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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

20
同期会议活动

40,000㎡
展出面积

352
参展企业

1,200+
定向组织优质买家

3,369
现场参会人次

16,557
现场专业观众



● 2020 展会到场买家（部分名单）

● 国内观众来源区域分布

华东地区 

58.14%

华北地区 

18.63%

华中地区 

10.81%

东北地区 

5.20%

华南地区 

3.87%

西南地区
2.37%

西北地区 

0.97%

●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Top10

饲料、饲料原料及辅料
饲料添加剂
畜牧屋舍及养殖设备

动保生物制品 ( 疫苗、兽药等 )

饲料加工设备
育种 / 孵化

粪污处理设备及生物质能源技术
兽医器械、防护用品
肉 / 蛋 屠宰、加工及处理
软件及自动化系统

33.58%

28.94%

28.48%

20.71%

20.62%

16.81%

12.46%

12.43%

11.32%

9.32%

● 观众主营业务类型 Top10

25.01%

22.51%

18.80%

8.83%

5.51%

4.56%

4.36%

4.05%

3.42%

3.27%

经销贸易商
商品养殖场

全产业链集团经营
育种、孵化企业

电商平台
包装、运输、冷链企业
屠宰场
食品批发贸易商 / 商超 / 连锁餐饮
软件及自动化系统开发服务商
肉蛋奶加工处理企业

中国畜牧产业聚集区域
买家类型的观众占比 66.3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荣达畜禽有限公司
荷兰鹰凯动物保健集团
灌南温氏食品有限公司
田林县铭翔养殖有限公司
黑龙江万里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正大有限公司
青岛永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汉世伟猪业服务有限公司

德州育希源牧业有限公司
胶南市牧康源生猪养殖中心
胶州市金海养殖场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
上海市新杨种畜禽总场
美佳育种集团 (ABG)
礼蓝 ( 四川 ) 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仁饲料有限公司
龙大肉食

石家庄市鹏腾牧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默克动保商贸有限公司
潍坊谙华牧业有限公司
潍坊金通矿物饲料有限公司
潍坊高盛饲料有限公司
环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雨润集团
江苏鸿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平台新作为
畜牧行业新担当
9 月 17-19 日，VIV Qingdao 2020 亚洲国际集约化畜牧展（青

岛）的圆满举行，是联合全球畜牧行业对疫情下的消极与

沉寂状态的反击，昭示着畜牧产业更强的斗志与生命力。

也是 VIV 进入中国 20 年，作为中国与全球畜牧产业联动的

重要国际性平台的成果汇报，以及未来新形势新变革的精

彩预演。

汶上县永丰养殖有限公司
沈阳华美畜禽有限公司
沈阳嘉合天丰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惠普饲料有限公司
沈阳耘垦牧业有限公司
山西晋龙养殖股份有限公司
泰高中国动物营养
浙江启昌星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森食品
济南卓远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潍坊春丰饲料有限公司
河南巨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大北农猪育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曹县伟林养殖专业合作社
杨凌绿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曲周县北农大禽业有限公司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青岛代表处
方正饲料
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
荣成市博海禽业有限公司
双流正大有限公司
东营蓝海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 观众职务统计

31.61%

24.40%

17.05%

12.30%

3.27%

2.97%

4.70%

3.71%

总经理 / 高层管理人员 / 农场主

市场 / 销售经理 / 代表

技术经理 / 工程师 / 技术员

采购经理 / 采购员

兽医师

营养配方师

科研人员

顾问

展商满意度

91%
观众满意度

97%

注：以上仅为部分买家企业列名，排序不分先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西省委员会
张利文 贸易促进部部长
我们是第一次组织企业参加 VIV 青岛展会项目，选择项目之初
主要是考虑到通过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把”山西品牌中华行“的
活动落到实处，让山西的畜牧企业和畜牧产品在更大的舞台
得到推广。这次合作我们一共组织了 13 家特色农业、畜牧业
龙头企业参加，参展单位纷纷表示展会的定位精准，效果显著，
明年我们将会扩大参与的规模和合作的深度。

青岛中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黄欣 市场企划负责人
参加本次 VIV 展会，是我们中海环
境截至目前参与的效果最好的区域
内畜牧展会。获取到了很多优质客
户，本次展会的投入产出比使得我
们老板预订了明年的展位，期待继
续合作。

成都小巨人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宁炜 总经理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行业不少展
会或取消或延期，VIV 青岛展坚持如
期举办，展会现场呈现的效果也非
常不错，没有让我们这些老朋友失
望。我司今年开始进驻养猪设备行
业，在展会上认识了不少养殖产业
的大佬和新客户。2021 年 VIV 青岛展
我们已经预定了展位，预祝 VIV 展会
越办越好！

广州广兴牧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潘英科 副总经理
VIV Qingdao 2020 全力打造链接全球
“从饲料到食品”猪、禽、奶、水
产全产业链的桥梁，本届展会有沉
淀、有突破、有创新，精彩纷呈。
广州广兴集团与 VIV 携手合作将为国
内外畜牧行业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共同促进畜牧行业持续发展。

