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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之力，提高产业势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将联合主办
BIOFACH CHINA 2019

创立于2007年的BIOFACH CHINA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是全球专业有

机产品博览会德国BIOFACH在中国的子展，由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主办。

BIOFACH CHINA 2019将喜迎新的中方合作伙伴：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作为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检验检疫中央研究机构，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有充沛资源在战略层面促进BIOFACH CHINA的成长，双方合作可谓意义深

远，包括进一步促进中国有机产品革新和深耕行业细分市场等。

经过12年的稳步发展，BIOFACH CHINA以高规格的展品准入标准和环保、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中国市场提供了一大批高品质产品，发展成为亚洲

地区有机产品行业中规模和影响力俱佳的行业盛会。BIOFACH CHINA已为

近3,000家有机企业提供服务，为企业树立品牌形象、发布新产品、开拓经

销渠道提供了全方位的商业平台。

展品类别

有机食品

有机饮料

有机调味品

有机纺织品

有机居家/个人护理品

有机餐厅/农庄

有机生产资料

其他相关服务

国家认监委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机产

品生产面积达200多万公顷，总产值超1,300亿元人民

币。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有机产品认证机构达66家，对

1.2万余家企业发放认证证书1.9万余张。随着全球有机

食品需求增加，中国有机产业呈“产销两旺”势头，正

在努力通过“中国认证全球认可”行动，加快推进有机

产品认证国际互认。中国有机产业年销售额目前位列美

国、德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联动全球，助力企业跨入有机产业3.0时代



《中国有机天然产品目录》

深耕中国有机市场十余载，汇集千余家有机企业，万余款有机

产品，BIOFACH CHINA打造的《中国有机天然产品目录》，为

企业提供更多渠道宣传机会，将企业信息及展品直接推送至5

万余条全球有机采购商、进出口商的手中，助力中国有机企业

的全球贸易对接，全方位整年持续为有机企业提供服务。

BIOFACH CHINA 主宾国

自2017年起，主办方每年将遴选出“主宾国”，展示国内外特

色有机产品，并交流分享来自有机产品大国的经验与成果。

BIOFACH国际新品展示区

依托BIOFACH全球德国、美国、南美、印度、东南亚等展会网络

力量，集结国际前沿有机新品，百余件进口有机深加工产品将在

现场高调亮相，为中国消费者打开一扇“世界有机之窗”。

BIOFACH CHINA创新产品发布会

2018年度有机创新产品网络评选累积331.2万次点击，总投票数

突破113万票。年度有机创新产品发布区，记录有机新品诞生的

足迹，鼓励创新带动发展。

BIOFACH CHINA有机食材品鉴晚宴

有机与美食完美的结合，为展商及采购商、媒体、消费者提供了

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坚守品质，全面创新

高峰论坛，聚焦海外市场

市场论坛 
BIOFACH CHINA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发展论坛

已成为中国有机行业一年一度的权威趋势发布平台。来自国家认

监委、国际有机运动联盟以及新西兰、丹麦、印度、马来西亚等

市场的专家和学者悉数到会，对国内外有机产业市场与发展进行

了分析预测。19年的话题将聚焦新兴的东南亚有机市场。

产业论坛
有机产业服务商：投入物&生产资料、智能包装设备、新材料及创

意设计论坛等助力产业发展

有机产业营销渠道论坛：电商大数据共享方案

跨界整合：有机点亮轻餐饮、啤酒&饮料等时下最夯的话题

中国有机生态县发展论坛

创业者发展论坛

天然产品论坛：美妆&个护用品营销方案等

打造产业、贸易、技术、学术、文化交流
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同期20余场行业高峰论坛及有机互动体验活动



