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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HORTI CHINA 2021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
2021年9月15-17日
青岛西海岸世界博览城

www.hortichina.cn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

WHAT

什么是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 ?
——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B2B 专业展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系专注全球蔬果种植技术解决方
案的 B2B 专业展，为产品与技术提供商与种植者、贸易商、
投资商等提供行业密切交流的平台，展览主要内容囊括蔬果

9 / 17

领域从采前到采后的全产业链。展览自 2017 年举办第一届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随着中外园艺种植行业贸易往来加深，展会也吸引了更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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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不仅得到了荷兰政府官方支持，

青 岛 西 海 岸 ·世 界 博 览 城

际合作方的支持和参与。

全球首个农业全产业链国际品牌展

支持单位
■

2021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Asia Agro-Food Expo, 2021

种植板块

■
■

350

参展企业

20,000m² 展览面积

主要展示蔬果品种、植物营养与保护、温室工程与资材、园艺系统与资材、灌溉 /
水肥一体化、植物工厂、智慧农业（自动化控制）等

■
■
■

亚洲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青岛）VIV Qingdao

451

参展企业

50,000m² 展览面积

主要展示饲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加工设备、动保、育种孵化、畜牧屋舍及养殖设备、
屠宰加工设备、粪污处理设备等。展品覆盖“从饲料到食品”猪、禽、奶、水产全
产业链。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国际泥炭地学会中国委员会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华科资源 |RICHLAND SOURCES
( 中国温室网 /《温室》杂志 )

承办单位
■

畜牧展板块

中国园艺学会
中国设施园艺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花卉进出口商会

主办单位
■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 HORT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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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耀华科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
■
■
■
■
■
■
■
■
■
■
■
■

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施分中心
农业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学科群
上海市设施农业装备行业协会
安徽省设施农业装备行业协会
成都市农业机械行业协会
郑州市温室协会
杨凌设施农业协会
常熟市辛庄镇现代化农业设施商会
国家智慧植物工厂创新联盟
灌溉人俱乐部
青岛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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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37 专业观众参与

30+ 国家与地区参与

2 大同期展览

10+ 同期论坛及活动

26.7%

76%

90.6%

国际企业
与品牌

观众花费1-2 天
参观考察

观众表示
非常满意

WHO
谁应该参加？
蔬菜、水果种植商
农场、农业园区、种植基地
种子 / 种苗供应商、种植技术和设备供应商
农业化学和肥料供应商、
温室建造、温室装备供应商
园艺系统及资材供应商
果蔬生产和加工系统供应商
冷链和保鲜技术供应商
相关政府部门和协会
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
创新农业、贸易商、投资商
其他金融投资和营销企业等

植物营养与保护
• 泥炭相关产品：专业基质，土壤调节剂，功能肥料等；
• 新型肥料：海藻肥，生物肥，叶面肥，缓释肥，微量元素
肥，腐殖酸肥料等新型专用肥料；
• 生物防治：微生物农药，植物抗性诱导剂，天敌昆虫等；
• 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及中间体；
• 其他植物营养与保护：农业检测仪，杀虫设备及用具等；
设施农业装备
• 温室工程与设计：成套温室建造，温室设计与交钥匙工程；
• 温室配套系统与资材：温室降温系统，温室加温系统，环
境自动控制，灌溉施肥系统，内 / 外遮阳系统，保温被卷铺
系统，拉幕 / 开窗系统，植物照明补光系统，物流系统，温
室骨架，温室覆盖材料，传动设备，风机，湿帘，降温涂料，
散热器，压膜线，各种温室小配件等；
• 园艺系统与资材：播种系统，上盆系统，基质处理系统，
苗床系统，地布，穴盘，喷灌车，水罐，硫磺蒸发器，各
种园艺小配件等；
• 其他设施农业装备；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WHY
为什么要参加亚洲园艺博览会？

蔬果品种
• 作物品种：茄果类、瓜类、叶菜类、根菜类等蔬菜种子 / 种苗，
各种莓类品种等；
• 种业其他：种苗加工及包装机具、种子包衣剂等；

灌溉 / 水肥一体化
• 农业灌溉设备，园林灌溉设备，园艺灌溉设备，精准灌溉
系统，喷灌系统，微灌系统，自动控制系统，滴灌管（带）
及管件等节水器材，过滤器、水泵机组，管件，阀门，喷头，
监测仪器等；
植物工厂
• 植物工厂相关产品及垂直农业配套种植模组、植物生长柜
( 箱 ) 等相关设备、植物工厂种植模组、植物光源及照明、
植物资材及相关智控系统等；
自动化控制 / 智慧农业 / 物联网；
• 农业环境监测，远程智能控制，农产业质量溯源系统，大
数据云平台，农业信息通讯服务，各种农业物联网传感器
等；
农业服务
• 园区规划设计，园区运营管理，金融服务，出版物，咨询，
电子商务，协会 / 媒体等；
采收 / 包装 / 冷链
• 采收设备，植物保鲜剂，自动化包装设备，自动分级系统，
冷库。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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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性质 Business Nature

