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中国（广州）国潮食品
产业博览会

2022年12月6-8日    广州·广交会展馆

同期举办：国潮美食创新发展峰会

指导主办
国家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中国粮油学会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  
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盟 
广东省有机农业协会
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广东省食品学会 
广州市黄埔区食品安全协会
香港中港食品安全交流协会 

支持单位
五常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商务局 
甘肃陇南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政府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商务厅 
永修县农业农村局
 

主/承办单位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为何参展

市场前景

在当下追求文化自信的时代，国潮应该成为我们展示自身文

化的一个窗口，通过民族符号的传承，体现品牌的历史性和

时代性，食品行业在面对这一趋势的时候，需要着眼自身品

牌定位，利用国潮实现价值重塑，在设计、融合、跨界、产

品的多重角度下，打造中国食品企业的风向标，将这一潮流

从国内逐步引向国外，带动全球接触中国文化，感悟中国文

化，爱上中国文化，带动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潮流化转变。

返利网数据显示2019年1-7月，在各大电商平台“国潮”关

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392.66%以上。从饮食结构占比来看，

面包、蛋糕、饼干等烘焙食品为我国休闲食品行业第一大品

类，占比达24%，逐渐成为我国居民的日常消费食品。

展商评价

部分知名品牌及展团

观众区域分布 观众行业性质

2021观众回顾

华南       75%

华东       7%

华北       6%

华中       4%

东北       3%

西南       2%

港澳台   1%

西北       1%

海外       1%

经销商/代理商           26%

餐饮/酒店                  16%

电商                           15%

零售终端/专卖店       11%

KA卖场/连锁经营     8%

进出口/国际贸易商    7%

生产厂家                     7%

政府/协会/团体           5%

药店                            3%

其他                             2%

（以上为历届部分参展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流通、餐饮双渠道,服务中高端食饮市场,贯通产业链上下游；

专业赛事、现场品鉴、商务对接,高效精准赋能参展企业、抢占市场先机；

展会依托覆盖渠道商、终端采购商、专业服务商的多元商业资源，以及国内外行业协会和组织的鼎力支持，打造完整的商贸服务链条，实现产业各端高效

交流与合作；

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及大型门户网站、海内外行业专业媒体进行战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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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本次活动主办方，我们不是第一次参加展会了，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收获。今年在活动现场，我们的产品受到了远超预想的欢迎，除了能够有

与投资人洽谈合作的机会之外，还有些客户甚至会直接在现场订货。通过现场的沟通洽谈，以及产品的销售，我们更加印证了品牌的发展策略，以及

对未来行业大趋势的解读。

————西王食品 产品总监 杨洪



特邀买家

VIP买家团

同期活动

（以上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大小型连锁餐饮、火锅店、酒店等采购负责人及研发部门

餐饮领域的生产商、经销商、贸易商、批发商、食品专供中心、餐饮服务商等。

大型连锁商超、便利店等的采购、事业部负责人。

电子商务行业、社区/社群团购等的市场运行、销售负责人；

传统电商平台 
/ 社交电商

经销商 
代理商
贸易商
批发市场

大众 / 行业
媒体

酒店 / 餐饮

连锁 / 商超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不但能降低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相对多

不饱和脂肪酸又有较好的抗氧化稳定性，因此被称为“安全脂肪酸”。近年来，油脂市场上各种类的

高油酸油脂产品销量不断增加，已引起行业的广泛关注。为了进一一步探讨高油酸油脂的品质与营养

价值，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主办的2021高油酸油脂品质与营养研讨会在展会现场盛大召开。

2021高油酸油脂品质与营养研讨会

国潮美食创新发展峰会

食品加工包装领域生产商、经销商、代理商及批发商。

餐饮领域供应链、物流、仓储等。

行业协会、专业媒体、政府机关等。

普通购买者、家庭及个人。

广东跨境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

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汕头市超市供应链协会

广西供应商行业协会

中国新零售论坛

全球荟

香港华商联合会

粤东进出口商会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广州烹饪协会

广州西餐协会

广州食品行业协会

东莞市粮食行业协会

佛山市南海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惠州市食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

