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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主办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
国际橄榄油理事会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中国油脂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
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
西安中粮工程研究设计院
广东省食品学会
承办单位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安徽省油茶协会
湖南省油茶产业协会
广西粮食行业协会
仙桃市米业协会

支持企业
西王集团
佳格集团
金胜粮油
农投集团
鹰唛食品

鲁花集团
三星集团
荣海生物
兴泉油脂
玉皇粮油

益海嘉里
恒大兴安
澳加粮油
江西绿海
中储粮油脂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市场前景

以上为部分参展品牌

这一场疫情让全民的健康意识迅速提升，我国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重视上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疫情也促使居民对营养健康食用油产品的关注和需求
在短期内迅速增多，可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营养健康粮油产品将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国家粮食局发布的《粮油加工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预期到2020年，中国粮油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1万亿元，年
均累计增速达9%；同时，预期到2020年，中国粮油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亿元企业数量达30个。

为何参展
一个历经14届沉淀，规模及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的食用油行业盛会，助您快速有
效地建立品牌形象
展会与IHE China广州国家大健康展、IRE大米杂粮展、IGME粮油机械展同期举
办，致力于为粮油行业打造高品质国际贸易交流平台
云集益海嘉里、佳格、西王、鲁花等龙头品牌，汇聚各类高端食用油产品
针对35万数据库进行短信、电邮及电话定向邀约，为您网罗大量专业买家
与特邀VIP买家团进行一对一商务配对活动，助您精准、高效促成订单
20+场高端论坛及活动大赛，对话业内权威精英大咖，全面洞悉行业前沿
300+专业媒体及100+大众媒体多渠道密集推广，让您的产品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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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
中粮集团、中储粮油脂、益海嘉里、西王、长寿花、鲁花、多力、金胜粮油、恒大兴
安、鹰唛、农投集团、兴泉油脂、澳加粮油、三河汇粮油、林之神、玉皇粮油、欧果
花生油、合兴油脂、九源农林、青岛天祥、荣海生物、红宝枫籽油、寿王花粮油、金
茶王、恒康栀子油、绿海茶油、六道香、华星油脂、塞维利斯、ASIA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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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冕宁元升、鑫中灏、美临多维、九三集团、纯五季、国富山茶油、
得乐康、六千岁、椰泽坊、璐安智华、晨光油脂、靖州茶油、骄栀科技、金涌植物
油、黄金来、 鹏景贸易等。

（以上为历届部分参展品牌）

展商评价
“广州油博会是亚洲乃至全球油脂界最高规格的大型展会，为世界食用油企业的
渠道拓展、品牌建设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希望更多企业积极参加，并通过展
会把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会长王瑞元
“这次带来了新产品营养家食用油，通过展会得到很好的曝光率，中粮集团肩负
着国家食品安全的重任，我们必须把品质做到最好。”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总监张桂丽
“我们已经连续第五年参加展会了，这是一个与消费者沟通、学术界交流、企业
相互学习的平台，同时也是提升产品价值、推广产品的商贸盛会。今年展会的客
户比往年多了很多，下一届会继续参加。”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政府事务总监 陈理邦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黑龙江特色粮油产品，并荣获“优质产品金奖”，感谢主办
提供此次机会和平台！展会中很好的展现了品牌的特性，对品牌在华南地区的知
名度以及偏好程度都有一定的提升。
——黑龙江省农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杜佳航
我们是全国花生油、玉米油加工企业十强，IOE世界油博会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专业
的展会。现场物料配备都很齐 全 ， 对 接 人 员 服 务 也 特 别 周 到 ， 客 户 群 体 比 较 优
质、专业、精准。展会上成交了多个餐饮、商超渠道客户，现场零售也有成交，
下届还会继续参加。祝愿IOE世界油博会越办越好，事业蒸蒸日上！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总监 高鹏

观众回顾
观众区域分布

观众行业类别
经销商/代理商 24%
进出口/国际贸易商 17%
生产厂家 16%
零售终端/专卖店 10%
KA卖场/连锁经营 8%
餐饮/酒店 8%
其他 7%
电商 5%
政府/协会/团体 3%
药店 2%

华南 70%
华东 8%
华北 7%
华中 5%
港澳台 3%
东北 3%
西南 2%
西北 1%
海外 1%

VIP买家团
全球荟 · 中国生鲜论坛 · 进口食品网 · 粤东进出口商会 · 广西供应商行业协会 · 香港华商联
合会 · 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 广东省美食文化交流协会·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 广东跨境帮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 ·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 广州饮食行业协会 · 广州
西餐协会 · 广州烹饪协会 · 惠州市食品行业协会 · 翁源县农业生产加工行业协会 · 佛山市南
海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特邀买家
社区零售商

电商/跨境电商

乐家生鲜 · 品质生活 · 花果鲜 · 千
鲜汇 · 松鼠拼拼 · 钱大妈 · 健康美
食汇 · 顺丰丰农 · 十荟团 · 知花知
果 · 乐蔬菜妈 · 邻里生活 · 壹号鲜
生 · 食享会 · 妈妈食探等

