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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果蔬展的与众不同

作为展商，您可以

-- 在最有行业影响力的展会上展示产品

-- 直面中国果蔬行业人脉网络

-- 在中国国际果蔬展网站上进行推广活动

-- 在微信社交媒体上推广产品

-- 获得果蔬产品市场最新资讯

-- 获得45家果蔬展合作媒体市场推广机会

-- 参加中国国际果蔬展所有行业会议

-- 享有展会特设“展品推广区”一席

-- 参加“每日一果”推广活动

中国国际果蔬展买家联盟

“买家联盟”系由中国国际果蔬展发起，批发市场、零售企业、连

锁店和电商等共同参与的，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的新型贸易对接形式。展

览会将以丰富的果蔬行业人脉资源和高效的对接服务为联盟成员寻找最

佳合作伙伴。“买家联盟”涵盖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山东、广州

及周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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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数据第8类，含 果、果皮占比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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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及地区 家新闻媒体

家参展商 种水果

家采购商

名专业观众

18

30000
3000

200
45

168

2013
展会亮点

2013年回顾

非洲 1% 

东南亚 5%

大洋洲 5%
南美洲 5%

中国 78%

非洲 2% 

美洲 6%

中国 75%

大洋洲 8%

欧洲 8%

东南亚 2% ■ 专业观众
■ 参展商

欧洲 2.5%

美洲 2.5%

 展商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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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

• 对于葡萄、柑橘、苹果、梨等大众类产品，消费者

  开始寻找不同的产地、品种和口味；

• 国内市场对于莓类和樱桃类产品需求增长异常迅猛；

• 国内市场对于“新奇罕见”的水果兴趣浓厚；

• 养生、健康及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增大，使得大众对

  水果的品质要求愈来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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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部分参展展品

白心、红心火龙果、西瓜、菠萝、柚子

榴莲及冷冻榴莲、龙眼、香蕉、西瓜、菠萝蜜、果蔬制品等

油桃、荔枝、樱桃、苹果、梨、鳄梨、葡萄、柑橘

榴莲、红毛丹、龙眼、菠萝蜜、芒果、柚子、香蕉、山竹、荔枝

鳄梨、草莓、蓝莓、黑莓、树莓、坚果

蓝莓及蓝莓制品、彩色西洋梨

帝王香蕉、芒果、黄色火龙果

樱桃、葡萄、蓝莓、青苹果、牛油果

黄金奇异果、绿色奇异果、苹果

苹果、柑橘、葡萄

柑橘

柑橘、猕猴桃

红香蕉、柚子、芒果

香蕉、浓缩果汁

牛油果、蓝莓、葡萄

展会数据（行业分类）

参展商

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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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展会
中国国际果蔬展将于2014年11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中国国际果蔬展是国内唯一的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和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联合主办，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大力支持的综合性果蔬行业展览会。

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国国际果蔬展已经逐步成为水果蔬菜行业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展览会。作为展

会，她呈现出展览展示、专题讨论、行业会议和新品发布等多元化；作为环节，她是进口水果获得准

入、打开中国市场的必经途径，东南亚、南美洲、澳洲、非洲的水果蔬菜利用果蔬展成功登陆中国市

场；作为平台，她汇集了国内外最新的行业资讯，吸引了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以及国内的超市、批

发市场、连锁企业和电商等买家。

2014年，果蔬展将继续以新鲜水果蔬菜为主题，加入了社会高度关注的有机水果、葡萄酒和坚果以及

业内普遍关注的果蔬育种及种苗培育技术、果蔬包装与物流等几部分内容。今年，质检局领导和业内人

士讨论上海自贸区会给水果进出口会带来什么机遇，将成产业交流会关于检验检疫进口许可的论坛的一

大亮点；高峰会还将继续流通领域的交流；2014年引入了两个新的技术环节研讨：育种技术与包装技术；

展会期间还加入了针对进口水果在中国市场推广的培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全球水果贸易日益兴

旺，中国水果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也正在逐年稳步增长，中国加入WTO，与东盟签订贸易协定，上海自由

贸易区正式启动等重大国际化政策的实施，都为我国水果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2014年，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  新鲜、冷冻、脱水水果蔬菜

•  干果、坚果等果蔬加工产品

•  饮料、葡萄酒、果汁等饮用产品

•  调料、香料等

•  有机食品及健康产品

•  果蔬包装用品和包装技术

•  果蔬产后处理设备及技术

•  物流与冷链

•  种植与培育技术及设备

•  市场营销、研究咨询、金融方案等

展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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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与实地考察

展会期间，质检局领导和业内人士讨论上海自贸区会给水果进出口会带来

什么机遇，将成产业交流会关于检验检疫进口许可的论坛的一大亮点；高峰会

还将继续流通领域的交流；2014年引入了两个新的技术环节研讨：育种技术与

包装技术；展会期间还加入了针对进口水果在中国市场推广的培训。

技术研讨会

 • 果树栽培技术研讨会

 • 果蔬包装技术研讨会

行业论坛

 • 上海自贸区给中国水果进出口贸易带来什么机遇？

高峰会

 • 竞争还是互补：网店、连锁店与批发市场的对话

营销培训

 • 如何让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打开中国市场 

B2B 会议

 • 采购商与供货商面对面会谈 

展后产地考察

www.chinafv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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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紧邻鸟

