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1年10月18-20日     

Oct,18-20,2021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3、4号馆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Hall 3&4 

展后报告 Show Report 

2021年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暨食品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Food Exp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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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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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 观众信息 



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暨食品博览会 
简称：深农会/IEAE CHINA 

2021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暨食品博览会,于2021年10月18-20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3、4号馆举行。 

展会立足深圳，辐射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构建优质农产品、有机农产

品及优质食品的行业资讯服务及国际洽商交流平台。 

2021年深农会品牌升级，推出双平台发展战略，根据自身资源与区域优势打造

中国生态农业领域先进技术发布平台，生态农业品牌建设与优质渠道建设平台。 

今年展会在主旨论坛规格、参展企业互动、行业资源共振和智慧会展应用等方

面再度创新，展会通过“双平台、双引擎”战略，推出多元化服务，为中国生态农

业发展赋能。 

20,000 展会总面积（平方米） 

Exhibition Area(sqm) 

27,365 
观众人次 

No. of Visitors 

524 
展位数量 

No. of Booths 

306 
参展商数量 

No. of Exhibitors 



中国生态农业品牌 

建设及优势渠道对接平台 

中国生态农业 

领域先进技术发布平台 

展会 
定位 

品牌 
建设 

技术 
发布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DVANCED TECHNOLOGY 
PUBLISHING PLATFORM 

BR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IN CHINA  
AND HIGH QUALITY CHANNEL 
DOCKING PLATFORM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杂志社 

主办单位 

深圳大学都市农业研究所 

深圳市绿色农业发展促进会 

联合主办单位 

深圳标准促进会 

腾讯云 

中科院食品安全防伪追溯平台 

哈工大总裁学友会农产品流通协会 

哈工大校友智慧农林产业联盟 

支持单位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活动组委会 

深圳市农博社土壤改良科学研究院 

协办单位 

哈尔滨市农产品营销行业协会 

北京有机农业产业联盟/北京有机俱乐部 

战略合作平台 

农卷风  农产通商城  大树严选  和合商圈 

联合承办单位 

深圳汉威传媒展览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 
架构 



20+国内地区 

Exhibiting Countries & Regions 

八大品类展品 

生态及绿色产品         天然及有机产品 

政府组团及特色农业     加工食品类 

水产冷冻及肉类         休闲食品类 

酒及饮料类             数字农业及设备类 

参展企业主要来自内蒙古、吉林、辽宁、青海、云南、

黑龙江、河南、江西、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广

东、甘肃等国内各地区 



广西 

4% 江西 

8% 北京 

3% 

上海 

10% 

浙江 

6% 
辽宁 

3% 云南  

4% 
河南 

12% 
湖北 

3% 

湖南 

2% 

甘肃 

6% 

黑龙江 

7% 

陕西 

2% 

成都 

7% 

青海 

5% 

山东 

3% 

其他 

16% 

广西 江西 

北京 上海 

浙江 辽宁 

云南  河南 

湖北 湖南 

甘肃 黑龙江 

陕西 成都 

青海 山东 

其他 

78% 

75% 

70% 

认为 

这次参展效果为满意至非常好 

认为 

展会观众质素为满意至非常好 

计划 

参加深圳2022年深圳生态农业展 



观众总人次 

观众来自于：广东、广西、江西、北京、上海、浙江、辽宁、云南、河南、湖

北、湖南、黑龙江、陕西、成都、青海等地 

其他地区：因特殊情总不接收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观众 

27,365 22 
国内地区 



1、观众来自于全国各地 

21% 

11% 

21% 

9% 

5% 

5% 

14% 

4% 3% 
4% 

3% 

进口商/代理商/食品加工商 

大型超市/进口商超/便利店/社

区店 

经销商/分销商/零售商 

餐饮服务商/学校政府机关等单

位团膳 

酒店/中高端餐厅/度假村/娱乐

休闲会所 

专业媒体/国际买家/中国采购

办 

电商/新零售渠道商 

体检/营养机构/营养保健机构 

健康会所/健身中心/月子中心 

网络达人/带货平台 

其他 

2、观众所属行业 



17% 

11% 

29% 
6% 

6% 

11% 

4% 

16% 

生态与绿色产品类 

天然与有机产品类 

政府组团及特色农

业类类 

加工食品类 

休闲食品类 

水产冷冻及肉类 

酒及饮料类 

数字农业及服务类 

3、观众计划采购类别 4、观众计划采购金额

29% 

23% 
21% 

16% 

11% 

10~50万 

50~100万 

100万以上 

1~10万 

1万以内 



13% 

15% 

9% 

37% 

12% 
11% 

3% 

集团总裁/法人/总经理  

合伙人/CEO  

市场部负责人 

采购总监 

销售部负责人  

公司职员/行政/财务人员 

其他  

5、观众职位 6、观众评价

观众评价展会为好至非常好 

concluded the exhibition as good to excellent. 

