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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9年5月16-18日（星期四 - 星期六）

地       点：上海世博展览馆3号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

主  办  方：纽伦堡国际博览集团

届       数：第十三届（每年一届）

面       积：预计12,000平方米（包含天然世界）

展       商：预计400家

专业观众：预计18,000位专业观众

入       场：专业观众&消费者

                 提前预登记可获有机好礼！

有机食品

有机饮料

有机调味品

有机纺织品

有机餐厅/农庄

有机生产资料

有机居家/个人护理品

其他相关服务

有机原料制成的深加工

食品/保健品

天然化妆品/健康产品

天然纤维/纺织品

天然及环保清洁用品

天然宠物产品

其他相关服务

*排名不分先后



BIOFACH CHINA
中国有机，对话全球有机市场，专家讲解世界有机产业发展及中国特色的有机时
代特点，对全球有机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及国内政策进行解读，并将发布
2019年有机行业数据。“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发展论坛”日程为期两天，“中国
有机母婴营销拓展高峰论坛”为“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发展论坛”的母婴专场。

主办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母婴市场正成为有机市场增长新动力，母婴渠道正成为众多有机产品引爆家庭消费
的突破口和高附加值有机产品创新的主战场。主办方与全国母婴连锁平台阿拉小
优，精心搭建有机品牌与渠道商深度沟通的高峰论坛，母婴有机产品的国际品牌商
和行业渠道专家将共同探讨中国母婴产品的消费模式、创新营销与渠道拓展方法。

主办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阿拉小优 

战略合作媒体：中国婴童网、中童传媒、母婴商情、奶粉智库

为方便观众参观，BIOFACH CHINA 2019特开通了PC官网、移动端预

登记两大通道。观众只需填写资料，即可展会现场凭登记信息及名

片免费入场。免去现场排队的同时，还能获得有机伴手礼一份！

03

移动端预登记（推荐）：

扫描右侧二维码，

填写资料快速预登记

PC官网预登记：

登陆www.biofachchina.com
填写完整资料进行预登记

1 2

天然食品、化妆品、洗护用品和纺织品等
天然产品连续4年得到了专业采购商和消
费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拥护。安全、天
然、无添加的高质量天然产品已越来越受
到国内消费者的追捧。

主办单位：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时迎认证有限公司

分享素食，用心建设。素食品牌
运营是素食餐厅规模化与国际化
的必然选择。素食热潮兴起，消
费者趋于理性为健康买单。
BIOFACH CHINA邀您一起解读国
内素食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主办单位：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素社

5月16日 | F90展位

5月17日 | F90展位

5月17日 | F10展位 5月18日 | F20展位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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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装创意助力有机产品发展”为主题的商务交流晚宴是绝佳的跨行业交流

洽谈机会，政界领导、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国际人士出席晚宴，你可以畅所

欲言，和同行一起探讨行业前景发展，同时也是扩展人脉的绝佳好机会。

主办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New

5月16日 | 浦东星河湾酒店

可以品尝到用国际进口的有机食材精心烹饪的色拉、冷菜、中国传统菜色、西

式主食、甜品，佐以6-8款国际上口味 受推崇的精酿啤酒，还将了解关于如何

提升餐厅经营的利润和新菜谱研发等方面的知识。国内高端食材经销商、星级

酒店餐厅管理者、餐饮渠道经营者以及商超和生鲜卖场采购商群聚大咖品鉴

会。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OFDC）将进一步解读国内推出首部有机餐

饮标准和认证制度，并对有机餐饮行业发展趋势作出研判。

主办单位：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5月17日 | F20展位

•2019
由有机会Yogeev.com发布的《有机生活消费指南》也是每年亮点之一，消费改

变世界：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指导大家践行有机生活。

主办单位：有机会Yogeev.com、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5月18日 | F90展位

2019
被誉为“欧洲粮仓”的罗马尼亚，因其得益于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有机作物

种植自然条件良好使得有机产品质量上乘。罗马尼亚国家农业部首次组织企业

来华参展，展示该国特色产品。

5月18日 | C30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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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品牌日新月异的时代，你要善于发现创新产品，跟上全球有机产品潮流