*更多详细信息，请登陆官网查询 www.biofachchina.com

引入多家国内外泛健康产业平台：乐活、素食、天然、茶叶等，共

同推动跨界整合行业创新，努力打造一个国际高端健康产品专业信

息收集和采购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有机和天然产品选

择，更好地倡导生态乐活的生活方式。

展品类别

有机原料制成的深加工食品/保健品

天然化妆品/护理品

天然纤维/纺织品

天然及环保清洁用品

健康产品

其他相关服务

全产业链，包容合作
禾然有机事业部经理康艳丽女士如是评价展会：

BIOFACH CHINA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至今已参加11

年。BIOFACH CHINA 2018对禾然有机而言，可以说是一

个丰收的展会，不仅体现在客户维系、品牌提升、业界交

流等方面。更体现在有机核心精神的升华，今年禾然有机

与BIOFACH CHINA共同倡议“为未来而食”。代表中国有

机产业发声，倡导可持续料理哲学、为未来而食！

NATURALWORLD
 into ecological

随着国内观众对安全、无添加的高质量

天然产品越来越多的追捧，展会自2015

年 起 举 办 “ 天 然 世 界 ” 展 ， 以 B I O F A C H 

CHINA一贯的严格准入标准，甄选了一大批

进口有机产品，以及以无添加、有机原料为主

的深加工产品，包含天然化妆品、洗护用品和

纺织品等天然产品。“天然世界”将进为中国市

场提供更多高品质产品，持续获得市场认可和消费

者信任。BIOFACH CHINA 2019，“天然世界”将以

独特的形象、绝佳的展示方式，为企业寻找到高端买

家，提供商机！

匠心缔造

有机实践

心意食诚有机餐厅
分享真实好食

多元体验：Eco Design Fair
国际生态创意市集

有机生活推广区
宣讲生活理念

打造有机购物节
一站式体验

斗茶—有机茶品评

《有机生活消费指南》2018首发仪式

“至臻Club”有机生活
互动体验区

有机素食日
素食餐厅体验区&
素食论坛



16,787名   
 专业观众 

观众

*更多详情请至官网参阅2018展会报告

34个国家和地区

2018展会回顾

展商

展商类型

观众类型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展商参加展会目的（多选）

有机食品

有机调味品

天然世界

有机饮料

其他相关服务

有机生产资料

有机居家/个人护理品

有机纺织品

42%

14%

12%

12%

10%

5%

4%

1%

81%

77%

74%

71%

68%

66%

54%

39%

宣传推广公司形象

了解市场信息

了解本企业在市场上的定位

推荐介绍新产品

与现有客户加强联络

建立新的商业联系

寻找分销商和代理商

通过展览会寻求定单

62%

14%

9%

4%

4%

4%

3%

有机食品

天然食品

厨房、烧烤原料

媒体和服务供应

技术和设备

非食品类

有机纺织品

28%

16%

13%

8%

6%

5%

5%

4%

4%

4%

3%

2%

2%

经销商/代理商

网络电商

批发贸易/进出口商

生产商

百货/综合商场/购物中心

餐馆、酒店/度假村经营者

其他

高端零售店/有机专卖店

学校/企业团购

农庄/农家直销商

大型连锁超市

协会

媒体

28%

23%

15%

12%

12%

10%

了解市场总体趋势

寻求新产品

与同行相互交流

准备订购产品

强化现有商务关系

寻求新的品牌代理

观众参观展会目的

展出面积

11,000 m2262家

参展商

17个国家和地区



展会日期：2019年5月16-18日

开放时间：2019年5月16-17日 上午9:00-下午17:00

      2019年5月18日      上午9:00-下午15:00（对公众开放）

展会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3号馆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

展会面积：预计12,000平方米（2018年：11,000平方米）

参展商数：预计350家（2018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62家参展商）

观众人数：预计18,000名（2018年：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6,787名观众）

主办单位：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欢迎加入全球有机贸易平台

BIOFACH 德国
纽伦堡，德国
2019年2月13-16日

biofach.com

BIOFACH 中国
上海，中国
2019年5月16-18日

biofachchina.com

BIOFACH 南美
圣保罗，巴西
2019年6月5-8日

biofach-americalatina.com

BIOFACH 东南亚
曼谷，泰国
2019年7月11-14日

biofach-southeastasia.com

BIOFACH 美国
巴尔的摩，美国
2019年9月12-14日

biofach-america.com

BIOFACH 印度
德里，印度
2018年10月25-27日

biofach-india.com

BIOFACH 日本
东京，日本

biofach-japan.com

联系我们：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施佳卿先生、左琼莹女士 

                  电话：+86 21 6036 1214, 6036 1212

                  传真：+86 21 5228 4011

                  邮箱：biofach@nm-china.com.cn

NATUR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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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