Facts & Figures of HORTI CHINA 2019

38,637

亚洲园艺博览会举办期间吸引了 38,637
名观众参与展览、会议、考察及其他同期
活动。

32%

23%

17%

13%
4%

温室工程建

园艺资材及

造、资材及
配套

机具供应商

8%

3%

种植者、
农业合作社、
农业示范园区

行业协会

研发专家、

农业投资

经销商、贸易

科研院所、
高校

及其他

商、进口商、
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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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展会数据

观众行业分布

及产业基地、
有机农场

参与的国家和地区

国内观众来自地区分布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西北地区

11.9%

3.2%

1.2%
中国、荷兰、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俄罗斯、比利时、丹麦、瑞典、
芬兰、日本、韩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埃及、
澳大利亚、巴西、泰国、越南、印度

华中地区

3.7%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现场观众对 2019 亚洲园艺博览会表示满意

75.0%

2.0%

76%

观众花 1-2 天参观展会

90.6%

观众满意，很满意，完美

80.3%

观众表示明年一定继续参加亚洲园艺博览会

华南地区

3.0%

国内观众相对集中于华东地区，尤以山
东省及长三角地区观众为主，较往年华
北地区观众数有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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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部分专业观众

43.2%

开发寻求
新的业务合作

26.4%

28%
产品采购

收集行业最新
产品信息

19.9%
拜访客户

11.5%
为将来参展考察

1.9%
其他

在购买 / 投资决策中的角色
决策权

顾问权

22.1%

56.3%

推进作用

21.6%

光明食品集团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升集团济南海升农业有限公司
佳沃鑫荣懋集团
光大集团
光明集团青年农场
乳山建强蓝莓合作社
善良果蔬合作社
天津市津尚蔬菜种植合作社
宁阳县圣地农庄农业休闲观光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枞阳县绿水青山农业合作社
宜兴市田野农业专业服务合作社
山东四季隆蔬菜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鄄城县群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德洋合作社
李海岳农产品种植合作社
泰安高新区小番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济源市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田园绿韵农业合作社
睿渊合作社
莱西市宝吉安专业合作社
鄄城县昊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青岛德泰润丰农业合作社
青岛旧店果品专业合作社
青岛盛河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青岛美华蔬菜专业合作社
青岛马连庄甜瓜专业合作社
上海光明前进农场有限公司
青岛新茂农场
魏仕农场
北京极星农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
山东鲁盛农业集团

正大集团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喬伊登國際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滋百农集团
Nunhems Netherlands BV
Premsuk Farm Thailand
INRA ( 法国农业科学院 )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中化农业研发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上海市设施农业装备行业协会
烟台金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示范区
瓦赫宁根大学
生之道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锦诚蓝莓产业发展中心
青岛农高天赐蓝莓有限公司
青岛即发现代农业基地
青岛厚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商会
青岛海清五色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市淄博商会
青岛德坤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海岸现代农业示范区四季农业公园
青岛金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磬浩果蔬有限公司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参观此次展会的目的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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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 采收 /
其他园艺相关设备

FlexiBell Systems B.V.

7%
肥料 / 堆肥，
基质 / 下层土

10 %

易普润（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荷兰科迪马公司
荷兰稻燊全配套高科技智能温室项目制造商
邯郸市颐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3%

育种、
种子种苗、
种子改良

13 %

青岛卡洛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4%

青州市惠农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雨鑫昊钢铁有限公司
黑革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温室资材

2

7%

山东荷标温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

13 %

北京瑞雪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6%

15 %

73.3%

部分展商名单

粮食保护和
疾病管理

4%

展商来自的国家
参展比例

其他

温室配套系统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展商行业分布

成套温室项目

温室植物照明技术

上海普拉斯克塑料有限公司
欧司朗植物照明品牌 FLUENCE
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县重华苗床网厂
山东杰诺温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天幕网业有限公司

展商
继续参展的意向

来自现场的声音
“在荷兰驻大使馆和亚洲园艺博览会主办方的安排

“2019 亚洲园艺博览会圆满闭幕，又一次中荷设施

浙江斯柯遮阳网有限公司

下，本次展会如同往届一样，依旧设立了荷兰展馆。

农业的交流盛会。一起为中荷农业合作和中国的乡

潍坊市华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对荷兰的友好，对荷兰农业和荷

村振兴，贡献一份薄力。”