的趋势，并在展会中抢先体验！主办方将从上千件产品中甄选出年度国内外创

新有机产品，全新品牌、符合环保理念及创新设计产品将集中展示，并获得创

新产品发布会的演讲机会。

5月16日 | F10展位

有机护照，现场必备。有机护照将引导你探索四大产品区路线！有机素食之

旅、海外前沿产品之旅、有机美食饕餮之旅和有机母婴之旅，助力观众快速找

到目标展商。

5月16-18日

5.18
全球有机产品汇聚在此，是时候为健康买买买！每年展会的第三天都是消费者

采购有机产品的狂欢日，所有参展商策划折扣等优惠活动，享受畅快的有机购

物体验！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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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Est Cluster是罗马尼亚 年轻的集群之一，

因此愿意证明它能为其成员带来新力量并开辟

新的途径，帮助其成员实现其经济潜力。这些

集群成员真正相信罗马尼亚东北地区的潜力，

因为它在有机农业方面具有基于当地传统、专

家、环境条件和经验的若干竞争优势。

BioNEst Cluster

Bio Concept Valea Prahovei Cluster

“罗马尼亚有机产品倡议”是罗马尼亚中小企业综合

出口服务项目的一部分，由瑞士通过瑞士对扩大的欧

盟的捐助共同出资，旨在帮助罗马尼亚生产商在外国

市场上提高竞争力。感兴趣的罗马尼亚公司将在今年

的BIOFACH中国2019年出展。16家罗马尼亚公司和2
家集群将会展示自己和它们的有机产品。

Romanian Organic Products Pavilion

Bio Concept Prahova Valley Cluster以其葡萄园和壮观

的植物群而闻名，它是有机生产者和相关机构的集中

地，在有机食品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该集团的愿

景集中在生物营养和支持生物农业、生物园艺、生物

技术、食品营养和化妆品公司的发展上。

C30

C30

成立于罗马尼亚，SENATOR WINES SRL是一家

有名并杰出的葡萄酒生产商，SENATOR WINES 
SRL在生态生产方面启动了大量的投资计划，

终形成了一个占地约77公顷的有机葡萄园。

公司拥有全国范围 广的红白品种。下一步是

瞄准和解决大市场，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或

英国，热烈欢迎他们的产品。

SENATOR WINES SRL

C30

06 www.biofachchina.com



我们是Bio Catina Cooperativa Agricola，我们在罗马

尼亚各地的许多农场协会中以 高的质量标准种植

有机沙棘。我们目前所覆盖的地区是155公顷的有机

沙棘植物；出售新鲜的、冷冻的或脱水的海莓果，

但我们也以沙棘果、茶、油、果酱、可撒的海莓等

的形式进行加工。

BIO CATINA COOPERATIVA AGRICOLA

C30

ValePutna，现代高级品牌，是对罗马尼亚第一个鳟鱼养殖

场的致敬，它建于1896年，位于地球上 清洁的自然区域

之一-布托维纳，这是德国人过去称之为比科维纳(Beech)的
国家。”当地的美味名为Cobza，用杉木锥和山毛榉熏鳟

鱼，系上杉木树枝，系在榛子树枝上，这是1927年为纪念

国王米海一世陛下的皇冠而送出的一份特别礼物。

VALEPUTNA (QUALITY NATURAL SRL)

C30

欢迎来到特兰西瓦尼亚，丰收的土地！我们有工厂

加工本地特色高品质的苹果、李子、核桃、野果、

森林蘑菇等超级营养水果，干燥至60℃以下，不含

防腐剂、亚硫酸盐或添加色素，小尺寸包装。我们

的产品有Ecocert的有机认证证书。我们公司为豪华

酒店、高档餐厅、药店和航空公司提供脱水有机水

果和蘑菇。

DRIED & FRESH FRUITS SRL (PROSOLLISUM)

C30

"城市蜜蜂罗马尼亚：健康，快乐"
通过有机蜂蜜的味道，城市蜜蜂随之在农村野生动物和

嗡嗡的生活城市之间创造了一个连接。这家公司对家族

企业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的座右铭是：健康、快

乐。生产 优质的产品，是罗马尼亚 年轻的蜂蜜消费

者的首选。我们愿与您分享他们的产品和对蜜蜂的爱！

MIHOCI CONSTANTIN PFA (URBAN BEE)C30

www.biofachchina.com 07



在罗马尼亚，以“自然永不说谎”为格言，“Hofigal”是

草药食品补充剂的同义词。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至

少有一种Hofigal有机茶、食品补充剂或草药提取物可以在

任何药店找到，更不用说有机和天然产品的商店了。但这

并不是全部，从欧洲到中国，Hofigal是世界卫生行业为数

不多的罗马尼亚品牌之一。

HOFIGAL EXPORT IMPORT SA

BIO CARPATHIA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农业合作社，汇集了42
个有机奶牛场，目前是罗马尼亚 大的有机牛奶和肉类生产商。

