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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商务厅 二文件
福建省财政厅

闽商务 (2022) 64 号

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间货华夏行和服务贸易展会申报王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商务局、财政局(不含厦门)，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

财政金融局:

为支持我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降低拓展市场成本，不断

提升闽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将开展 2022 年闽货华夏行和服

务贸易展会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类型

(一)闽货华夏行展合

1.重点展会:综合考虑全国区域特点和我省产业、商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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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全年选择 7 场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的展会(见附件 1) ，作

为重点组织策划和举办的展会活动。

2. 交流协作展会:根据商务部、省政府工作指示，以及我

省与兄弟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对口支援等因素，

全年安排 4 场交流协作展(见附件 2 )，宣扬推介我省营商环境、

优势企业、特色产品等。

3. 一般展洽会:选择 30 场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具有一定

知名度且企业参展意愿较强的展会项目(见附件 3 )，对参加展

会的企业予以支持。

{二)服务贺易展会

根据年度服务贸易工作重点，支持企业参加 4 场服务贸易

重点展会(见附件 4 )。
二、支持对象

(一)参加闽货华夏行和服务贸易展会的企业，应在我省(不

含厦门)依法注册登记，参加的展会范围应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

展销的商品、服务应是我省企业生产或提供，并符合省级商务发

展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的其他条件。

(二)闽货华夏行和服务贸易重点展遇有展位不足时，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参展企业，予以优先安排支持:

1.落实"六稳飞"六保"要求，属于外贸出口企业拓展国内
市场的。

2. 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来自我省 23 个脱贫县的。

3. 属于我省重点扶持发展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新兴战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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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

4. 由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当地企业参加重点展会
活动的。

三、支持标准

(一)闽货华夏行

1.重点展会
(1) 由承办单位统一组织企业参展，企业自行参加的不予补

助。

(2)参展企业免交展位费、公共布展费，一般商品参展企业
安排不超过 2 个展位，机械装备类、家具类(含根雕)参展企业

安排不超过 4 个展位。

( 3)在不妨碍重点展区公共布展的前提下，鼓励参展企业自

行负责特装布展。

2. 交流协作展会

交流协作展每场以 6 个标准展位进行简特装布展，着重展览

展示和推介我省营商环境、品牌企业、重点展会、特色产品等，

以进一步宣传福建、推广闽货。

3. 一般展洽会

(1) 列入一般展洽会的 30 场展会由企业自行参加或者通过

组织单位参加，给予展位费 50%的补助。

( 2 )每场展会给予单家企业补助的展位不超过 2 个，家具、

根雕、机械类企业不超过 4 个展位。

(3) 单场展会中，核定的单家企业展位费补助金额低于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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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含)的，不予补助;核定的单家企业展位补助金额全年累

计不超过 10万元。鼓励地方政府对间货华夏行一般展洽会参展企
业给予相应支持。

(二)服务贸易展合

1.服务贸易重点展会由承办单位统一组织企业参展，企业自

行参加的不予补助。

2.参加服务贸易重点展会的企业免交展位费、公共布展费和
省团配套活动会务费，原则上每家参展企业安排不超过 2 个展位，

按每家企业现展或参会人数不超过 I人给予补助。

3. 在不妨碍重点展区公共布展的前提下，鼓励参展企业自行

负责特装布展。

四、申报程序

参加闽货华夏行一般展洽会且符合支持标准的参展企业，

应在展会结束一个月内申报(文件下发前已结束的展会，应在

文件下发之日起一个月内申报)，可以自行申报或委托组织单位

统一申报，但不得重复申报。逾期申报的，不予受理。具体如

下:

(一)申报材料

补助申报工作采取网上和纸质相结合方式。

1. 网上申报。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在展会结束一个月内登

录网站 http://www.fjtpc.cn. 在 E首页】上点击【资金申报】
进行在线申报(未注册企业应先注册)。

2. 纸质报送。完成网上申报后，应按如下要求，同时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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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初审单位报送内容一致的书式、电子申报材料各一份:

(1) 申请单位展洽会资金拨付申请表、对提交材料真实性

的承诺函，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申请单位须提交展会招展文件、展位确认书，向展会