寿光众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兰展商的认可和欢迎，更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谊和

青岛蓝天温室有限公司

合作搭建了桥梁。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不仅是科迪马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办公室的好邻居，更是为科迪马在中国的扎根

任丘市嘉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助力不少。”

欧勃亚园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晟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来自展商 Debets Schalke B.V.（荷兰）

——来自展商 Codema（荷兰）

HYVE - Indoor Farming Systems
日本欧爱特农业科技株式会社

“万分感谢，Haygrove（英国）来到中国后参加的

“第一次参展就受益颇多。在此要特别感谢 Berg、

厦门艾恩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次国内设施农业展会，准备的道路上充满了艰

van der knaap、horticompass、 淀 川 及 河 北 农 科

河北博超苗床

辛但是还是最终顺利和成功地展示了自己。非常感

院等国内外合作伙伴对我们一直以来的认可与支

伯格地球株式会社

谢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感谢安维普，Remmy，侬盛，

持。展会期间意向客户的来访及咨询就达到 80%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Ridder，伊莱特，主办方和我的同事们，希望未来

以上，并得到了众多国外客户的合作邀约，与荷兰

更好！”

Grodan、昕诺飞中国等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

厦门市新格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会

不确定

不会

75%

24%

1%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来自展商 Haygrove（英国）

进一步充实公司的产品结构和服务体系。”
——来自展商卡洛斯（荷兰）

“我要对我们在中国的所有朋友和合作伙伴表示感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次很高的研讨会和博览会，主

谢！这星期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孟教授邀请我们

办方准备地非常充分！”

并组织了国际研讨会和展览会！希望在下届研讨会

——来自参会代表与展商

与博览会上与大家在中国见面！我们将共同成长！”

Joint-stock company Vyatkatorf（俄罗斯）

——来自参会代表与展商 ETEPEK LTD（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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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设施园艺技术论坛

■

国际垂直农业技术论坛

■

年植物工厂生产技术论坛

■

中国水肥一体化管理与技术论坛

■

现代种苗生产技术论坛

■

现代精准化农业论坛

■

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田间展示）

■

中国国际温室园艺产业高峰论坛系列活动

■

中法园艺技术论坛

■

亚洲园艺博览会为企业打造的开放式专门展示区域
01 最新产品发布

02 新型技术分享 03 行业趋势探索

艾恩农：来自加拿大 A&L 植物全营养液的检测技术
豪根道、斯文森：在蔬菜智能温室中，通过优化幕布应用和环控
系统实现种植效益
新格林：来自美国的全自动化植物工厂
爱沙尼亚代表团与中国市场商务对话会

主题

泥炭助力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2021 青岛国际泥炭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国际泥炭产品博览会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新风向沙龙区

亮点同期论坛及活动

“国际客厅”
“4536”工程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打造农业“国际客厅”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将组织实施农业“国际客厅”“4536”
工程（即“四大基地、五大高地、三大中心、六大展会”），培
育形成千亿级农业“国际客厅”产业链。由 VNU 上海万耀企龙
展览有限公司重磅打造的品牌展会“2020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
博览会”已被正式列入“4536”工程中的六大展会项目之一，
HORTI CHINA 亚洲园艺博览会作为种植板块，与其同期同地举
办，将专注于蔬果种植技术的展示与推广。多展同期联动，加强
“种植 + 养殖 + 食品”全产业链的融合，持续推动中国农业全产
业链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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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宣传
庞大数据库

搜索引擎

行业媒体支持

户外广告

主办方邮件
短信邀约

官方微信
官网

行业协会支持
专业观众组团

印刷品
投放
* 合作媒体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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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蔬果种植技术

HORTI CHINA 2021

亚洲园艺及蔬果技术博览会

2021.9.15-17
青岛西海岸世界博览城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三沙路3399号

展位预定：
王慧 女士

马野 先生

市场合作 | 王乐乐 先生

项目经理 | 张杨 女士

T: +86 010-5734 5550

T: +86 021-6195 3565

T: +86 021 6195 3520

T: +86 010-5734 5563

M: +86 138 1139 2269

M: +86 137 6165 9090

M:+86 188 1784 8450

M:+86 186 1843 9769

E: hui.wang@hortichina.cn

E: aason.ma@vnuexhibitions.com.cn

E: kings.wong@vnuexhibitions.com.cn

E: rose.zhang@horti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