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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五大展会主办集团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在华投资子公司

“SIAL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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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alchina.cn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

SIAL中国系列国际食品展 (西雅展) 主办方
打造中国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贸易大展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于北京，是全球第五大展会主办集团——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在华投资的子公司。

爱博西雅与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上海）共同成长，深耕中国市场23年：SIAL西
雅国际食品展（上海）已经发展成为“SIAL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一年一度世界
食饮全产业链大会”。

2023年，爱博西雅紧随集团战略布局，将SIAL这一世界食饮贸易交流大平台
拓展到粤港澳大湾区——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深圳）将于2023年8月
28-3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

源自法国，一脉相承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世界领先的展览及会议主办方

高美艾博展览集团（COMEXPOSIUM）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是世界领先的展
览及会议主办方，每年在全球22个国家定期举办超过150场国际展览及会议，接待
超过350万名专业观众及超过4.8万家参展企业，全球900余名员工（包括亚太区
240名员工）。

高美艾博展览集团的展会横跨食品、农业、建筑、时尚、休闲、教育、零售、数
字、安全、汽车、健康等行业。

根据AMR国际咨询公司于2022年9月发布的2021全球会展行业发展报告，高美艾
博展览集团是全球前五大，法国第一大展会主办集团。

荣誉与奖项

SIAL Network世界最大食品饮料系列展
链接全球食品饮料市场

SIAL Network展会遍布全球

SIAL Paris 西雅国际食品展 ﹙巴黎），自1964年创立以来，成为
全球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展览会。

SIAL Network 全球食品饮料系列展以SIAL Paris为母展将SIAL
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各个国家，包括中国、法国、美国、
加拿大、印度等

SIAL 
NETWORK

西雅展

中国商业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特邀副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欧盟商会会员单位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烹饪协会休闲简餐与饮品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单位

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智慧零售协会、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深圳市连锁经营协会会员单位

企业社会责任与愿景
爱博西雅始终秉持共享食品经济、构建食品安全和低碳展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多年来，

与行业同仁、全球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一流国际化与贸易化的平台。

展览企业联盟理事会员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企业信用评价AAA信用等级

2022会展品牌价值TOP50榜单“荣耀领军主办机构”

金触点·2021全球商业创新大奖“技术营销银奖”

2021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新时代中国经济创新企业”

中国行业品牌展会“食品类金手指（TOP3）”

中国（展览行业）领军企业

中国会展业十大优秀外资企业奖 

中国食品行业品牌展览会奖

SNIEC 20年同心同行奖

中国食品展会top20强“最具人气奖”
... ...

INSPIRE FOOD
BUSINESS

办展方针：
国际性、专业性

商贸性、创新性

组展理念：
想尽一切办法为参展商服务

想尽一切办法创造商业机会

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展会价值

核心商业价值
全球大平台、中国大市场

数智化赋能、思想新高地



年

爱博西雅深耕中国23年
打造世界级食品饮料展览会

爱博西雅历史回溯
与中国食品饮料市场共同成长

预见未来
再创辉煌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
将旗下自有SIAL品牌展

会引入中国，由爱博西
雅中国老团队首次在华主

办、招商并运营。

2000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自此，全

面开启深耕中国食品饮料
市场之序幕，也预示着

SIAL西雅展（上海）迎来
快速增长的未来。

2004

SIAL西雅展（上海）推
出了“主宾国”概念，并

且是SIAL西雅展首创特
色。

2007 当届展会迎来了近二千
家全球展商，超过4万

专业人士参观，成为亚
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食

品展会。

2012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SIAL西雅展（上
海）开始拥抱互联网，

依托大数据的技术力
量，结合自身强大的卖

家买家资源，推出
Match-Making在线商

务配对系统，为行业提
供更多的贸易机会。

2014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来华
访问，亲临展会现场。
当届展会吸引专业观众
数量超过10万，实现高
达31%的涨幅。