日本明治制果药业株式会社
北京代表处  

车聪颖 中国区经理
第二次参加青岛 VIV 会议，总
体来说非常好。受疫情影响，
今年参展的外籍人员较少，但
国内的行业从业者基本都过来
了，对于产品宣传也是比较有
效果的。展商服务方面，是国
内所有展会里最好的。所以明
年还会继续参加。

青岛诺安百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郭淑凝 市场部
今年是公司参加 viv 青岛的第二年，2021 年也是顺利进行了预约，
viv 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它在大力的推动的无抗养殖，在养殖领
域实现全方位的无抗替抗是与我们公司的初衷是一致的，我们也
借此机会宣传噬菌体制剂在无抗领域的关键作用。

青岛润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曲元峰 品牌运营部总监
对于 VIV Qingdao 亚洲国际集约化畜牧展
览会的本届展会，我公司感到非常满意。
本次展会气势宏大、会场内整洁明亮，
服务周到，想展商之所想，对于疫情防
控严格把控，对于我们展商的各个要求
都能迅速确实的处理和回应。

青岛鑫光正牧业有限公司  

张明明 技术总监
2020 年 9 月 17 日青岛世博城，青岛鑫光正牧业作为 VIV 中国
的忠实铁粉再次与 VIV牵手，携全新的肉鸡、肉鸭、猪养殖设备、
钢结构房舍、智能环境控制闪亮登场，并借机会发布了与海
信日立合作的全新温控产品。世界疫情当下，VIV 用热情和责
任为此次参展的厂商和观众圆满演出了一台 “抗疫促产”的
精彩好戏。

展商好评

展商阵容

注：以上仅为部分企业列名，排序不分先后

行业实践榜样积极参展参会
共同推进热点板块的价值内容传播
VIV 青岛展 2020 实现生猪育种、家禽蛋品、反刍养殖、粪污环保、福利养殖、无抗替抗等板块的

强势拓展。国内外相关板块的代表企业积极参与，现场进行优质产品展出，并积极参与相关主题

的国际性高端峰会。从实践出发，多角度分享，触动商贸合作与前沿技术交流。



云上系列活动 5.5 万人次在线观看，
数字化贸易模式大胆创新

云推荐：特别展位在线引流
9 月 17 日进行了专场的云推荐活动，中英双语频道，
海内外买家全覆盖。作为今年海外供应商参展“云”
解决方案之一，主办方也为参与企业提供了专门的平
台和宣传支持。

云会议：全球智库在线探讨发展问题
此次 VIV 青岛展同期多场会议论坛实现云同步，包括：
第三届国际养殖产业链发展高层论坛，全球种猪基因
进展未来方向峰会，全球奶农联盟——奶业生产经营
“时效管理和未来发展”论坛，“畜禽粪污、无害化
资源利用”专场论坛，中国反刍技术高峰论坛等。在
线观看人数众多，且在展后长期回看，内容传播更广
泛更便捷。

云游 VIV
回看入口 

在线商贸
配对系统 

 “云逛展”“云采访”“云会议”“云推荐”“云配对”等云上

系列活动，全方位覆盖展会精彩内容。超过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观众参与，展会 3 天在线互动观看人次 55,402。海内外同仁共
同参与，分享成功模式和经验，传递行业发展积极信号。这些精

彩的内容可在云游 VIV 频道长期回看，云配对系统也将在展后继

续为全球伙伴继续服务。

云游 VIV 在线商贸

云逛展：展会现场盛况全球直播 

VIV 青岛展首度开设现场移动看展环节，主要围绕无
抗替抗、猪业智慧养殖、家禽疫病防控、家禽智慧养
殖等专题，参与企业 50 余家；精选 20 家优质外贸出
口型企业，面向海外观众进行专场直播。

云配对：国际买家团线上相见
9 月 17 日下午，中国畜牧供应商与加纳共和国畜禽养
殖买家在展会现场云连线。跨越上万公里距离与 8 个
小时的时差，23 位加纳国际买家与在 VIV 青岛现场
的广州广兴牧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兴仪电子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青岛鑫光正牧业有限公司、江苏正
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优选展商企业在线互动交
流。本次活动的成功举行，对 VIV 未来开展全年系列
的国际买家专场云配对活动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云配对：数字化精准服务常态化
近年来，VIV 青岛展积极引入数字化营销和服务模式，
逐渐形成具有高度精准匹配能力的商贸服务。2020 年
首度推出“在线商贸配对服务”，已累积了丰富的供
应商与买家资源，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买
家积极参与互动，包括：荷兰、巴基斯坦、俄罗斯、
伊朗、法国、韩国、德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
利亚、意大利、加纳、埃及、斯里兰卡、孟加拉等。
该系统在 VIV 展会结束后持续服务，将邀请更多的品
牌企业和专业买家进入。

云采访：深度挖掘行业产业价值内容
猪业专题和综合专题两大云采访间，带来关于种猪育
种、无抗替抗、智慧养殖、粪污环保、外贸策略、国
际合作等各个层面的深度探讨。中文和英文两大通道，
向海内外强势传递行业积极复苏信号。