我们的农场位于布拉索夫县和科瓦斯纳县的山地和山区，以高质

量放牧和物种密度超过120种/平方米而闻名，这些动物以有机耕

作方式饲养，并以干草、苜蓿、有机油菜和向日葵为食。

BIO CARPATHIA COOPERATIVA AGRICOLAC30

一种由花的雄性部分产生的粉末，使同一类型的花的雌性

部分产生种子。它可以由昆虫携带，也可以由风携带，这

是 传 粉 。 特 兰 西 瓦 尼 亚 的 一 位 企 业 家 伊 万 · 科 兹 马

（IoanCozma）决定赞扬蜜蜂的这一工作：授粉，这有助

于保护罗马尼亚各地美丽的地貌，对觅食作物至关重要。

COZMA IOAN AURELIAN PFA (POLENDIS)

SANA PLANT EXTRACT SRL - AROMELA

C30

C30

C30

尽管生产高质量的沙棘需要在链的每一步，从领域到消费者的技

能和知识，经过10年的生产，Pereco可以说，工厂没有更多的秘

密。但是，正如彼得·扬，其中一位创始人谦虚地说：“对我们来

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人们发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这个世界

充满了奇迹，能够让我们爱上生活，用我们的心去把握它“

PERECO SRL - BIOCA

C30

Sana Plant Extract，阿罗梅拉品牌，是一家从浆果中开

发和销售有机果汁的公司，尤其是阿罗尼娅(Aronia)和
老浆果(Elderberry)。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拥有6公顷

的接骨木和薰衣草，位于处女地，工作时间不超过10
年。现在，这里有10公顷的种植面积，分别是芳香

花、接骨木、黑莓、草莓和薰衣草。第一台收割机是

在2017年，在未来几年，预计数量将呈指数增长。

08 www.biofachchina.com



BELHAR GROUP SRL成立于2014年，名为Mica Ana 
(Little Ana)，名叫Mica Ana(小安娜)，在今天空

气和过去一样干净的山区，建造了一家小工

厂，制作出一堆森林水果，这些果子是从山区

的野生山坡上摘来的。食谱也很古老，代代相

传。经典而简单，水果在木制烤箱中低温煮

沸，不使用任何防腐剂，只添加少量的糖，以

保存味道、颜色和维生素。

BELHAR GROUP SRL

MAYIE化妆品

PANAIT INTL - MAYIE COSMETICS

传统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核心，一种完美的健康生

活方式，LUNA SOLAI冷榨油因为一种纯粹的加工

方法，保持自然的味道不受污染，所以能提供给

种子所有的营养。2015年，南瓜油获得了 佳口

味奖，核桃油获得了2016年 佳口味奖，如今，

LUNA SOLAI的亚麻、菜籽油、油菜、大麻籽、百

里香和罗勒等奢侈产品都获得了认可。

TAF PRESOIL SRL - LUNA SOLAI

C30

该公司的所有者拥有证明其家庭起源于1758年Nasal村并

从事农业经营的文件。在这里，肥沃的土壤和人民仍然真

正珍惜庄稼。因此，LaNasal品牌自古以来就讲述了一个

新的故事。渐渐地，该公司也因为他们的冷榨葵花油和有

机沙棘产品家族：糖浆与蜂蜜，油和粉末而更加出名。

MIK A I IMPEX SRL - LaNasal

C30

C30

瓦拉希亚油在冷压工艺方面有25年的经验，目前正在应用

这一技术，以便更好地将脂溶性维生素-A、E、D和F-从原

料转移到油脂，并开发一个市场，将客户的需求从传统的

热处理油转移到天然和健康的替代品上。认证证书：罗马

尼亚Ecocert-RO-ECO-007，SR en ISO 9001：2015，SR en 
ISO 22000：2005 HACCP，SR en ISO 14001：2015，SR 
OHSAS 18001：2008。

