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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国际牛羊产业展览会

一、本届概况

2022 世界畜禽产业博览会暨国际牛羊产业展览会将于 2022年 3月 23-25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盛大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湖北为中心，依托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我国畜牧业大省，打

造全球畜禽产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展示面积超过 60000 平米，专业观众预计超过 10

万人次。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逐步改变，对牛、羊等动物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肉、奶

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发展牛羊产业是保障有效供给、缓解粮食供求矛盾、扶贫助农、推进农业现

代化的有效途径。为方便从业观众与参展企业精准对接、高效交流，推广普及新兴技术方案、优质产

品，特别策划了 2022 国际牛羊产业展览会。

二、上届回顾

上届博览会于 2020 年 12 月 11-13 日在广州成功举办，展示面积 25000 平方米，278 家企业参展，

11382 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温氏股份、礼蓝动保、天康生物、施密特、宁波三生、远征药业、

赛默飞、诺伟司、亚士可、普莱柯生物、三仪集团等行业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养殖、繁殖育种、

兽药疫苗及动物保健、环境控制技术设备、环保、养殖设备、饲料等牛、羊等动物生产要素。

三、日程安排

布展时间：2022 年 3 月 21-22 日 开幕时间：2022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00

展出时间：2022 年 3 月 23-25 日 撤展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下午 4:00

四、展出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五、展会规模：60000 平米，800 家展商，10 万观众

六、展览范围

品牌及成果展示：牛、羊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地方特色品种展示，信息化成果展示；优、特畜禽

产品集中展示；

遗传育种与繁殖：奶牛、肉牛、羊等种畜禽场，冻精、胚胎、精液、繁殖技术，生产经营企业及

相关技术设备；

疾病防治：兽药、兽药原料及辅料、药物添加剂、动物保健品及相关生物制品、畜禽疫苗、兽药

产品及加工设备、诊断治疗仪器及诊断试剂、生物制品、兽医器械、兽药生产加工设备、消毒消

炎、疾病防治、消毒技术及设备等；

营养与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特种饲料等；饲料产品质检仪器设备；饲料加工机械和配件；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微机控制系统及软硬件；饲料配方技术；国内外优良牧草种子、草产品，

草粉、草颗粒、牧草、牧草播种、收割、加工机械，牧草贮存设备等；

 养殖生产、环境控制：牛饲养技术、日粮配制技术、配方软件、 饲养管理软件等。集约化挤奶

设备、养殖设备、温控、通风、取暖、照明、供料、饮水、环保排污及养殖废弃物无公害处理设

备等；沼气技术设备，有机肥料设备等；

装备机械：饲草（青贮）收割机、打捆机、破包机等机械设备；饲料粉碎机、搅拌机、预混机等

饲料加工设备；TMR 车、抛料车、 撒料车及相关饲料输送装备；挤奶机、贮奶罐等专业设备；

吸粪车、 刮粪板等清洁设备；温控、环控等辅助装备机械等。

牧场建设：畜牧工程、现代化牧场规划设计与建造相关技术及设备、畜牧装备、牧场管理咨询；

交钥匙工程、种养结合的生态牧场、清洁能源等新技术；生活区、 生产区、饲料区、粪污处理

区等场区配套系统的设施、装备等。

产品加工：奶制品及加工设备、肉类屠宰设备、肉类加工设备、保鲜设备，食品包装设备及相关

材料等；

综合服务：追溯技术服务、咨询培训、认证机构、品牌营销等相关服务；行业媒体；软件开发、

硬件支持、科技应用、项目合作等新型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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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位收费

红色区域：标展 8800 元/个，光地 880 元/平米

蓝色区域：标展 6800 元/个，光地 680 元/平米

注：1.标准展位含楣板一块、射灯两盏、洽谈桌一张、椅子两把、可容 400W/220V 电源插座一个；

2.光地 36 平米起订，订光地的展商自行负责展位布置的所需费用(详见参展商手册);3.红色区域每 9

平米或一个标准展位可以赠送一个世界种业论坛参会名额，蓝色区域不赠送参会名额；4.参展商报名

参会的注册费可以享受当时费用的九折优惠。

八、参展事项

1. 请详细填写《参展报名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发送传真、邮箱或邮寄至组委会。