上一级组展单位缴纳的展位费发票、银行回单等复印件。

(3) 参展企业展位、人员现场原版电子照片或视频。

( 4 )企业参展成效情况表(含企业满意度调查)。

(二)申报程序

1.初审单位在收到纸质申报材料后，结合线上申报情况，

在系统通知受理情况。对申报补助和支持的审核，依申报单位

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判定。审核中遇有存疑或材料不清的，可

以要求申报单位补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报单位应及时登录

系统了解项目受理及审核情况(系统邮件通知)。申报单位不能

在规定的期限或申报截止日提交补充证明材料的，视同无法提

交该材料。

2. 全年申报审核工作分两批次开展，其中在 6 月 30 目前举

办的展会，应在 7 月 31 目前申报;在 12 月 31 日前举办的展会，

应在次年 1 月 31 日前申报，审核情况将在省商务厅相关网站及

时公示。

(三)有关要求

1.标准展位以 9 平米界定。非标准展位按标准予以折算，
不足 9 平米的，按实际面积予以计算补助。

2.提供的招展文件需含展会名称、时间、地点及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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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招展信息。展位确认书需含展会名称、时间、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数、展位费用等信息。

3.提交的银行回单应是公对公账户付款，不得以个人账户
付款;展位费发票上应有展会名称、展位面积、展位费用等内

容。发票内容不齐全的，可由展会上一级组展单位补充证明。

4. 企业申报时可自主选择提交照片或视频，以证明参展真实

性。照片或视频的内容，应清晰反映有参加展会的企业人员在场

的展会标志、参展展位实景、展位完整据板信息(双开、三开展

位需提供正面及所有侧面榻板信息}、展位号和展品(可辨别离品

名称及包装品牌)等。联合参展需由双方企业或组展单位盖章确

认;非标准展位需提供组展单位或搭建公司盖章的展位图(识别

展位规格及面积);展位内体现其他公司名称及标准的需由双方公

司提供加盖公章的相关说明;提交的电子照片或视频应为原版，

不得经过修改处理;对提供的照片不够清晰完整的，需提供展会

会刊或主办方直接开具的合同、发票或说明(组展公司非主办方

的，需另外提供主办方说明形成证据链)。

五、监督管理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除有关政策规定、文件要

公开、公示，涉及项目采购情况应依相关规定进行公示，采贿项目

验收前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并经审核、公示等程序方可

进行项目清算拨付。

(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对展会活动行使监督权，并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适时进行抽查。驻省商务厅纪检监察组等部门依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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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规定适时对展会活动进行监督。

(三)任何单位不得弄虚作假、倒卖展位，骗取财政专项资金

补助。涉嫌骗取补助，拒不配合调查的，暂停其申请参加间货华夏

行和服务贸易展会资格直至查实情况;查实有骗取补助行为的，将

纳入公共信用平台曝光，三年内不得列为展会支持对象。

(四)存在下列情况的，不予补助: 1.近三年存在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的，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的; 2.在"信用中国(福建沪

网站上查询到失信行为的; 3.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

附件: 1. 2022 年阁货华夏行重点展会计划表
2.2022 年闽货华夏行交流协作展会计划表
3.2022 年闽货华夏行一般展洽会计划表
4.2022 年服务贸易重点展会计划表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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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闽货华夏行重点展会计划表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参展范围 批准/主办

中国商务部
绿色食品及绿色在业类展区、生态食品、预制菜、预制食品、富硕食品、地理标 中国优质在产品开发服务协告

1 第26届中国国际有机绿色食品食
5月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志产品、百年老字号、有机绿色食品配套技术与设备及生产资料类、有机食品、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告
材及商端粮油博览告 中心 有机饮品、有机调味、有机中药材、有机原料制成的药物和芳香剂产品、天然化 中国中药协告

妆品及个人护理产品、有机用品、棉织品、天然纤维和纺织品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告
北京世悔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现代家具、古典家具、定制京居、户外家具、家居饰品、家居用品、家具生产设2 第23届成都国际家具展览告 6月 告展中心、中国西 成都市人民政府

部国际博览城
备及配件、原辅材料等

中国茶叶流通协告
3 第16届中国西安国际茶业博览告 6月 西安国际合展中心 茶叶、茶具、茶丈化、茶机械等衍生产品 陕西省供销合作品社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第 116届中国目用百货商品交易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陶瓷制品、玻璃制品、家用塑料制品、厨具/;坎具/刀具/餐具、杯壶、竹本制品、
中国百货协告4 告 7月

心? 清洁用/品户、外浴/室用品、储藏/收纳、家饰/工艺品/摆件、衡具/量具、家用小电器 励展华百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休闲园艺、一次性用品等

5 第22届土海孕婴童展 <CBME) 7月 上海 母婴用品、泛母婴服务及产康、供应链‘智慧零售
英富曼展览公司
亿百媒告展(上海〉有限公司

综合展、预制告品等、中国商铁技术成就专题展、中国品牌汽车展、高新技术与
中国商井部

6 第6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告 8月 银川国际告展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告
装备展、中阿现代在业展、会议论坛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各省市著名食品企业、特色食品产业突出地区及食品工业园区、在产品加工园区 中国商业联合会