OLEOMET - SA SRL

C30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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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

公司为客户提供各种优质燕窝产品，所有的产

品通过高标准过程生产出来。我们的工厂是位

于东爪哇，Bojonegoro市，其位置对我们来看

占有战略性的地位，一方面我们离当地燕窝农

民近，另一方面也缩短距离收获又好又稳定的

原料。

PT ABADI LESTARI INDONESIA 

PT. Asia Pratama Walindo是一家经认证
的 现 代 可 追 溯 燕 窝 加 工 厂 ( 其 认 证 号 为
011)，其愿景是：“提供纯天然燕窝、零添
加剂、更香、更营养、更健康，让用户享受
更美好、更精致的生活”。秉承“专业、经
典、自然”的高标准，011优秀的燕窝产品
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PT. ASIA PRATAMA WALINDO

E13

PT MANDIRI ABADI PERMAI

三十多年来, 《马万勇有限公司》已为全世界

提供优质的燕窝产品. 在2017年，本公司获得

了 中 国 国 家 认 证 认 可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CNCA）燕窝产品认证，注册号为021。从

养殖﹑加工生产到燕窝成品储存，本公司进行

严格的全程监控，为者供应顶级的燕窝产品。

PT. ESTA INDONESIA

Esta Indonesia有限公司已经为世界各地提供优

质的食用燕窝超过20年。我们在1993年成立

了一家家族企业。2001年，我们在加里曼丹

建立了我们的第一个金丝燕养殖屋，并自己

生产了燕窝。随着业务的增长，我们扩大了

产量，搬到了三宝垄Terboyo的工业园。目

前，我们在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拥有数百个

金丝燕养殖屋。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在印度尼

西亚继续建造许多新的金丝燕养殖屋。

E14

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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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8

PT. ADIPURNA MRANATA JAYA

在华注册号为001号

产品：食用干燕窝

产品品牌：小鸟燕窝

PT. Adipurna Mranata Jaya 001 (AMJ) 拥有世界上

大的燕屋农场经营，在印尼全国各地拥有上百

个燕屋农场。我们所出口的燕窝产品都是来自于

我们自己农场生产的。生产高品质的 终产品取

决于燕屋农场的好管理。因此，有能力能够管理

E17

E19

在华注册号为009号

产品：食用干燕窝

产品品牌：Thousand Farms Bird’s Nest
PT. Buana Mulia Indonesia 009 （BMI）是AMJ集团

属下公司，目前是世界上规模 大的燕窝加工厂。

009生产加工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燕屋，009
加工厂拥有搞技术的工厂实施及熟练工人生产一流

