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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365天全渠道服务 
线下& 线上 
畅享与全球畜牧业企业 
沟通交流的良机 

首次与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
览会( )达成战略合作 

新合作，新机会 
强强联手，资源共享 

实现畜牧全产业链闭环展示

第三次与 
Horti China和

AAFEX同期同馆 
形成大农业展出多元化的

规模协同效应 

全方位防疫，健康安全 
中国防疫措施及时到位，为展会行业复
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主办方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做好展会防疫，
为参展企业和观众提供安全、健康的商
贸交流环境 

合作伙伴  
2021将持续加力 

与企业、协会机构、媒体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全年 天全渠道服务 线下 线上

线下展会 全年365天线上服务 

1. 展位 
2. 10多场论坛峰会（现场&线上线下综合） 
3. 2-3场国家日活动（研讨会+商务交流活动） 
4. 买家团商贸配对 
5. 媒体采访（现场直播+展后推广） 
6. 参观团引导 （会议代表团参观） 
7. 云游VIV（在线逛展推介+照片直播） 

线上服务全年不间断的链接展商与海外观众互动交流 
1. 线上研讨会，探讨行业热点 
2. 在线商贸配对会，全年促进商机迸发 
3. 云推荐，企业在线发布新品及专场活动的首选平台 
4. 云采访，行业大咖谈畜牧业观点 
5. 云考察， 分享海内外优秀行业案例 
6. 云配对，全年开放、覆盖海外及未能出行的采购需求 

VIV青岛 2020首度启动
“云”平台，线上线下精
彩同步，有效落实了365
全年服务平台。 
 
仅展期3天，线上互动观
看人次已达到55,402。 



首次与 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 达成战略合作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是世界肉类组织和中国肉类协会共同搭建的
世界肉类行业最重要的贸易平台，已成为全球肉类企业和同仁关
注和参与的焦点。通过产业周了解世界肉类行业最新的产品和技
术，交流行业最新信息和发展动向，坦诚推进各个领域的合作。 

关于

猪牛羊禽肉
及肉制品 

肉类机械装备 

包装材料、技
术与设备 

冷藏、制冷系统
设备和物流 

添加剂和调味品 

产业链相关
产品 

展品范围 

         观众类别 

产业链相
关企业 

商超、酒店、
餐饮、经销商、
贸易商 

肉类生产加工
企业 

畜牧 
养殖 冷链及物

流企业 
肉类机械及
装备企业 肉类配料

企业 



联合优势 

养殖/加工/肉品 

总展出面积 总参展商
总专业观众

与
强强联合 

1. 集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为一体 
2. 与双汇、史密斯菲尔德、雨润、温氏、新希望等CIMIE重要买家沟通洽谈 
3. 与来自肉类生产行业的20,000多名专业观众会面 

2021年，VIV Qingdao and CIMIE  

将以肉类/动物蛋白业务形成全产业链展示闭环。 

专注于 
 
展示猪肉、牛肉、羊肉、
家禽、牲畜、家禽和蛋加
工技术以及肉制产品 

 专注于 
 
农业和综合设备、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饲料研磨、养殖
和综合设备和动物保健 

首次与 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 达成战略合作 



同期举办 、 种植 养殖 食品全产业链的融合

AAFEX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VIV Qingdao 2021亚洲国际
集约化畜牧展（青岛）与HORTI CHINA 亚洲园艺博览会同期举办，
由青岛市政府、青岛市农业厅联合主办，共建战略联盟，将继续加
强“种植+ 养殖+ 食品”农牧全产业链的融合，届时将有1,700多
家农产品和食品生产技术及设备供应商共襄盛举，涵盖“种子到植
物，饲料到肉到食品”。 