2017
11月起，北京爱博西雅展

览有限公司成为SIAL西
雅国际食品展（上海）

的主办方之一

2021

SIAL西雅展（上海）直面
“非典”，团队同心协力排

除障碍，自此SIAL扎根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03

2005

SIAL西雅展（上海）将法
国母展SIAL Paris最具标志

性的活动  - SIAL创新大赛
引入，并延续至今，奠定

了SIAL西雅展以创新为基
因的发展基调。

2009

首次在对外宣传中，使用
“中食展”这一中文简称。

SIAL西雅展（上海）全面
引入新媒体平台，开启了

SIAL西雅展打造新媒体矩
阵，引领全球食饮展会互

动新体验的风向。

2016

2019

SIAL西雅展（上海）率先实
现 了 2 0 万 平 米 的 展 览 面

积，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海内外参展商亮相，以

及继续保持国际与国内展商
1:1等比例参展的记录。刷新

世界食品展会多项记录，吸
引全球瞩目。

2023

西雅国际食品展览会（上海），简称: 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上
海）或西雅展（上海），是SIAL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于2000年
引进中国举办，至今20余年累计服务：
    来自全球70+国家和地区40,000+家食品饮料企业
    来自全球100+国家和地区1,000,000+位食饮行业从业者

SIAL西雅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深圳），简称: SIAL西
雅国际食品展（深圳）或西雅展（深圳），SIAL世界展会
对话世界地标，助力食饮企业深耕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
    打造世界高品质特色食饮贸易平台
    搭建大湾区创新交流平台
    聚焦大湾区最新优质食饮产业链
    迎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RCEP最新红利的贸易平台

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上海）
SIAL西雅国际餐饮供应链展

SIAL世界食品产业峰会
5月18日-20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

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深圳）
SIAL世界食品产业峰会

8月28日-30日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

爱博西雅始终秉持共享食品经济、构建食品安全和低碳展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多年来，

与行业同仁、全球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一流国际化与贸易化的平台。



SIAL世界食品产业峰会

2023年SIAL世界食品产业峰会以“经纬世界，拥抱变革”为
主题，汇聚国内外诸多知名行业专家领袖，聚焦食品全产
业链发展，展望全球食品零售趋势，为食品行业带来专
业、前沿、深入且具国际视野的思考与启迪。

SIAL Innovation 创新大赛

创始于1996年，被誉为全球食饮届“奥斯卡”金奖的SIAL 
Innovation创新大赛，拥有国际化标准赛制、全球权威机
构认证和特邀国际专业评审团。作为唯一能够在SIAL全球
系列展巡回展示的国际性比赛，创新大赛一直备受业内各
界人士关注，是全球食饮行业创新发展的“风向标”。

SIAL in China Awards 西雅国际金奖

SIAL in China Awards，中文名称为西雅国际金奖，是由
SIAL中国系列国际食品展主办方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及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发起并全力打造的国际食饮大
奖，旨在甄选出食饮行业各个品类的年度代表性企业及品
牌，并帮助获奖企业及品牌方扩大国际知名度及影响力。

SIAL自媒体矩阵

SIAL
新媒体矩阵

全方位服务客户 
打造全域生态

国际赛事，世界峰会
推动行业发展，引领全球视野

微信订阅号
微信服务号

官方视频号

官方抖音号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

供需对接，采购全攻略，线上精准配对会，企业参观
计划，在线智库，线下沙龙，商机在线、SIAL在线，
品牌+全渠道营销等，为展商和买家提供最前沿的增值
服务，打通全域营销壁垒，实现全年商贸对接。

SIAL增值服务

基于微信生态全域营销打造“SIAL在线”，
将实现24小时全年无休为食饮企业及品牌与买家提供
贸易商机，将有助于买家与卖家快速对接需求，做到1
分钟内即可进行线上商贸匹配。

“SIAL在线”微信小程序

全球食饮企业、贸易商、生产商、
代理商及买家均可通过SIAL商机在线平台进行贸易洽
谈与预约。通过智能技术为食品餐饮企业及品牌提供
“智能推荐专业买家，从而帮助展商与卖家更快速、更
精准、更高效地达成配对。

“SIAL商机在线”智能官网



参展咨询：exhibit@sialchina.cn
参观咨询：visit@sialchina.cn
媒体合作：pr@sialchina.cn
论坛会议及活动：nbd@sialchina.cn

北京爱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10-8579 4294
邮箱：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23年3月28-30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拉斯维加斯）

加拿大 多伦多
2023年5月9-11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多伦多）

中国 上海
2023年5月18-20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上海）

马来西亚 吉隆坡
2023年7月4-6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吉隆坡）

中国 深圳
2023年8月28-30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深圳）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23年11月8-11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雅加达）

印度 新德里
2023年12月7-9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新德里）

加拿大 蒙特利尔
2024年4月3-5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蒙特利尔）

法国 巴黎
2024年10月19-23日

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巴黎）

法国 巴黎
2023年9月10-11日

Gourmet Selection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2023年6月5-8日

Djazagro

法国 巴黎
2024年2月25-27日

Cheese & Dairy  Products 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