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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AL
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



SIAL 360°的全方位宣传
食品企业持续保持品牌曝光率绝佳平台

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 1,000,000,000 位专业人士参与

促成线上 B2B 贸易洽谈与合作近 1,000 次

600+ 家媒体及资讯平台报道

新闻及广告曝光量共计近 12,000,000 次

直播及回看浏览量总计达 1,000,000 次

SIAL 国际食品周四大活动共吸引

参与国家（部分）

新媒体平台（部分）

咨询 SIAL 国际食品周合作事宜
请扫描客服微信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阿根廷 波兰 芬兰 巴西 印度尼西亚 泰国 乌拉圭 白俄罗斯法国

主流媒体（部分） 行业媒体（部分）



SIAL 世界食品产业峰会
赋予食品行业世界性洞察与见解
全球 40+ 食品行业精英大咖一齐亮相

SIAL 世界食品产业峰会，作为“SIAL 国际食品周”压轴活动于 SIAL 老

时间 5 月 18-20 日如期线上举办。本届峰会以“全球智慧链下的共谋

与共赢”为主题，以线上形式进行全球双语直播。为期三天的峰会邀

请了来自全球食品、经济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及精英进行了线上及线

下的演讲和分享，共吸引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等不

同国家与地区的专业人士实时观看，官网及视频号观看人数最高峰达

57,050 人同时在线，在线互动达 106,731 余次。

精彩回顾

发挥比较优势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姚景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是 HACCP 未来发展
趋势

王 欣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国家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

让食品系统在人类和地球之间健康运转

杨 湧 布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生态系统总监

我国对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

焦 阳 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TBT 研究部主任

中国商业联合会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办方致辞

SIAL 世界食品产业峰会彰显行业担当与使命感

姜 明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

SIAL 将不断赋予行业世界性的洞察与见解

谢抒嬑 高美艾博展览集团亚太区总裁

立足全球视野与中国实践

李 悦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SIAL 世界食品产业峰会合作请联系：nbd@sialchina.cn

科技赋能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

张欣宇

宅家经济等多种因素催化预制菜经济
加速发展

蒋傲然

满足口感需求之外还要创造多元消费场景

徐 坚

发展特殊食品是落实国家大健康战略的
重要举措

王 靖

地理标志产品逐渐为中欧更多消费者所熟知

François 
BLANC

我国冷链物流将迎来爆发点

刘飞

三季度、四季度一定是食品产业爆发的
时间节点

蔡 进

中国居民消费总额仍有较大上升潜力

樊 纲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提升应急能力 打造多元保供主体

戴中久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

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京东零售 - 食品生鲜开放平台业务部总经理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农科院双蛋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RCEP 正在鼓励当地供应链的扩张和深耕

Marina Novira 
Anggraini

RCEP 成员国之间需要共识和互信

Kesrin 
ARIYAPONGSE

中式餐饮 提效增速领跑未来

方 芳

世界食品市场新十大趋势

Xavier TERLET

理智面对市场，差异化经营

佟 琳

新技术将改变食品消费模式

Christopher 
PISSARIDES

共促全球范围内乳业可持续性发展

徐 圆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

中国泰国商会副秘书长

Proteins XTC 总经理

艾瑞集团 - 艾瑞资本董事总经理，艾瑞投资研究院负责人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澳大利亚乳业局国际市场经理