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作

为中国最大、最新、地理位置

优越、周边配套完善的会议中

心，国家会议中心致力成为具

有世界一流水平，能够满足大

型会议、展览、多种公共活动

和酒店客房需要的大型会展中

心。国家会议中心地处京城北

四环，亚奥商圈的核心，距首

都机场26公里，驱车仅需30分

钟，交通极其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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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结构

展位价格

标准展位升级，家具租赁，喷绘，双语手册印刷，翻译及其它服务，

请致信 chinafvf@chgie.com

1. 9平米展位包含: 地毯、墙板、楣板、两盏灯、一桌两椅、一个接待台及一个接线板。

2. 墙板尺寸：96厘米（宽）* 245厘米（高）

3. 接待台正面尺寸：96厘米（长）* 71厘米（宽）

标准展位示意图

空地 ( 18 平米起 )

A 区

B 区

价格 折扣价

价格 折扣价

A 区

B 区

标准展位 ( 3米*3米 )

￥9000/$1500

￥7200/$1200

￥10800/$1800

￥8500/$1400

￥900/$150平米

￥720/$120平米

￥1080/$180平米

￥850/$140平米

2014年11月14 - 16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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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优惠价：

   适用于2014年8月1日前交全款的展商、质检协会及果品流通协会会员单位、36平米以上的展团；

2）A区、B区划分请见展位图

3）每个展商获得价值3000元起的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包

4）标准展位结构详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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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交媒体工具

中国国际果蔬展2014年为展商打造全新的营销平台和工具，包括网络

营销、社交媒体营销、传统媒体营销、展会现场营销、展后营销等机会。

2014
www.chinafvf.com 参展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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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营销机会
果蔬展官方微信、微博、Facebook每周更新，每个展商获得一次使用机会。

传统媒体营销机会
果蔬展与国内45家主流媒体、Eurofresh、水果门户网站等国外行业媒体有合作关系，报道中国市场及中国企业的最新动态，

欢迎展商提供新闻消息。

果蔬展新闻简报营销机会
从2014年起，果蔬展每月定期向国内外展商和采购商等业内人士发送中英文新闻简报，报道行业最新信息及展会信息。

展会现场营销机会
果蔬展会刊、展馆、会议、宴会等都提供各种赞助和广告机会，欢迎垂询。

展后营销机会
采购信息、供货信息为展商和买家开放一年，提供广阔的销售平台。

产品推介区
场馆专设产品推介区域供展商使用。

专题水果营销机会
2014年果蔬展设定每日专题水果，有专门的展示区域，集中展示该水果的不同品种、特性、品相、营养价值等信息，

为参展商搭建另外一个展示平台。

轮播图    

（每月一换，

每月4-5张）

影像资料

（每两周轮换）

网站新闻

展商介绍

明星展品

每54㎡获得免费轮播图一次，每个展商最多获得两次机会，先来先得。

每54M㎡获得一次免费，每个展商最多获得两次机会，先来先得。

每家展商获得一次免费发布新闻的机会。

每家展商获得一次免费介绍公司的机会。

每家展商获得一次免费介绍明星展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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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方法

1. 在线申请

 http://en.chinafvf.com/Application/

2. 填写表格，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送给我们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庞丽霞 博士

座机: 86-10-88102346 手机: 86-18511301838

传真: 86-10-88102254

邮件: chinafvf@chgie.com

贾林威 先生

座机: 86-10-88102249 

手机: 86-13801107565 

邮件: jialw@chgie.com

宋一楠 先生

座机: 86-10-88102253 

手机: 86-15811282716 

邮件: songyn@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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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第一部分：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英文）                                                                                   

地    址（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业务性质（可多选） □内销  □外贸  □种植  □加工  □物流  □服务  □代理  □科研  □其它 

第二部分：展品类别（可多选） 

□新鲜、冷冻、脱水水果蔬菜 
□干果、坚果等果蔬加工产品 
□饮料、葡萄酒、果汁等饮用产品 
□调料、香料等 
□有机食品及健康产品 

□果蔬包装用品和包装技术 
□果蔬产后处理设备及技术 
□物流与冷链 
□种植与培育技术及设备 
□市场营销、研究咨询、资金方案等 

□其它（请列出）                                                                                

展品简介（中文）                                                                                

（最多 20字/单词）                                                                                                                    

（英文）                                                                                

                                                                                

第三部分:  展位选择 

A区标准摊位          元 X         个 

B区标准摊位          元 X         个 

A区光地摊位          元 X         m2 

B区光地摊位          元 X         m2 

价格合计                          元 摊位选择                                    

标摊 9 m2，包括围板、楣板、接待桌一张、椅子两把、照明灯、地毯。A区标摊 10800元/个（优惠价 9000元/个），光地 1080元/ m2（优惠价 900元/ m2）；

B 区标摊 8500元/个（优惠价 7200元/个），光地 850元/ m2（优惠价 720元/ m2）。光地 36 m2起订。优惠价适用于 2014年 8月 1日起付全款、质检协会与果

品流通协会会员、36 m2以上的展团。 

本公司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主办机构制定的参展细则和规定。 

确认签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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