7
第31届中国食品博览告暨中国

12月 武汉国际合展中心 、龙头企业集聚地区、新食品、各地特色骨品、预制某、预制食品、风味食品、 中国食品工业协告
(式汉〉国际食品交晶告 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食品、老字号食品、全国品 湖北省人民政府

牌餐饮企业、进口食品等 武汉市人民政府



同H牛2:

2022年闽货华夏行交流协作展会计划表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参展范圃 批准/主办

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 国际馆、中国馆、陕西馆、智能制造馆、绿色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井部、中国侨联、全国工

1 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5月 西安国际合展中心 馆、文旅产业馆、乡村振兴馆

商联、中国贸促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
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国际合作馆、省区市合作馆‘现代制造业综合馆、

2 第4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洽谈会 6月 重庆 服#业综合馆、大健康产业馆喃汽摩产业馆等 12个 商务部、重庆市政府等共同主办
馆

商务部

3 第28届兰州投资贸昂洽谈告 7月 甘肃国际合展中心
节能环保与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大健康产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医药产业、生态农业 国#院台湾事#办公室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告

4 辽宁国际投资贸品洽谈告 9月 沈阳 重点产业、品牌商品 中国贸促会、辽宁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



附件3

2022年闽货华夏行一般展洽会计划表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参展黯围 批准/主办

各类商端食品悻仕料 g 进口食品、预制草、预制骨品、潮流食品、网红食品 s 糖果、

1 春季全璋南端食品展览告 3月4-6目 深圳国际告展中心
巧克力、果冻、居静、炒货、蜜饿、豆制品及肉制品等体闲食品:且琪琳、峰在冷 中国副食流通协告/;龙品锡展览

〈垂青展〉 藏食品、生鲜.食材且调味品 3 常温、低温轧制品及乳类悻闲食品:卡迪食品、孕

婴童食品，各类植物基食品:食品饮料代加工:
中国土盲进出口商告

2 世界告品(深圳〉悼览告 4月20-22 日 深圳国际合展中心 各类食品、预制草、预制食品、饮料、食品加工且包装技 ;i( 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军售商业行业协告

3
广州国际电于及电嚣博览告 4月 广州 革用电器.电于.电于草配件 广州贸促舍、商务部提展局
〈春季〉

中国进出口商品吏晶
玩具、孕婴童用品.童车、汽座及事居直具、幼敬产品、孕婴童食品.月于健康、迁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告、

4 广州国际孕墨童产品博览告 5月9-11 日
告展馆

母婴加盟、保健品及军食、孕婴童鞋服及配饰.孕婴童电商. IP授权、 IP衍生品及服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性

# 司、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涵盖护肤、彩壮、面膜、洗护、串婴童.口腔护理、男士护理、香本香氛、最妆工具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告轻工

5 第 27届αE 中国盖率博览告 5月 12-14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分舍、英富里集团、上海百丈
、个护工具、口服保鼻品、 4雪慧军售、整合营销等 13个大品类和 40~ 个细舟品提. 告且有限合司

SIAL国际食品展(上海〉 食品、预制某、预制食品.果蔬、酋菇、粮油、本产.畜产品、调味品、面制品、莘
法国商量量博展览集团、中国

6
SIAL Shanghai 2022

5月 18-20 目 上海新国际合展中心
叶、住料等.世立福建品牌专区.

商业联合告、北京量博西雇展
且也司等

2022年中国〈重庆〉黯境电
跨境电商出口品牌供货商 2 革居日用消费品. 4C 数吗革电炎，文具且札品类.鞋服 重庆市商#委员舍、商#部外

7
商史晶告

5月20-23 日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黯包炎，母婴玩具类.花园户件棠，五金汽摩配棠，主物用品.体育用品等 贸发展事务局
知名跨境电商平告:跨境电商服务商展

1.在业物联网、传感网路、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幸与设备网络化管理系统和培训系统
等.
2 农用航空器及军配件、软件革统，在用航空施药技求与喷施最岳、在用航空遥感技 中国在业国际合作促进告.中

8
2022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现代 5月21-23 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术等. 国在业工程学告王品:世信朗

在业博览告 心 3 植物工厂技束且设备.植物照明、温室工程及戒毒温室.温室材料、温室配垂系统 普国际展览{北京〉有 F且也司
等设施展业: iit;/)-

农乡村业规、划美设丽计乡村、规管理划服#建设的新与理管舍理、新成果服务、#乡村成盖果浒等、盘宇乡村、体闲在业、观光
、合共.