法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

RCEP 能够促进价值链在整个区域的强化

Nick COYLE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刘振华 中国国际商会党委副书记

RCEP 将带动全球 1/3 的经济体量形成
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

洞见精准营养 配合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

张 凯 ADM 人类营养事业部亚太区新业务发展总监

洞察消费趋势 推动突破性创新

楼田园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对外创新副总监



SIAL 采购全攻略
线上产品推介会JUSTORDER
明星产品直播推介 
同步对接 SIAL 官方商贸配对社群 
打通“B2B2C”直播采购平台

5 月 16 日，SIAL 国际食品展（上海）官方视频
号首场线上产品推介会正式拉开 SIAL 国际食品
周序幕。

辽宁嘉香食品有限公司、河南食族人食品科技食
品有限公司、甘肃陇萃堂营养保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北纬四十七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启亮手撕蟹味棒、A+ 鳕鱼肠、一根脆骨，食族人豌豆酸辣粉、火
辣爆肚粉等多种粉面，陇萃堂的蘭啵旺牛肉面，北纬 47 度 3 小时
鲜制鲜甜玉米、黑珍珠玉米和花糯玉米等优质产品。

首场推介会四家展商首场推介会明星产品

活动合作咨询请联系：marcom@sialchina.cn



SIAL 在线配对日
两大平台数智化赋能供需对接 
365 天不间断

"SIAL 国际食品周”第二波贸易对接活动 -“SIAL 在线配对日”于 5 月
17 日至 20 日举办。此次配对日活动是基于 SIAL 国际食品展（上海）
官方网站 -SIAL 商机在线（网页端）与 SIAL 在线微信小程序两大平
台创立，展商可登录两大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信息与产品信息，通
过平台数字化智能方式与买家进行线上预约、沟通及达成合作意向。

食品周期间，两大平台迎来了 2000 多家企业入驻，在线配对日期
间展商与买家提交对接需求总数达 1000 次。

SIAL 商机在线和 SIAL 在线微信小程序两大平台将持续开放，365
天不间断地为食品企业和买家提供线上贸易对接服务。

微信小程序
请扫描圆形二维码

登录网页版
请扫描黑色二维码

2000+ 两大1000+
企业入驻 平台开放对接需求

5.20 展商 & 观众线上配对福利大放送

活动合作咨询请联系：marcom@sialchina.cn



“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 
触达优质大买家

作为“SIAL 国际食品周”贸易对接活动的高潮，KEEP-GO 业务持续计
划分别于 18 日与 20 日举办了两场“一对一”线上配对会，分别为线下
零售渠道专场与线上零售渠道专场，共促成 200 多次食品企业与大买
家的“一对一”精准贸易对接洽谈与撮合交易。

线下零售买家  |  北京联华超市、长春欧亚超市、美食林集团超市、每天超市、711 便利店、北京朝批、伊藤洋华堂、大连华联超市

线上零售买家  |  国美、天猫、菜丰、美腕、辛选、阿里巴巴、京东、叮咚买菜

参与配对会买家有

观众评价 展商评价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其次此次洽谈会主
办方筹备非常用心前期细心地解答我们
的疑问，现场对接每场时间安排也很合
理！有部分让我们很有合作意向的展商，
再次感谢您们。

成都伊藤洋华堂：
服务很到位，安排很细心，提醒也很温
馨，能为我们着想，非常感谢此次活动，
对我们很有帮助。主办方也会帮助我们
走流程，辛苦了。

广州多养多鲜：

感谢主办方的活动邀请，活动形式新颖
有趣，在短时间接触多家供应商，供应
商也都很 NICE~ 希望可以一直办下去。

这次的活动为我们供应商和卖家搭建了
交流平台，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沟通。活
动服务耐心周到，从参与者角度出发，
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非常好。

北京朝批商贸有限公司： 大庄园：

活动举办的很好，在疫情的环境下这样
的活动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可以对接
更多的进口商。如果后续还有相同的活
动会考虑参加。再次感谢主办方的用心！

柒壹拾壹：
这个活动非常不错，感受到了主办方的
用心。在疫情的环境下还让买家跟卖家
能面对面交流，不搞虚的，这才是我们
买卖双方所需要的，感谢。

广东汕泰：

活动合作咨询请联系：queena.li@sialchina.cn

KEEP-GO 线上配对会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IAL 2022 国际食品展（上海）
2022年12月7日-9日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SIAL 2022 国际食品展（深圳）
2022年10月31日-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