恒骏优品（深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深圳乐思纷
商贸有限公司 · 绿森林（深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 汕头市盈源贸易有限公司 · 深圳市欧莱登食品
有限公司 · 深圳市鼎汇商贸有限公司 · 深圳市百谦
商贸有限公司等

进口食品&健康食品经销/贸易商

连锁商超

苏宁易购 · 洋码头 · 中国生鲜论坛 ·
京东 · 苏宁拼购 · 易买中国 · 1688
阿里巴巴 · 阿里健康 · 网易考拉 · 信
天邮 · 康之家 · 广州贝斯町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 广东新供销天润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 叹狗电子商务（英
德）有限公司 · 深圳前海优海海跨
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山姆会员店 ·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广州)有限公司 ·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 · 盒马生鲜 · 屈臣氏 ·
京东旗下生鲜食品超市 · 广东赛壹便利店有限公司 ·
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 广东省喜洋洋便利
店有限公司 · 广东胜佳超市有限公司 · 广州市广百
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澳之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 广州市摩登百货
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等
（以上为部分买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买家评价
“我们公司是以粮油为主的进口商，在展会现场看到了非常不错的产品，已经和两
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我们对展商质量和产品深表满意，给予展会极高的评价！”
——厦门欣盛宏商贸有限公司吴经理

“在今年展会现场商务交流会上，我们与多个展商代表进行了交流。我们了解到的
很多企业产品都很不错，我们也在考虑和他们合作。感谢主办方提供了一个供采双
方会面交流的大湾区优质交流的桥梁和平台，下一届展会再见！”
——广东百佳永辉有限公司 肖经理

同期活动
食品及粮油颁奖典礼

由中国粮油学会、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等权
威机构举办，来自食品及粮 油行业的权威领导、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过百
人共同出席，通过表彰各大优秀品牌，有力推动食品、

粮油行业健康、安

全、创新发展。

美国大豆油推介会

豆油作为主要食用植物油之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疫情和
国内需求的双重影响下，近期大豆和豆油价格不断上行。IGO世界粮油展、美
国大豆出口协会于12月7日联合举办豆油专场会议，旨在与行业同仁分享大豆
原料对于豆油加工及豆油品质的影响。同时，会上也会对新一作物年度的大
豆供需关系进行展望。在创新方面，高油酸大豆及大豆油会带给您其在食品
工业领域中令人惊艳的表现。

展品范围
食用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调和油、棕桐油、葵花籽油等
营养健康高端油：橄榄油、山茶油、亚麻籽油、玉米胚芽油、牡丹籽油、小麦胚油、月宽
草油、大蒜油、椰子油、葡萄籽油、野山茶油、油茶籽油、莽蓝油、稻米油、紫苏油、红
花籽油、沙棘油、南瓜籽油、核桃油、杏仁油、胡麻油、芝麻油、食用鱼油、元宝枫籽
油、文冠果油、齐花籽油等
食用油及生产包装设备：油脂设备、吹瓶机、贴标机、灌装机、压滤机、输送设备、烘干
机、离心机、振动筛、破碎机、去石机、蒸脱机、减速机、冷凝器、提升机、喷码机、灌
装设备及包装流水生产线、玻璃瓶、马口铁罐等

展位类型、价格和配置
特装展位价格（光地）

光地36m²起租
国内企业：RMB1100/m² 光地无任何配置，另需缴纳施工管理
海外企业：USD 330/m² 费和电费
豪华展位价格(9m²/个)
国内企业
双开口：RMB16500/个
单开口：RMB15000/个
海外企业
双开口：USD3968/个
单开口：USD3608/个
标准展位价格(9m²/个)
国内企业
双开口：RMB12100/个
单开口：RMB11000/个
海外企业
双开口：USD2750/个
单开口：USD2500/个

豪华展位配置：
3mX3mX3.5m(H)
2套/1套楣板
6支/4支射灯
1个展示柜
1张铝合金咨询台
1张铝合金方桌
4把黑皮椅
标准展位配置：
3mX3mX2.5m(H)
2组/1组标准楣板
2支日光灯
1张铝合金咨询台
2把折叠椅
1个电源插座

3套/2套上、下侧
板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220V限500W内）

*实际配置以展会合同为准

广告价格
会刊广告：封面28000元｜封底20000元｜扉页13000元｜封二12000元｜封三12000
元｜彩页内页6000元/P｜彩色内页指定版面7000元/P
其他广告：参展证件30000元/馆｜参观证件50000元｜手提礼品袋单面广告20000元
/2000个｜派发门票5000元/10000张｜VIP观众邀请函封底广告10000元/10000张｜证
件挂绳广告30000元
推介会：参展企业10000元/场（30分钟）｜非参展企业20000元/场（30分钟）｜指定
时段需加收5000元 (论坛、活动及产品评选赞助详情敬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我们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25-27号银燕大厦202单元
网站：www.igochina.org
联系：周洁 13802437628(同微信)
传真：020-88527871
邮箱：gzyfzll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