观众认为参展商质素为好至非常好 

concluded the quality of exhibition form good to 

excellent. 

观众认为产品丰富程度好至非常好 

concluded the variety of new exhibits form good to 

excellent.  

70% 

89% 

92% 



展 会 效 果 
政府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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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协会合作 数字农业 



云南省展团 

嫩江展团 

内蒙古展团 

海西州展团 

内蒙古首次参与展览，此次带来

内蒙大米、油、酒类、羊肉、藜

麦、肉干、麦片等地方特色精良

产品，现场深受大众喜欢 

海西州做为老展商，带来了海西

州特色有机绿色产品，如红枸

杞、黑枸杞、枸杞酒及饮料、藜

麦等柴达木地域品牌产品 

由云南省贸促委组织近20家企业

参与此次展览，产品包括菌菇

类、石斛、咖啡、水果等各类特

色云南优质农产品。 

由嫩江市政府组织当地龙头企

业，产品涉及各类寒地产品：大

米、五谷杂粮、肉类、油类及各

类特色包装食品。 

内蒙 

海西 

云南 

嫩江 



北京有机俱乐部展团 

深圳圳品展团 

珲春展团 

腾讯云生态圈 

吉林省珲春市首次参与此次展

览，珲春特色产品如苹果、人叁

等产品受到大众好评，为珲春苹

果打开粤港澳湾区市场提供先

机。 

腾讯云作为联合主办单位，由安

心平台携手乐业县农业农村局、

宾阳县农业农村局、剑阁县、务

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白银市农

业农村局等地参与展览，形成展

会一大亮点。 

北京有机俱乐部组织近20家有机

企业参与展览，有机产品在粤港

澳地区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参展

效果也逐年递增。 

由深圳标准促进会组织“圳品”

企业参与展览，将深圳食品标准

呈现于采购商眼前，展现了高质

量城市食品品牌。 

珲春 

腾讯 

有机 

圳品 

•••••• 



退役军人（农业）创新创业 

成果展示暨交流会 

由从事农业领域的退役军人参与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退役

军人关爱基金会、深圳市宝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圳市宝安区社会拥军联谊会、深圳市农博

社土壤改良科学研究院、深圳市中桦农业科研发展有限公司等机构及公司的大力支持。 

通过大会由此形成了以退役军人为主题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并通过整合产品，建立及完善营

销渠道，为从事农业领域的退役军人提供了创业方向。 



中国(深圳)数字农业应用趋势大会 

暨农业硬科技精品展区 

合作单位： 

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国际智慧城市研究院 

深圳大学都市农业研究所 

中科院食品安全防伪追溯平台 

哈工大总裁学友会农产品流通协会 

哈工大校友智慧农林产业联盟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 

深圳物联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哈尔滨市农产品营销行业协会 

活动效果： 

此活动为大会首创 

现场近30家企业参与展览及同期大会 

共同探讨中国数字农业发展方向 

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展 会 价 值 
领导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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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线上展览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杂志社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活动组委会 

哈工大校友智慧农林产业联盟 

展会历经几年发展，在2021年得到农业农村部

中国农村杂志社的大力支持与关注。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活动组委会邀请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参与展览。 

由哈工大校权智慧农林产业联盟组织数字农业

企业参与展览，为展会带来亮点。 

嘉宾领导出席大会： 

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  张玉香 女士 

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  程萍女士 

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  雷刘功先生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总工程师  张志华先生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副厅长  郑宏宣先生 

黑龙江省嫩江市市长  崔凯先生 

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  赵邦宏先生 

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叶灿江先生 



绿色经济与生态文明高峰论坛 

如何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如何

能以最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代价,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产业先峰智库 

中国（深圳）生态农业博览会顾问委员会

专家顾问团团聘任仪式。 

中国数字农业应用趋势大会 

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大力提升数字化

生产力，抢占数字农村制高点，让硬科技

赋能农业产业化长足发展。 

大农业品牌建设与创新论坛 

为推进农业品牌建设而发起此次大会，按

照“品牌引领、主体联合、产销对接、利

益分享”的总体思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 

数字乡村协同创新发展论坛 

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激发乡村振兴，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积极

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 

世界素食大会 

素食能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培育

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引导人们向往

和追求和平、感恩的幸福生活。 





媒 体 推 广 
线下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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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营销 内容输出 



推广 
方式 

社区广告、LED大屏广告 

测温点广告等多种方式推广 

树立展会品牌形象 

近30万条精准数据 

精准社群推送 

影响粤港澳及全国采购人群 

在展会各阶段推出不同新闻内容 

保持项目可阅读性 

超400家媒体发稿 

与饭店业协会、绿农会 

采购商协会、市场协会等 

多机构合作，邀请精准采购商 

线下 

硬广 

精准 

营销 

内容 

输出 

一对一 

邀请 

抖音 

广告 

抖音上推送广告 

吸引更多人关注 



深圳地区超500个 

社区广告 

全城覆盖 



深圳地区近30

个LED大屏广告 

有效树立 

展会品牌 



深圳及广东地区 

超2000个 

机器人测温点 

有效的大范围 

传播 



结合展会不同 

阶段内容 

发稿400+以上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630/062021_816857.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74705251_120330873 