 会见更多来自中国和海外的贸易商和代理商

 会见更多的综合农场和农业团体

 会见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新投资者

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和农业厅的专项支持 

 向区域买家提供广泛的推广活动 
 青岛和山东农业部门的专家分享本地畜牧业的最新趋势和政策 
 政府支持举办“高级别企业交流研讨会”，与地区龙头企业开展
商务合作 



全方位防疫，确保健康安全

2020年，在全球疫情的震动下，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并于

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逆转，而国内会展行业也在上半年的巨

大压力与困境中逆势向上，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同时，

稳步复苏。 

防疫措施 

实名参观及参展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展会所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参展商和参观
者必须进行实名登记，持有效身份证件进入展馆。 

佩戴口罩 
入场人员必须在入口处佩戴口罩。主办方也将在展览期间提供口
罩服务。 

卫生和清洁 
•展馆区域内将提供免息消毒洗手液。 
•展馆定期清洁消毒，室外帐篷、走廊、通道、厕所等场所每天至少
消毒一次。 
•提供额外通风设备，并在展会上正常使用供水、烘干机和其他设施。 

入馆体温监测 



中外支持机构

中外支持媒体 

青岛 帮助您与行业
知名媒体取得联结，并在
展前、展中和展后在选定
的媒体线上或者线下平台
推广您的产品技术以及品
牌故事。

为参展商提供一系列的曝光
机会，在您的展位和现场活
动中与主要合作伙伴直接联
系，沟通洽谈。

全球团队及合作伙伴深度协作



概况

二十多年来，VIV在中国的贸易展一直是链接全球“从饲料到食品”猪、
禽、奶、水产全产业链的桥梁。2019年起升级为一年一度的展会，既吸
引了中国畜牧市场的目光，也引起了邻国畜牧市场的关注，为行业国际交
流发展提供了一个专业开放的平台。  
 
 专业门户 国际公司进入和拓展中国市场的门户 
 产品创新 向行业专家、观众推广新产品的领先平台 
 品质服务 您在贸易和高效沟通方面的合作伙伴 

展品范围 

饲料、饲料原料及辅料 照明设备 

饲料添加剂 养殖设备的配件、配套及加工器材 

饲料加工设备  软件及自动化系统 

动保生物制品(疫苗、兽药等) 粪污处理设备及生物质能源技术 

兽医器械、消毒、防护用品 实验、检测设备与服务 

兽药生产、加工、包装设备 肉/蛋 屠宰、加工及处理 

育种/孵化 运输/ 冷藏/ 包装 

育种/孵化设备 优质品牌畜禽产品  

畜牧屋舍设计及工程建设 媒体/教育/咨询 

养殖及饲喂设备 水产养殖技术和设备 

环控设备（通风、温控等） 反刍养殖技术和设备 

平方米 

展示面积 展商 观众 会议及活动 

“从饲料到食品”

国际领先的贸易展

专注于商机、创新和技术交流



高水准会议 

四大观众组织利器
继续加强行业领袖邀约、特别买
家招待、 和专业参观
团四大计划确保邀约 、大买家、
等行业精英到场参观洽谈

全年在线商贸配对
精准匹配，高效预约，连接您
的国内外合作伙伴，有效管理
会面安排，免费开设使用账户

高频多维创新营销战略
除了全面的展会数据库营销以外，围绕
展商的展品和品牌故事进行全方位涵盖
线上线下整合营销

参展福利 
为您准备了多重参展福利，
一个展位 多个营销推广福利



   与这些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线上+线下 

参加高级别论坛和专业研讨会

类型 序号 会议及活动名称 主办方/协办方 日期 主题 语言 

综合 

1 第四届国际养殖产业链发展高层论坛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9.15-16 宏观市场趋势解读、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品牌打造、案例分享 英 & 中 

2 全球畜禽疫情应对机制建设及国际合作论坛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9.16 

畜牧行业市场概况及未来展望、畜牧行业传染性疾病回顾、动
物营养、疫苗、生物安全 

英 & 中 

畜种 

3 第三届全球种猪基因进展峰会2021 
Agri-Intelligence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展会同期 

全球经济与养猪业概况&新趋势、全球猪育种技术、中国与国
际育种优化实践及运行体系的完善 

英 & 中 

5 全球家禽及蛋品发展交流论坛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9.16 蛋鸡和鸡蛋 英 & 中 