2. 展位安排原则：“先申请、先预定、先付款、先确定”，协办单位可优先安排，组委会有权

根据展区总体规划情况，对少量展位进行微调。

3. 参展企业必须保证展品及产品包装及宣传资料不涉及侵权行为。

4. 有关展品运输、酒店接待、展台搭建等具体事项，将统一整理成《参展商手册》并于会前 30

天发送至各参展单位。

2022 世界种业论坛

一、本届概况

2022 世界种业论坛定档 2022 年 3 月 23-25 日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将继续邀请两院院

士、国际专家、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与参会代表共享品种培育、地方品种保护、育种核心关键技术研

发、育繁推一体化等领域的国际最新资讯和研究成果，打造全球最大的畜禽种业高端论坛。本届世界

种业论坛参会人数将超过 3000 人。

二、上届回顾

上届世界种业论坛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大力

支持下，于 2020 年 12 月 11-13 日在广州隆重举办。首届大会举办了 18场次的学术会议，邀请了 132

位国内外专家参会，现场作主题报告 126 场，参会人数达 1820 人。

大会同期，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奥克斯畜牧种

业有限公司、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甘肃中天牛业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星鸭业有限

公司、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畜禽种业领军企业联合发起了“振兴民族畜禽种业广州宣言”。

三、会议日程

报到时间：2022 年 3 月 22-23 日 会前论坛：2022 年 3月 23 日全天

主 论 坛：2022 年 3 月 24 日全天 分 论 坛：2022 年 3月 25 日上午

四、会议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

五、会议规模：参会代表预计 3000 人

六、会议安排

（一）会前论坛（3月 23日全天）

生产总监论坛

产业互联网

防非增产论坛

新型农场建设

精准营养在现场

奶牛疾病论坛

羊场养殖论坛等

无抗在现场

疾病防治论坛

禽发展论坛

无抗配方总监论坛

农牧市场营销

肉牛营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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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论坛（3月 24日全天）

会议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

1. 国内外畜禽产业、育种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2. 畜禽育种技术与管理

3.种畜禽营养与饲养

4.种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净化

5.畜禽种业全产业链发展

（三）分论坛（3月 25日上午）

生猪种业分论坛 家禽种业分论坛

草食动物种业分论坛 伴侣动物种业分论坛等

七、参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各省市农业农村厅种业处

行业协会/学会

养殖企业、养殖合作社、养殖场、养殖户

科研院所、研究所、高等院校

国家核心育种场（站、基地）、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库）、育种企业

动保、疫苗、饲料及设备设施企业

八、会议注册费和截止日期

提前注册（2021 年 7 月 31 日以前）：人民币 1600 元/人（或 250 美元/人）

正常注册（2021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以前）：人民币 1800 元/人（或 300 美元/人）

晚注册（2022 年 2 月 16 日及以后）：人民币 2200 元/人（或 350 美元/人）

只注册一天会议：人民币 1000 元/人（或 160 美元/人）

学生注册(需提供有效学生证件）：人民币 1000 元/人（或 160 美元/人）

注：注册费包括会议报告和材料、两个午餐、一个晚餐、所有会间茶点。

九、赞助与合作

世界种业论坛设有多项赞助方案，具体如下：

1. 铂金、黄金、白银赞助

2. 会前论坛、分论坛赞助

3. 晚宴、午餐、茶歇赞助

4. 礼品、手提袋、笔记本等赞助

如有意参与以上赞助项目，请联系大会组委会，索取赞助报价及回报条款。

十、广告征集

1.会刊广告

封底 封三 封二/扉页 彩页内页 黑白内页

30000 元 20000 元 20000 元/版 8000 元/版 5000 元/版

2.现场广告

展馆内环廊包柱 登录厅正门两侧广告 中庭花园高杆道旗 巨幅广告牌 拱门广告

22000 元/个 40000 元/幅 35000 元/组 15000 元/幅 7000 元/个

注：更多现场广告项目，请咨询组委会。

3.增值服务

展会期间，组委会将协助参展企业在展会现场举办科技论坛/技术讲座/产品推介等活动，“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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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将提供专属“一对一”客商邀约服务，如有需求，请咨询组委会。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强佑清河新城 A座 919

电 话：010-62935773

传 真：010-62957691

联系人：蔡瑄 18511089389（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