产品。 我们相信我们的客户为燕窝产品付出高价是

因为他们相信奇迹般地健康效应，因此我们有责任

为我们的客户生产营养价值 高和 安全的产品。

PT. BUANA MULIA INDONESIA

CV. SUMBER ALAM

The Longlife’s Bird Nest Company成立于1974，

在泗水，东爪哇，印度尼西亚都有其分公

司。我公司是国际公认的世界领先的供应商

和有保证的优质产品，经过多年的努力、研

发、改进和创新，现已成为印度尼西亚 大

的燕窝出口商。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

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和USA。

好自己的燕屋是高品质产品的关键，拥有健康的金丝燕、让它们生活在条件

好的农场将生产营养丰富的燕窝。我们的加工厂是印尼第一家获得向中国出口

正规燕窝加工厂许可证。并获得了许多国际食品安全认真和证书。

www.biofachchina.com 11



萬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燕窝加工企业，

成立于2013年，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永平。我

们采用纯手工挑毛，无任何添加剂以保证燕窝

的天然原味。萬盛有限公司有着全透明化的生

产部，让参观者一睹燕窝从清洗、挑毛、定型

到包装的生产过程。我们的燕窝产品经过严格

马 来 西 亚 砂 拉 越 的 《 旺 城 食 品 工 业 有 限 公

司》，由黄裕仁先生于1986年创办，是一家以

引燕工业，采摘燕窝，无菌卫生加工，销售为

一站式产品服务的优良企业。旺城以“挖掘产

品价值，推动行业发展”为经营理念，不惜历

辛完成一盏盏完美无暇的燕窝，让社会各阶层

都能见证和品尝到正宗燕窝的文化的瑰丽和美

D16

D16
马来西亚正典燕窝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8月， 是马来

西亚集生产，加工，研发至销售于一体的燕窝企业。

“正典燕窝”是正典燕窝有限公司创立的自家品牌，从

培育、摘采、清洗、生产、检验、包装与保存各步骤都

经过专业处理，以确保燕窝的品质保持质量。

为了实践我们的承诺，正典燕窝有限公司于国外引进

高科技的实验室器材，以 前卫的科学方式验证燕窝的

真伪及营养价值，持续的做出相关的研究，给予消费者

的生产过程监控，自2014年起获得了清真食品以及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燕窝产品认证。萬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高效

的服务提供优质、安全和健康的食用燕窝产品，以满足客户和监管的要求。

D16

12 www.biofachchina.com

丽事业。旺城更为了开拓市场及建立国际品牌，秉承着“敬业，诚信及食品安

全”以建立相互诚信，加强旺城与各界的合作。旺城不惜任何代价，不断改进

提升自身技术，只为能保留燕窝本身的营养价值，将 纯的燕窝送至每个人的

手中。

大的信心与保障。同时，正典燕窝有限公司也是全马燕窝界里唯一一家拥有自

家内部实验室，获得ISO 17025认证以及受到MOH(大马卫生局)和DSM(马来西亚

标准部) 承认。



我们的业务性质：设计和建造燕窝；改进产品多

样化的相关设备；提供专业的战略位置咨询；实

施战略合作计划；生产和批发鸟舍设备；为本地

和出口市场提供EBN加工和包装。

天马燕窝（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是中华南药集

团旗下的子公司。我们提供燕窝行业的一站式

解决方案，包括收获、加工、研究、贸易和零

售。我们采用创新的技术来保存自然和纯净的

燕窝，为马来西亚的燕窝带来卓越的产品。我

们在马来西亚拥有强大的生产和市场基础，创

造了全球商业机会。

燕之福加工企业有限公司 (Swiftlet Fortune 
Manufacturing Sdn Bhd) 创立于2007年3月，是

马来西亚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燕

窝企业。于2018年8月，该企业成功通过了中

国的注册，成为了马来西亚仅有的33家获华注

册燕窝加工企业的其中一家。所有原材料以原

生态无污染毛燕为原料。我们从原料挑选、生

产制造、成品销售，都全力保持优良标准。生

D16

D16

阳光燕窝成立于2006年，是由一家小型的燕窝养

殖场扩展到至今的一站式燕窝生产家，确保出产

的燕窝是100% 纯、净、实。2013年9月，阳光燕

窝有限公司经中国认监委获CNCA注册，净燕合法

进口。2018年6月，我们旗下正利高科有限公司也

获CNCA注册，作为第一家输华即食燕窝加工厂。

对产品深入研究和了解，合格食品技术管理团队

监督培训员工，我们生产无化学添加剂、防腐

剂，安全，健康，可追溯的即食燕窝产品。

D16

D16

产加工环节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进行加工。从清洗、生产、检验、包装、

储存、发货均经过数据检测、制作过程非常的细腻，以确保产品质量得到 大的

掌控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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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得利燕窝加工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一家集生产，

加工，研发至批发燕窝的企业。本公司以专业的燕

窝加工知识及技术,提供良好品质,健康的燕窝产品,
以符合客户们的期望和需求。本公司已获得了马来

西亚卫生部及兽医部门的认证；同时，也荣获了中

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 (CNCA) 的批准,可将优

质的溯源码燕窝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CNCA注册

号：A6A001。本公司的使命是：以合理的价格提

供专业的服务和 优质的燕窝产品。

茂记企业有限公司历经数十年在燕窝行业

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从起初的养燕垦荒

者，发展至如今霹雳州唯一的一站式供燕

标准操作系统化加工厂，更已获马来西亚

国家卫生部和国家检验局在食品安全，品

质卫生方面的认证。茂记燕窝的品质得到

D16

D16

銘豐实业有限公司已荣获相关单位的认证，如

HACCP(食品安全体系规范)、GMP(良好生产规

范)、VHM(大马兽医局卫生标签)、MeSTI(食品安全

行业责任)认证以及其他马来西亚卫生部所颁发的

食品安全体系规范。

《百龄燕》一直都秉承着‘品质第一，诚信之上’

