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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

预计展会规模

10 万

预计观众

预计参展企业
2000家

场20
同期活动

打造亚洲最重要的农业食品全产业链的国际平台

首届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Asia Agro-Food Expo 2019，简称

AAFEX 2019）设置畜牧、种植、农产品加工及食品技术 3 大展览板块，

博览会聚焦“食品安全”，以农业主要板块和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展览的规

划，突出原料、科技、设备、种类、品牌和服务等专业内容，构建亚洲最

大的农业食品行业的创新展示、产业交流和商贸互动平台。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的

展会企业之一，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会

展行业的领跑者，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和

积累，创办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

品牌展览会，也打造了诸多亚洲第一的展

览会，如亚洲宠物展、中国国际地面材料

及铺装技术展览会、亚洲门窗遮阳展、亚

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等众多旗舰展览会。

展会介绍  
Exhibition Profile

上海万耀企龙荣誉出品

为了适应新经济形势下会展业快速转型的

发展需求，公司正在采取集团化发展及全

球化布局的全面战略规划，以信息技术和

创新为驱动，继续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力

图打造引领全球会展业的中国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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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重磅会议活动 | Cocurrent Events

第三届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大会

主办单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预计参会人数超过 500 人

第三届中国猪业科技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预计参会人数超过 3000 人

其他会议、论坛包括：2020 中国食品工业趋势发展论坛、亚洲果蔬发展论坛、中国温室

产业发展论坛等 20 余场活动。

畜牧板块

  国内外综合企业及优秀畜产品展区、育种、 饲料和饲料配料、饲料添加剂

  饲料加工设备、 动保、养殖设备、 粪污处理设备、全产业链综合服务

种植板块
 种业、植保、温室工程及资材、配套系统、农机农具、植物工厂、经济作物、农业服务

农产品加工及食品技术板块
 谷物及农副产品、粮油制品、乳制品、水产品、果蔬类产品、肉蛋类产品

 各种酒类及饮料产品、休闲食品

 食品加工技术、装备包装技术、物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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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阵容
Visitors Profile

展览范围
Exhibition Scope

国内外农业生产商

批发商

代理商

供销系统

各大农贸流通市场

国内外政府机构

驻华使领馆

国内外商协会

国内外专业买家采购团

媒体代表

35%

30%
20%

5%

5%

5%

种植

养殖

加工

智慧农业等重点企业

大型集团采购

科研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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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地域优势
青岛是山东省经济中心、国家沿海重

要中心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2018

年，第 18 次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

青岛举行，标志着青岛已成为上合组

织国家企业合作基地。青岛世界博览

城位于国家级新区 - 青岛西海岸新区

核心地带，是以会议展览和旅游为引

擎打造的大型国际会展中心。

全产业链平台
从畜牧、种植、农产品到食品及物流

产业的超 10 万平米规模的农业全产业

链国际会展平台。

精准贸易对接
设置多场专题贸易对接会，定向邀请

展商及专业观众进行约定时间及会面

场地的商贸对接。

深度考察参访
深入山东省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特色农业村、农业示范项目、

农业龙头企业、优秀农业产业基地等

进行考察访问。

超强国际网络
VNU 已在全球与荷兰、法国、德国、

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

等先进国家的农业企业及协会建立了

合作。

精品会议论坛
同期举行超 20 场重量级论坛会议活

动。如：第三届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大

会；第三届中国猪业科技大会等。

行业权威表彰
表彰颁发参与博览会的 50 佳优质农

业产品奖、20 家科技创新技术奖、

20 佳农业品牌奖等。

消费互动体验
展会最后一日向公众开放，推出多重

产品优购促销活动，提升展会的参与

性、互动性。

同期展览
Concurrent Exhibition

展会概况  

自 2000 年进入中国，VIV 始终坚持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国际化比重、

品牌化程度以及贸易达成率，与中

国畜牧行业共同发展，已成为链接

全球“从饲料到食品”猪、禽、奶、

水产等全产业链的桥梁。伴随近年

展览范围
饲料和饲料配料 

饲料添加剂  

饲料加工设备  

动保（疫苗、兽药及生物制品）  

育种和孵化  

畜牧屋舍及养殖设备  

肉 / 蛋 屠宰、加工及处理 

运输 / 冷藏 / 包装  

优质品牌畜禽产品     

媒体 / 教育 / 咨询  

实验、检测设备与服务 软件及自动化系统 

粪污处理设备及生物质能源 

水产 

其他

来行业逐步转型的现状，VIV 中国

展也进入新一轮的变革和发展，更

好的服务中国市场发展新阶段。

VIV Qingdao 2019 亚洲国际集约化

畜牧展览会（青岛），同期举办 20

余场国际性论坛，深度剖析中国产

业具体发展热点，共同探讨全球畜

牧发展难题，真正实现“从饲料到

食品”全产业链的互通。与全球行

业领袖共同开启在中国的“一年一

展”时代。

50,000m2 + 展出面积                     

600+ 参展企业

展会简介

20+ 同期论坛 / 活动                           

30,000+ 专业观众

200+ 全球行业领袖                           

300+ 行业媒体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青岛世界博览城国际展览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三沙路 3399 号

联系我们

项目经理  张梦炎 女士  

T: +86 021-6195 7583                                   

M: +86 186 5164 0316                                    

E: charlotte.zhang@vnuexhibitions.com.cn 

畜牧板块

国内：郝永丽  女士   

T: 021-6195 6015  

M: 135 2468 9191   

E: well.hao@vnuexhibitions.com.cn

国际：单艺  女士   

T:  021-6195 6063   

M: 183 0213 3457  

E: sylvia.shan@vnuexhibitions.com.cn

种植板块

冯潇静  女士   
T:  021-6195 3528   
M: 135 1105 8650    
E: stella.feng@vnuexhibitions.com.cn

农产品加工及食品技术板块

高晓丹  女士    
T:  021-6195 7530  
M: 139 1617 0362      
E: amy.gao@vnuexhibitions.com.cn

市场合作   黄敏女士

T: +86 021 6195 6079

M: +86 136 6168 4731

E:sunny.huang@vnuexhibitions.com.cn

请根据适合您公司的展览范围，直线联系以下负责人报名参展

2019 亚洲农业与食品

产品博览会（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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