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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 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
16TH CHINA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N CONDIMENTS AND FOOD INGREDIENTS

20202020

主办单位：中国调味品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中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预定热线：
13070129775  13070122105

参展时间：����年��月��日-��日
参展地点：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馆

中国调味品展中国调味品协会



2020中国调味品展预览/Contents

中国调味品协会成立25周年汇报总结
China Condiment 25th Anniversary Report 

2场大型活动
Two major events

5场专业论坛
Five professional forums

3场行业工作会议
Three Industry Work Conferences

展出面积：20000㎡ 
Exhibition area: 20000

参展单品：50000+款
Exhibition area: 20000

观众人数：40000+人
Audience: 40000 + people

展商数量：700+家
Number of exhibitors: 700 + households

参展新品：15000+款
Exhibiting New Products: 15000 +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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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打造调味品全产业链商务平台
  Committed to creating condiment industry chain business platform

16年办展经验和专业化运营
  Fifteen years of exhibition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operation

国内唯一的调味品产业链品牌盛会
 The only brand event of condiment industry chain in China

中国调味品协会权威主办
   Authoritative sponsor of China Seasoning Association

商务部内贸领域引导支持展会
  Ministry of Commerce Guides and Supports Exhibition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Trade

专心、专注 、专业、与中国调味品行业共成长！
   Focus on professional and Chinese condiment industry to grow together!

中 国 调 味 品 展 简 介

促进产业资源整合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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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汇报总结
25th Anniversary Report Summary

行业聚力共同”抗疫”
Industry gathered together to "anti-epidemic"

智能制造设备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食品配料及辅料
Food ingredients and accessories

火锅调味料
Hot pot seasoning

创新产品展示推广
Promotion of Innovative Products

新型包装及耗材
New Packaging and Consumables

进口调味品
Imported condiments

传统调味品
Traditional condiments

CFE2020中国调味品展九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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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01 品牌与权威⸺中国调味品协会权威主办
展会得到了多家国内调味品行业协会、中国国际商会等兄弟协会的重视与支持，与日本、韩国、港澳台地区、欧洲等食品协会、酱油协会、酱料协会合作，
全力打造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交流盛会。

02 厂商资源与规模优势⸺自建20w+数据库，辐射全国六大区域市场
已成功举办16届，沉淀全国六大区域市场行业数据，自建20w+数据库。并在北上广三地轮流举办，辐射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经
济圈，联动全国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实现“味”动全国。

03 渠道开拓、延伸、聚合优势⸺组织各领域核心采购负责人到会
展会与全国知名经销商、电商、餐饮公司、批发市场、商超强强合作，组委会组织核心采购负责人到场对接交流，并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定向采购对接活动，
助力企业完善渠道拓展、增强品牌势能。

04 专业化程度高，专注领域16年⸺与中国调味品行业共成长
16年的专业运营，16年的聚焦，16年持续深耕，致力于中国调味品领域最具影中响力的品牌盛宴

05 全产业链定位，产业生态运营思路⸺上游生产包装、下游成品龙头企业悉数参展
CFE作为年度盛宴，其展品覆盖上游生产加工包装及下游成品，调味品品牌、制造机械、配料等上下游顶级品牌企业悉数参展。

06 国际化活力展会⸺11个国家及地区专业买手到会交流
秉持创新理念，打造一个国际化、开放式、商业化的专业调味品展，持续新颖的宣传方式和渠道，吸引11个国家及地区的专业买手到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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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类型

调味品制造、经销企业

食用盐、食糖、酱油、食醋、味精、芝麻油、酱类、豆豉、腐
乳、鱼露、蚝油、虾油、橄榄油、调味料酒、香辛料和香辛
料调味品、复合调味料、火锅调料；

进口调味品制造、经销企业

日餐系列、泰餐系列、西餐罐头、薯制品类、西餐肉类、奶
酪系列、黄油系列、奶油系列、早餐系列、西餐酱汁、橄榄
油、西餐渍菜、花生酱、番茄酱、色拉酱、蛋黄酱等；

食品添加剂及配料制造、经销企业

食品添加剂；食品配料；

包装、机械设备企业

1.调味品制造专用机械设备；      2.通用包装机械设备；
3.辅助机械设备及配件企业         4、检测、试验设备

包装材料、包装容器企业

新型包装材料、包材、耗材、标签、瓶盖、包装箱、托盘等；

新型渠道商

电商综合性平台、垂直领域专业化电商、区域性电商渠
道、专业物流配送商

调味品相关机构

各类与调味品相关的专业报纸、期刊、网站营销策划、企
业咨询投资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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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立体化媒体传播

新浪

杂志
贴吧

今日
头条

广告

公交

公众号

抖音
直播

朋友圈

网站

高铁

微信

电话
销售

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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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CFE20 1 9年赞助单位

2020中国调味品展支持单位

李锦记酱料集团
联合主办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赞助

深圳市和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特别协办

绿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致美斋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山河醋业有限公司 王守义十三香调味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周君记火锅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重庆禾睿康粮油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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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E 2 0 2 0中国调味品展重点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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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2 0 1 9中国调味品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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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E 2 0 1 9中国调味品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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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2020收费标准

类型 国内企业 国外企业
标准展位 13800元/9㎡

1500元/㎡

3000美元/9㎡

300美元/㎡特装净地

CFE2020中国调味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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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选择请参考展馆平面图

标准展位：一张屏桌、两把折椅、一个电源插座(5A)、两只日光灯、三面展板、楣板字、地毯

说明：参展企业光地租用面积不得少于36平方米 ，展位施工管理费、电箱费、电费等由参展单位据实另付。

1、4月30日前定展及付款          优惠10%
2、7月30日前定展及付款          优惠5%
3、中国调味品协会会员             优惠5%
4、上届展商                                    优惠5%

以上优惠只限标展及特装，赞助方案为打包方案，已经优惠，不可享受以上折扣

所有地区企业            标展及特装优惠10%        赞助优惠5%
武汉地区企业             标展及特装优惠20%        赞助优惠10%

      注：抗疫优惠可与展位优惠叠加使用

展位优惠：

“抗疫优惠”：



开展日期及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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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办单位：中国调味品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中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位订购热线：张先生：      李女士：

13070122105    1307012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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