰 18810377687

bfxumingjie@jd.com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掌

门

人

直

播

“万品来潮”

我为中华老字号代言

整合全国头部电商直播机构为老字号赋能，带动全国

老字号拥抱互联网、拥抱数字化，促进老字号升级换

代、创新发展。

全年
浙江

杭州
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丁惠敏 13605816681

第三季“船说·大运

河老字号”系列活动

举办老字号国潮数字产业园开园活动，推出“船说·大

运河老字号”新故事宣传季，开展“船说·大运河老

字号”全球直播。

全年
浙江

杭州

浙江省商务厅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

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丁惠敏 13605816681

“重燃老字号”

系列活动

邀请老字号掌门人直播，打造 2023“重燃老字号”巡

回公开课系列活动，助力老字号发现新机遇和增长点，

通过品牌焕新，让老字号走进年轻人生活，传承弘扬

传统文化。

全年
线上

线下
阿里巴巴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阿里巴巴集团

韩 瑜 13777975663

章新光 13588866626

李雪晨 15140401931

心动老字号——美好

生活直播节

汇聚全国知名老字号开展直播带货活动，组织品牌掌

门人讲述品牌故事，邀请品牌传承人展示技艺，打造

全国老字号“直播+文化+消费”氛围。

全年
线上

线下
抖音生活服务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赵红星 010-51190835

抖音生活服务

冯威 13667125111

fengwei.frank@bytedance.com

施鹏 18627865223

shipeng.729@bytedance.com



类型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老

字

号

探

店

“食”力焕新——千

人探千店

邀请知名美食类、探店类创作者，因地制宜开展短视

频探店活动，推荐老字号商品，宣传老字号品牌文化

和优质产品服务。

3-6 月
线上

线下
抖音生活服务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赵红星 010-51190835

抖音生活服务

冯威 13667125111

fengwei.frank@bytedance.com

施鹏 18627865223

shipeng.729@bytedance.com

“Kuai 看老字号”

主题系列活动

通过达人直播、短视频、专题页 H5、快闪活动等形式，

展现全国老字号历史发展脉络和创新发展成果，引导

广大网友线上了解老字号魅力，促进线下消费。

5-7 月 线下 快手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赵红星 010-51190835

快手政府事务部

宋昕 18911513245

songxin@kuaishou.com

中央媒体行

深度探访老字号企业

协同中央媒体资源，组织 5-10 家重点中央媒体及主流

媒体记者走进老字号企业，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深入

实景采访，策划报道选题，讲好数字经济背景下老字

号的创新发展故事。

全年 全国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王书杰 010-51190897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张惋婷 13522323257

zhangwanting@peopleyun.cn

“年份榜单”

品质行主题活动

组织推出大众点评城市“年份餐厅榜”“年份品牌榜”

等特色榜单，为承载消费者回忆的老字号门店提供更

多展示机会，助力餐饮老字号保护与传播，为消费者

体验美食、达人探店直播提供指南。

全年
北京

南京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蔡越 010-51190859

美团公共事务部

林小琪 15210718187

linxiaoqi02@meit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