2022年第十三届京北〈沈
辽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辽

9 6月 3-7 目 辽宁工业展览馆 茶叶、茶具莘器、事产区 宁省茶叶协击、辽宁省展览贾
阳〉国际事丈化情监舍 易集团有限岳司



海鲜产品及相关调理品、肉禽产品及相关调理品、预制某品及相关调理品、冷冻产品

10 CFIE中国膏材展 6月 17-19 目 上海国革告展中心 且相关调理品、牛羊肉类产品及相关调理品、果疏类产品及相关调理品、丸锅底料产 商#部外贸发展事#局

品、最面粮油产品.调味品产品、厨房设在、食品设备.

保幢食品 z 功能性食品、营鼻品.膳食补充剂、运动营#品‘#生滋扑品、孕婴童健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告.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 国革告展中心(土
廉食品等 z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也司、

11 6月22-24 日 中药滋朴品， Jt主、#茸、 4虫夏草、燕窝枫斗、问胶.拘把、中药饮片、保健
展览告 海〉

茶、保健酒 z
英富曼靠团.商井部件贸发展

最喜#颜产品.董事口服班.药妆、功能性盖率产品、抗衰老产品:保健用品
事务局

深圳〈福田区〉告展
食品、预制某.预制食品、体闲食品及糖果烘培、饮品、在副产品、罐藏食品及调味 意大利博珞尼亚展览集团在华

12 2022年深圳国际自有品牌展 6月23-25 日
中心

品、其他食品， 于也司、博罗那展览〈上海〉

生鲜与冷冻， ~且产品及本产品、冷藏且 有限公司

13
第 11届成都在饮供应链博览 7月7日4 日

成都世纪械新国际合 ~仕食材.预制菜、预制食品‘调味品、 ii:.品、4住址岳、餐饮加工与包装、烘培和 海名国际告展集团
告 展中心 包蓝、冷链配送.供应链服#、品牌加盟等

第九届中国{山西〉国际茶 太原晋阳湖国际合展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深

14 产业博览告
7月8-11 日

中心
茶叶、茶具、茶周边产品 圳市事丈化促进告‘深圳市华

巨臣实业有限告司

第 11届上海国际商品草居且 陶瓷丈具烟具包韭促销晶食品类收藏品小草电工艺札品盖在用品健康用品靠庭用品箱
国革商#部

15 室内革饰展览告暨第 4届上 7月 14-16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包且具京居饰品移动数码丈化用品汽车用品婴童用品点晶、理 t璃章用纺织品运动及户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舍、

海国际礼品及促销品展览告 井、蓝带用品钟最.珠宝及时尚饰品收纳清洁日用百货个护章请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司

肉提食材 z 冷班/冰鲜肉、肉巷、肉丸、大腿、调理食品及即食食品 z 青类食品.速 北京博阁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

16
2022年第四届中国〈郑州〉 7月 15-17 日 郑州国际合展中心

在草膏、合割禽‘啻类调理食品、青~深加工食品、量品类等 s 预制草、预审 l食品. 司.郑州企阳典克展览有限性

国际餐饮供应链展览告 水产海鲜 z 海鲜毒品.干品、活品.本产调理食品且深加工制品:来面制品 z 速冻/ 司、北京企阳国际展览有限公

汤圆、饺于‘包于、馄饨、面串、花巷、讲英‘棕于、杂粮制 司

第46届�北京国际札品、"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陶量丈具烟具包装促销晶食品类收藏品小草电工艺礼品提事用品健康用品直庭用品籍 国革商#部

17 晶且靠庭用品展览告
8月 12-14 日

心
包且具直居饰品移动数码文化用品汽车用品婴童用品本晶、草璃章用纺织品运动且户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

井、蓝游用品钟章、珠宝及时尚饰品收纳清洁日用百货个护辈清 司

食品、预制果、预制食品、体闲食品、进口食品展区
高端饮品、酒类及乳制品展区
营#强化、功能、健康食品展区

18 第23届中世展 E月 15-17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仕供应链、餐饮器皿且包材展区 商业皮展中心
乡村振兴.地方名品展区
肉是及培冻食品、绿色在业展区
方便食品与粮油且调味品展臣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且辅料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垂直告纺织

19
(现+)博览告

B月29-31 日 上海国革告展中心 各种纱线、面料、纺织辅料 行业分告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国际健身博览告暨华南
健身器材、运动营#且健康食品、运动康复旦保健.健身房、俱乐部配牵用品及设施 广州市保利锦汉展览有限告司