6 GDF 奶业研讨会 
Global Dairy Farmers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展会同期 奶业 英 

7 GFP 研讨会 
Global Food Partners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展会同期 无笼产蛋，动物福利 英 & 中 

板块 

8 中国畜牧业植物提取物大会 
Agricultural Wealth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展会同期 健康与营养 中 

9 如何系统地建造一个优越的饲料厂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Perendale Publishers Ltd 

9.15 进料设备 中 

10 智慧养殖应用与创新发展专题论坛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VIV worldwide 
9.15 人工智能、智能农业、大数据 中 

11 “畜禽粪污、无害化资源利用”专场论坛 
鲁牧传媒 

VIV worldwide 
展会同期 废物处理和解决方案 中 



行业领袖计划
预计 人

面向全球邀约行业大咖，
包括行业知名公司、机
构的采购决策者等到场
参观洽谈。

邀约规模养殖场、饲料
厂、屠宰场、食品加工
和分销相关企业工作，
且具有大额采购需求或
较高决策权的专业买家。

展商 计划
预计 +人 

 定制邀请函 
 客户邀请及招待 
 展前邮寄胸卡 
 为企业品牌活动提供舞台 

专业参观团
预计 个团 人 

与媒体和协会协同 
重点邀约猪、禽领域的 

国内外代表团参观 

参展商的满意是VIV青岛2021的主要目标 
我们将全力确保您的目标观众到场 

您只需负责接洽他们 

我们全力邀约高阶买家和观众 

四大观众组织利器为您精准邀约行业领袖和大买家

特别买家招待
预计 人

这项计划曾获世界展
览联盟 营销大奖，
有效帮助提升展台人
气，获取更多关注，
打造超人气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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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展会结束，在线企业已达到
450余家，在线买家12,000+，累积完
成在线邀约配对1000余场。 
 
该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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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结束后持续为行业服务，
VIV青岛展主办方也将持续邀请更多的
品牌展商和专业买家进入。 

商贸配对精准化



展商推广活动： 个月  2021年1月-9月 

展品推广活动： 个月  2021年1月-9月 

数据库 营销活动

 向 国内外观众数据库发送电子邮件

 向 国内观众发送短信推广

 向 国内观众发出电话邀约

 向 行业潜在新观众直邮展会定制邀请函

社交媒体营销活动

 微信 个国内行业粉丝 

 国际行业粉丝 

您的

推广机会

电子邮件

短信

电话中心

线上 

研讨会 

直邮

谷歌推广

社交媒体

新闻稿

多渠道推广 
=>效应最大化 

高频多维创新营销战略



年 月 日前 

平方米 

展位类型 
原价 折后价 

标准展位 ( 平米起订) 

光地展位 ( 平米) 

光地展位  
(超 平米部分) 

展商基本权益 

 

• 展位（标准展位/光地展位） 

• 参观指南中展商名录列名 

• 免费开通展商服务系统账户，方便企业24*7随时更新企业和产品

信息 

• 列入官方中文及英文网站在线展商名录 

• 免费开通Match-making线上贸易配对系统账户，全年向目标观

众群体精准推荐企业和产品信息 

• 展会官网及微信免费发布展商动态新闻 

• 展商报道欢迎礼包 

• 免费邀请参加欢迎酒会，与行业精英交流活动，结识高层人脉 

预订 年展位，限时专享优惠价 

参展权益 早鸟优惠

直降 



中国区销售团队  

郝永丽

王海茵 

陈晓婷

再相聚

VIV Qingdao 2021将于9月15-17日在青岛举办，品牌形象全新升级，将
启用“长城”形象，寓意坚韧与拼搏。联合荷兰、中国、泰国、中东、俄
罗斯、非洲、意大利、土耳其等全球各个角落的VIV团队成员们，通力合作，
为未来畜牧新格局新联动贡献更多力量。 

品牌形象全新升级

单艺 

肖磊

邢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