入驻企业 450 余家 

在线买家 12,000+
累计完成配对 1,000+

1.5 万 + 在线观看人次 2 万 + 在线观看人次，多个媒体平台转播

截止展会结束



第三届国际养殖产业链发展高层论坛

全球种猪基因进展未来方向峰会

VIV 国际畜牧技术创新及应用论坛

2020 首届中国畜牧业替抗 T20 峰会

“畜禽粪污、无害化资源利用”专场论坛

全球家禽及蛋品发展交流论坛：如何实现利
润增效等

中国向非笼养鸡蛋生产转变：来自全球专家
的洞见

中国反刍技术高峰论坛

世界家禽学会亚太联盟
全球奶农联盟
荷兰农业协会
加纳工业协会
加中贸易平台
美国国际种猪登记协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猪产业链生态圈平台
山东省奶业协会
荷兰合作银行
瑞银集团 / 瑞银证券
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AIC 国际畜牧咨询公司
南方报业集团南方农村报
全球食品合作伙伴
FFI 咨询公司
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
法国养猪研究院

● 国内外政府机构及行业组织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丹麦农业研究院
丹麦生猪研究中心
中国 •丹麦乳品技术合作中心
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监督检测测试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荷兰 Aeres 应用科技大学
瓦赫宁根大学
比利时根特大学
浙江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西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注：以上仅罗列部分参与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以国际视角看中国畜牧业发展  

国际演讲嘉宾比重高达 52%

同期农业品牌活动助力加码
未来农牧产业一体化预演

● 同期展会

AAFEX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主办方：青岛市人民政府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承办方：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丨青岛市贸促会 |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暨中国品牌农产品展销庆丰收活动

指导单位：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主办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 |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庆祝 2020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

主办方：中国农村杂志社 |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承办方：万耀远大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20 场国际高端论坛品质升级
多场农业展会同期举办



9 月 17 日（展会首日）晚间，在展会现场

举办了盛大的欢迎酒会暨助力畜牧行业持

续发展匠心表彰活动。感恩见证 20 年，现

场向近 60 余家企业或机构颁发“同心聚力
奖”、“价值传播奖”、“杰出贡献奖”、

“持续进步奖”、“卓越山东奖”等奖项。

该活动由 VIV 青岛展、全球种猪未来进展

峰会、AIC 国际畜牧咨询、豆粒传媒共同

发起，得到业内一致好评，多家企业积极

响应。

VIV 青岛 2020 持续落实“专业观众团组织”的重要

战略部署，分别组织了生猪规模养殖参观团、生

猪育种参观团、山东及周边地区畜禽养殖企业考

察团、粪污环保技术交流团、无抗替抗技术交流

团等。他们现场参观了 50 余家相关企业，并在相
关的会议活动中进行深入的交流互动。

VIV 青岛展已在 2020 年初步构建 365 全年服

务模式，包括：深度采访、线上论坛、贸易

配对、行业资讯发布等板块。更是结合自动

化精准营销，全年深度挖掘核心买家数据，

进一步提升平台价值。

感恩见证丨 VIV 进入中国 20 年盛大酒会 公益活动丨关爱新一代畜牧人，行业爱心义卖

买家活动丨高质量的 VIP 专业观众参观团

全年平台丨 VIV 青岛构建 365 天行业整合服务体系



2021展位预订，更多限时优惠请咨询：
Book your 2021 booth, contact us for extra benefits: 

市场合作
唐敏霞 Ms. Kandy Tang
kandy.tang@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3505
Mob: +86 135 6416 7785

黄   贤 Ms. Elaine Huang 
elaine.huang@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6095 
Mob: +86 134 8240 4217

会议合作
白雪 Ms. Snow Bai 
snow.bai@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3509
Mob: +86 139 1737 2737

商务合作
袁  菁 Ms. Isabel Yuan 
isabel.yuan@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3510 
Mob: +86 134 7260 2614

刘文涛 Mr. Jeremy Liu 
jeremy.liu@vnuexhibitions.com

郝永丽 Ms. Well Hao
well.hao@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6015  
Mob: +86 135 2468 9191

单艺 Ms. Sylvia Shan
sylvia.shan@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6063  
Mob: +86 183 0213 3457

王海茵 Ms. Hellen Wang
hellen.wang@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3536  
Mob: +86 138 1775 2961

肖磊 Mr. Carrot Xiao
carrot.xiao@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3572  
Mob: +86 134 0211 1055

International Sales Team

陈晓婷 Ms. Vicky Chen
based in China
vicky.chen@vnuexhibitions.com.cn
Tel: +86 21 6195 6067
Mob: +86 138 1629 2150

Mr. Philippe Verstuyft 
based in Europe
Philippe.verstuyft@vnuexhibitions.com
Mob: +31 6 1517 3564

中国区销售团队
Ms. Elaine Lu
based in Thailand
elaine@vnunexhibitionsap.com
Tel: +66 2 1116611 (ext:214)

MATCH-MAKING GLOBAL-REACH HOSTED-BUYERS

链接全球“从饲料到食品”
猪、禽、奶、水产全产业链的桥梁

展馆：青岛世界博览城（西海岸新区）展馆：青岛世界博览城（西海岸新区）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