20
私教节

9月 16-18 目 广州保利世贾博览馆 、健身鞋服且配饰、智能健身、健身机构及服#‘青少体育及儿童体适能 、广州维度科技发展有限性司

21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告 9月 16-18 日 长沙国际告展中心
睿 ii:.、食品、预制芷‘预制食品、在产品，茶叶、体闲食品、海产品、酒类等食品相 商#部

关产业优质品、餐具、莘具等餐饮配牵用品.食品加工且包革技术 湖南省人民政府



弘浩 .2022 中国 f成都〉预 成都世纪新国际合屉
预制草.预制骨晶 s 点产爽、肉禽提.面点英. JI，就爽g 桌椅， :l告调味品.速革食 食材要靠网靠科技〈武虱〉有

22 制草&断草售品牌大展
9月28-30 目

中心
品z 自热食品:即食食品:机械设在且方便化周边配击新军售， ~lt4 厅〈自动售 限合司
4 机}、情息化血#商等:冷链物流 z 物流、仓储且服#商

2022J自8届中国〈翔州〉囡 郑州臼 D国际合展中
中国国际事丈化研究告、深圳

23
际茶产业博 E告 10月 14-17日 ". 茶叶.事具、莘周边产品 市莘文化促进告、深圳市华巨

臣 1<业有限性司

24
曾十九届上海国际莘业悔直

10月22-25号 上海 茶叶、事具、 'f;周边产品 上海市事叶行业悔告
击敌串屉

骨岛�红岛国际合议
活/鲜l'串串串产品 z 初加工点产品.商附加值点产品.水产品加工/包革设岳:卓产 中国国际 !Ji1!J促进晏且告在业

25 中国国际遇业情且告 10月26-28 目
展览中心

品#殖技 ;t/:畏4\-; 质量控制且相提血~:水产品物流血~;其 'èJl<产业相关产品 IIØ. 行业企告{在业在村部在业置
# 品促进中心}

26 2022年中回〈大连〉辑工商 11月5-9 日 大连星海告屉中心 海产品、在副食品.工艺 *;t 爽.服靠提.轻工商品 中国轻工业联合告
品憾直告

罐头食品;调，最品，虫锅告材且用品，预制果 .!Ji 制食品 z 肉制品:海鲜;高墙轧制 中国食品土亩进出口商告
27 第26眉目1C上海环球食品展 11月8-10 日 上海新回际博览中心 品且油晶 g 事与咖啡.拱路与冰琪啡.悻闲食品‘精果且巧克力;高培告材供应链 z 上海槽华国际展览有限企司

事4生设计且店革

大湾区国际坊织面料且辅料
中国国际贸晶促进垂员告纺织

28
悔直告

11月 深圳国际合且中心 在种纱盐、面料、纺织辅料 行业排会
浩普克福展览{香港)哺限公司

29
中国国际桶祉穗且告暨中国 12月3-5 目 北京回 JI:告vt 中心 移动出行.假肢矫形.视听沟通、直居生活.盟章 1#护、康童医疗.无障碍设施世各 中国残疾人联告告
国际康复博览告 、福祉汽车等残疾人、老年人 4 提墙景的应量辅具

第3届上海国际地面墙面材
地极成品且生产设备.技， f::!题，弹性地材爽:运动地面笑:靠成墙面且墙面最饰材

30
料、铺盘及设计屉直告

12月 14-16日 上海如国际博直中心 料.顶墙且天花草统 s 卫珞洁具且整体卫搭类:地毯提:墙地面材料费草 s 地面墙面 Informa Markets
设计



附件4

2022年服务贸易重点展会计划表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参展抱围 批准/主办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昂会〈服贾
突出"创新驱动、开放引领"服井业和服#贸易发展，以"开放、创新、智慧、融 国家商#部、北京市

1 5月 北京国家告议中心 告"为主题.突出数字化、新经济、新服务业态等内容，聚焦科技服鼻、文化服#
告〉 、健康服井、商务服务四大重点领绒

人民政府

2
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服 5月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数字服务及服务外包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和产业发展升级的 国家商#部、武汉市

博会〉 新成果 人民政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告〈数博 贵阳国际合议展览中 设置国际综合馆、前沿技术馆、数字应用馆、智慧产业馆四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
舍、工业和信息化部

3 告〉
5月 ，与 大数据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新应用

、国家王联网信息办
公室、贵州省人民政
府

中国国际数字和软件服#交易告 基础平台、智能感知、智能技术、智能语音、智能产品、智能应用、 VR应用、智能 国家商务部、国家科

4 〈款交告〉
6月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制造、军民融合

技部、中国贸促舍、
辽宁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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