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主办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信息协会粮农分会
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
小产区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

同 期 展 会
 CO-LOCATED EVENTS

2021.9.24-26
广州·广交会展馆

支持单位

广西粮食行业协会
广西自治区粮食局
广西香米产业联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支持企业 
中粮集团
中储粮
益海嘉里
恒大粮油
农投集团

主办单位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第15届广州国际优质大米及
品牌杂粮展览会

The 15th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High-Quality Rice 
and Brand Grains Exhibition

THE GLOBAL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S IN THE FOOD AND HEALTH INDUSTRY

曼香云天 
工投集团
辽港制米厂
北大荒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吉林省商务厅
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
永修县农业农村局
全州县人民政府
仙桃市米业协会



历届参展的部分知名品牌包括：金龙鱼、中粮福临门、中储粮、恒大粮油（深圳）、傣王稻 、新禾米业、新金米业、一米莲城、隆平农场、工投集团、稻

田对、泰鑫水稻、绿茂优质水 稻、辽港制米厂、德润丰、大禾农业、新塘粮食管理所、耕源米业、绿洲谷物、思达粮业、 友粮粮油、华新米业、俏三江、

绿谷粮油、永修香米、五常梁国米、绿洲米业、金星米业、朴道良品、金玛农业、辽阳宏伟粮库、东港谓米也食品、五四农场、上实现代、ice Mill、 

Jatlee Commodities等，并迎来广西全州香米团、永修香米团、仙桃市米业协会、 兰西县大米团、庆安县大米团、广西香米团等极具特色的地方展团。

展会优势

市场前景

展会历经14届沉淀，集渠道维护、趋势发布、行业交流、贸易成交四大功能于一体，引领行业发展趋势，为全球粮食消费市场升级和未来产业生
命力赋能，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加倍抢回疫后市场；

庞大的数据库覆盖经销商、代理商、采购商、商超、有机绿色食品流通市场及专卖店、餐饮酒店、电商等行业，市场专员一对一邀约保证观众质
量，通过跟进重大采购计划买家，为其优选推荐参展商，提供展会采购服务；

针对不同题材、不同行业、不同渠道的观众进行个性化精准邀约，深耕华南销售网，与诸多食品生产、食品经销代理、批发零售、政府、超市、酒
店等单位和消费场所的采购部门合作，引入专业观众报名参会，并以外联的合作方式组团参观采购；

通过国家及地方协会、地方政府等主管部门对相关单位相关企业下发通知参观文件；

为宣传与表彰行业的优秀产品，组委会联合权威机构举办食品及粮油颁奖典礼，旨在聚集优秀的经营企业，为行业搭建了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互相
助力，实现共赢；

与60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及大型门户网站、150家海内外行业专业媒体进行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通过新闻、图片、采访、直播等多
种渠道全方位立体报道展会，保证参展商参展效果最大化。

2020展会回顾

（以下为历届部分参展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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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我国以大米为口粮的居民达60%以上，为大米产业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大米需求刚性不可逆转，未来大米产量

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发展。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大米产量将突破1.5亿吨。其中，高

端大米近3年增速超过12%，市场潜力大，预计到2023年规模将达596亿元。根据美国农

业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2020年度我国大米消费量1.45亿吨，预计2020/2021年度中

国大米消费量将达1.47亿吨。 随着我国消费升级提速，中高端大米市场出现快速扩张，为

品牌大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米市场的角逐逐步进入品牌竞争时代。2021年中国

大米企业将打造大米区域品牌，提高大米知名度及美誉度，更多大米品牌将涌现。华南地

区人口基数大，粮食需求量大，区位、人口和资本优势明显，可形成品种齐全、功能完

备、规模化的主食产业体系。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省粮食局的官方数据显

示，粮食消费总人口超过1亿，近年粮食自给率32%。

观众区域分布 观众行业性质

部分知名品牌

以上为部分参展品牌



展商评价

同期活动

VIP买家团

特邀买家

（以上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为部分买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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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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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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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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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桃香米的特点是远、香、带糯性，非常适合于南方市场的口味。参加IGO世界粮油展感觉非
常不错，组织有序，工作人员负责、细心。这次展会气氛很好，非常多的观众对仙桃香米都很
感兴趣，我们的产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也接触了很多意向客户，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能在
华南市场打响我们仙桃香米的品牌知名度。

——仙桃市米业协会会长 王万虎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展，看中的是展会在全国的知名度。参展效
果很不错，主办方为我们对接了很多资源，签定了不少购销合同
协议，为永修香米品牌走向全国打下很好的基础，明年还会来参
展。”

——永修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袁飞龙

社区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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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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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商超

进口食品&健康食品经销/贸易商电商/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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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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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中国大米行业与世界接轨, 为全行业搭建一个更国际、更多元、更开

放以及更公平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展会现场举办2020国际米·食味分析品鉴

大会，本届大会是首次在中国召开，大会同时汇聚了大米行业各领域权威专

家，也成为参赛者交流学习的重要舞台。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1998年在日本

创办，该赛事已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性赛事，同时也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规

模最为庞大的大米类赛事，素有世界大米“奥斯卡”之称，采用先进技术对

大米的米食味、饭食味进行数字化鉴定，再由专家评委进行口味鉴定，是世

界上先进的大米品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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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及粮油颁奖典礼

2020国际米·食味分析品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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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价格

米食味品鉴大会赞助套餐

联系我们

网站：www.igochina.org

电话：020-88521856

稻谷、种子、名牌大米、放心米、营养强化米、有机大米、绿色大米、无公害大米、米制食品、方便米饭、

米饭、米蛋白、米糖油、膳食纤维等

高粱、小米、面食、糜子、荞麦、燕麦、大麦、黑小麦、绿豆、红小豆、芸豆、黑豆、蚕豆、鹰嘴豆、特用

玉米、薏米、芝麻、亚麻籽、薯类、有机杂粮等

米粉、有机米粉、米线、汤圆、年糕、米糠油、米蛋白及其它大米深加工产品等

仓储设备、包装设备、检验仪器、大米深加工设备、安全储粮系统等

提升机、初清机、振动筛、去石机、磁选机、色选机、砻谷机、抛光机等

大米

杂粮及主食

米制品

大米库储包装设备

大米加工设备

展品类别

展位类型、价格和配置

*具体权益参考赞助商方案

特装展位价格（光地）
国内企业：RMB1100/m²
海外企业：USD 33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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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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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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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36m²起租
光地无任何配置，另需缴纳施工管理费和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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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套/2套上、下灯侧板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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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配置以展会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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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20-88527871

邮箱：info@igochina.org

主办赞助商（1-2家）

100万元

主办商身份

钻石赞助商（5-10家）

60万元

支持商身份

金牌赞助商（不限）

20万元

协办商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