翁源县农业生产加工行业协会

广州饮食行业协会

顺德区餐饮行业协会

大旺餐饮协会

阳江烹饪协会

云浮饮食商会

湛江厨师协会

珠海餐饮协会

鹤山饮食协会

清远烹饪协会

广州地区饮食协会

潮州厨师烹饪协会

东莞烧腊协会

顺德饮食协会

惠州烹饪协会

河源烹饪协会

广州农业龙头企业协会

广宁食品饮食协会

香港名厨协会

四会餐饮行业协会

鹤山餐饮行业协会

广东聚隆汇饮食协会

肇庆名厨协会

罗定餐饮商会

广宁厨师协会

怀集餐食协会

韶关餐旅烹饪协会

南海饮食协会

深圳饮食协会

杏坛饮食协会

新兴饮食协会

翁源农产品加工协会

顺德龙江安全食品协会

顺德龙江食品安全协会

顺德杏坛饮食协会

阳江饮食行业协会

顺德大良美食旅游促进会

顺德伦教饮食协会

顺德容桂饮食协会

中山市饮食商会沙溪美食文化协会

深圳饮食服务行业协会

梅州市饮食行业协会

深圳饮食行业协会

勒流街道饮食协会

深圳市烹饪协会

佛山高明餐饮协会

广州番禺饮食商会

顺德乐从食品安全协会

顺德厨师协会

江门烹饪协会

......

如今，“国潮”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浪潮，这股潮流的背后代表的不仅是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崛起，更是文化自信力量的彰显。文化与潮流的结

合，社会与经济的滋养，让传统焕发出新生。在美食领域，是谁在定义“国潮”？“国潮”的未来将怎么持续？本论坛将围绕当下国潮崛起中的变局与发

展、机遇与挑战、开拓与创新等一系列问题，邀请著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领袖等与会互动交流，集智聚力，共同探讨如何抓住国潮大趋势，让更

多国货走向世界的舞台。

论坛议题

●  国货该如何精准匹配新生代核心需求与诉求

●  中国食饮界的产品升级与创新

●  群雄逐鹿万亿食品细分市场

●  中国食品供应链的数智化升级

●  中华老字号的新增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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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展位配置：

3mX3mX2.5m(H)

2组/1组标准楣板

2支日光灯

豪华展位价格(9m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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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铝合金咨询台

2把折叠椅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国内企业

海外企业

国内企业

海外企业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展品类别

展位类型、价格和配置

休闲食品

滋补营养品

酒类、饮料、咖啡及茶饮

植物基食品及饮品

地方特色美食

熟食及方便类食品

包装材料及生产包装设备

谷物类制品(膨化，油炸，烘焙)、果仁类制品、薯类制品、糖食类制品、派类制品、烘焙食品、面包、糕点、月

饼、饼干、巧克力、干制水果类制品、干制蔬菜类制品、 海洋鱼类制品等。

鲜炖燕窝、即食花胶、红枣、桃胶、银耳、枸杞、海参、健康食品等。

红酒、白酒、啤酒、清酒、果酒、起泡酒、香槟酒、绿 茶、红茶、白茶、乌龙茶、果汁及果蔬菜汁饮料以及其他

饮料等。

植物基乳品、乳制品、奶酪及蛋类替代品、植物基休闲食品、素食，有机食品等。

广西螺蛳粉、德州扒鸡、北京烤鸭、武汉鸭脖、海南清补凉、重庆酸辣粉、鸭血粉丝、朝鲜冷面等特色。 

方便米粉、方便米线、自热米饭、自热火锅、方便粥等方便食品、各类速冻方便食品、各类肉类，海鲜、蔬菜、

丸子等半成菜品、罐头制品、包括肉类罐头、水产罐头、海鲜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等。

国潮包装设计、标签、金属包装、塑料包装、软包装、纸品包装、木制品包装、包装制罐、食品生产包装设备、

烘焙设备、包装技术及检测设备等。

双开口：RMB12100/个

单开口：RMB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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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双开口：RMB16500/个

单开口：RMB15000/个

双开口：USD3968/个

单开口：USD3608/个

3套/2套上、下

侧板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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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fe.ihe-china.com

邮箱：info@ihe-china.com  

联系：020-88521856

传真：020-88527871   

       

双开口：USD2750/个

单开口：USD2500/个 *实际配置以展会合同为准

联系我们

（最终活动安排以组委会现场公告为准）

本次大会由中国粮油学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信息协会粮农信息分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等权

威机构和行业组织积极参与。大会期间，上万款餐饮生态食材、新技术、新设备亮相，为餐企产品创新、品牌

升级提供灵感；同期举办厨师比赛和行业论坛，餐饮界专业大咖解读餐饮业发展趋势，推动餐饮行业创新升级

发展。彰显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

粤菜师傅工程之餐饮粮油·高端水·滋补品·生态食材对接大会

由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燕窝分会主办的《第五届燕窝文化学术交流高峰论坛》在展会现场顺利召开，在行业

发展困难时期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希望。现场持续产出专业内容与金句语录，许多观众驻足围观。

第五届燕窝文化学术交流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