人民日报经济网 http://www.ceweekly.cn/2021/0519/344062.shtml 

网易新闻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GA9CU6TF00019OH3.html 

中华网广东-财经 https://gd.china.com/gdfinance/20001001/20210518/25413942.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6L6R9dyVAI 

国际在线新闻 
http://talk.cri.cn/n/20210622/247ea7ec-f30f-b155-eb3c-
a8cd6cefa24e.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7AbEKleA3E 

中国日报网财经 
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107/28/WS6100da5ca3101e7c
e975bdfc.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79884608_120330873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10/13/content_41698895.htm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4635038_120330873 

太平洋财富网 
http://www.pcfortune.com.cn/news/pic/2021/1012/102021_68138.htm
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AHXuvZElE7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1012/102021_895108.html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9/06/WS61358e73a3101e7ce976
2167.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FHTBIaBat 

网易新闻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GJ02B4QA00019OH3.html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03/092021_867580.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87534998_120330873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8/18/WS611c808fa3101e7ce975
f2e8.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8nq2T267tz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818/082021_854146.html 

网易新闻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GD6J97P800019OH3.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73644693_120330873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7/19/WS60f5085da3101e7ce97
5a509.html 

今日热点 http://www.todayhot.com.cn/info/54211-1.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7338049_120330873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10/26/content_41714642.htm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1026/102021_906750.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Ad1tETywhC 

深圳电讯 http://www.shenzhendx.com/article/show.asp?id=17432 

广州资讯网 http://zx.guangdongdx.com/article/show.asp?id=15146 

深圳时尚网 http://fashion.shenzhendx.com/article/show.asp?id=27319 

广东传媒网 http://gdcm.mrzixun.cn/guonei/691.html 

广东羊城网 http://cnycw.cn/guonei/675.html 

深圳侨网 http://news.sz-qb.net/caijing/2021/1025/102021_7031.html 

广东之窗 http://www.theguangdong.com/v-1-1057154.aspx 

深圳信息港 http://www.ggmx.com.cn/szdr/2021/1095281825.html 

广州生活网 http://www.gz.shenghuor.top/benddt/wMr8cQ4Mp.html 

广州热线 http://trends.guangzhou.kd600.cn/bddt/jGNr0cqGM.html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10/09/content_41694456.htm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4093130_120330873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1009/102021_892773.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AC9gXDnjME 

太平洋财富网 
http://www.pcfortune.com.cn/news/pic/2021/1009/102021_67811.htm
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xHtzYL8sE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9/28/WS6152e380a3107be4979f
05b3.html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28/092021_887565.html 

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szxw.cn/shenzhenxinwen/2021092851125.html 

太平洋财富网 
http://www.pcfortune.com.cn/news/pic/2021/0910/092021_66047.htm
l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09/09/content_41669921.htm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OJnLiMcfu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09/092021_871648.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88810165_120330873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9/23/WS614c345ea3107be4979e
f29a.html 

东方网财经 
http://finance.eastday.com/eastday/finance1/Business/node3/u1ai
904010.html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lRouN9NyB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23/092021_881551.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1483061_120330873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09/17/content_41677816.htm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0478072_120330873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bgDmkiimJ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17/092021_877985.html 

太平洋财富网 
http://www.pcfortune.com.cn/news/pic/2021/0917/092021_66530.ht
ml 

凤凰网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c/87ekxDPbk8A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706/072021_820301.html 

网易广东 
https://bendi.news.163.com/guangdong/21/1002/13/GLAAG3EF04179H
V1.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3021148_120330873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9xK01VWGIk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30/092021_889758.html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10/08/content_41693131.htm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93885377_120330873 

凤凰网区域 https://baby.ifeng.com/c/8A7Fuas7nQ3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1008/102021_891593.html 

太平洋财富网 
http://www.pcfortune.com.cn/news/pic/2021/1008/102021_67675.ht
ml 

网易新闻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GIQQB9DT00019OH3.html 

中国日报网观天下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9/01/WS612f436da3101e7ce97
617bf.html 

搜狐网广东 https://www.sohu.com/a/487104401_120330873 

中国网生活 http://life.china.com.cn/2021-09/01/content_41661579.htm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01/092021_865520.html 

广东之窗 http://www.theguangdong.com/v-1-1047986.aspx 

广东传媒网 http://gdcm.mrzixun.cn/guonei/628.html 

中华网快讯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929/092021_888434.html 

深圳信息港 http://www.ggmx.com.cn/szdr/2021/0995144929.html 

广东在线 http://www.gdolw.cn/202109/530614916.html 

结合展会不同 

阶段内容 

发稿400+以上 





近30万数据 

精准推送 

抖音流量推送 

吸引更多 

人群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