的经营理念，并把现代科技与健康元素融入《百龄

燕》品牌，我们主打以 纯粹、健康、可追溯的燕

D16

窝产品推向消费者，此举让《百龄燕》迅速成为燕窝行业的信誉品牌。銘豐实

业（馬）有限公司希望把马来西亚的燕窝推销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

燕窝。

14 www.biofachchina.com

了中华人名共和国官方的肯定，成为霹雳州第一家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局 (CNCA) 的审核认证，获华注册为进口燕窝马来西亚加工企业。茂记企

业在中国深圳成立了中外合资公司，大唐茂记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以厂家

直销方式，务必让消费者购买到 实惠，品质卫生保证的燕窝。大唐茂记随后

推出了碗装即食燕窝，让消费者在繁忙紧张的生活节奏中，也可以享受到便捷

的燕窝养生。大唐茂记在深圳市福田区世纪汇商场开设了第一家的体验店及旗

舰店。



马来西亚燕窝产业出口协会是由马来西亚燕窝加工与深加工企业组成的协会，

协会主要是协助政府规范燕窝加工企业同时协助会员提升产品质量和其他各种

问题，以及推广马来西亚燕窝产品至国际市场。本协会所有的燕窝加工企业们

都是已经获得马来西亚卫生部，农业部及兽医部门的官方认证。我们的会员中

有33家的燕窝加工企业是已经通过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注册的燕

窝加工企业。同时，所有的正规进口到中国市场的燕窝产品都贴上了CAIQ溯源

标签。此外，本协会也与马来西亚农业部门合作及配合，以执行在燕窝包装上

张贴 “马来西亚产地” 标签，以加强燕窝产品的溯源操作系统。

D16

D16

D16
"燕鑫莊" 是马来西亚殿段堂级燕窝品牌, 由美闻

燕窝贸易有限公司运营。于2008年正式成立。

美闻燕窝贸易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工

厂，拥有自己的专业团队。燕屋周围环绕着美丽

的海滩于原始森林，绿意盎然，植被苍绿，因而

成为许多天然飞禽的家窝。为燕子提供了 佳的

食物。建造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燕屋，自然成为了

吸引金丝燕筑巢栖息的极佳场所，当地人戏称为

利昇（马）有限公司创办于1995年，由创始人温文枝

先生致力发展。本公司坐落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

公司的燕窝是绝对符合世界卫生及健康水平因为从挑毛

到成品包装的过程中，公司不但细心的观察每一个生产

步骤，而且还会定时检查燕窝，以确保所生产出的燕窝

是绝对高品质也确保公司的燕窝免于任何的疾病感染。

“给燕子包住不包吃”， 保证了燕窝的百分百绿色纯天然。"燕鑫莊"工厂设备

完善，150位工人加工清理燕窝，加工过程在清洁安全环境之下进行加工清

理。对每个员工都实行卫生配件，如：卫生衣、手套、头套、口罩及卫生鞋等

卫生用品，让燕窝更干净。

马来西亚正规溯源燕窝加工企业。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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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holm（都尔霍姆）有机鸡蛋来自于有机童话王国丹

麦，公司于1979年建立，目前在丹麦的市占率已经去到

40%，现已经成为欧洲 大的有机鸡蛋出口商之一，所

制定的有机鸡蛋生产标准为欧洲“金标准”。

2017年，Dueholm（都尔霍姆）在湖北武汉自建中丹第

一家有机农场。100%复制丹麦有机农场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理念，全程有机管控和多重安全技术检测，无抗生

素、无激素、无化学农药，非转基因，是一家有机散养

与现代自动化养殖技术相结合的生产企业。

Dueholm-Wuhan Organic Agriculture Co.,Ltd.

Thise

A25

Nature DK公司是丹麦一家食品出口公司，

总部位于“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欧

登塞市近郊，主要经营丹麦有机食品及其它

健康食品。所营有机产品均拥有丹麦-欧盟

及中国有机证书。所营产品包括：有机燕麦

片, 有机果酱，蜂蜜等产品。Nature DK旗下

品牌“味道王国”（Smagsriget）已经在中

国进行了商标注册。

详情请登录公司网页www.nature-dk.com。

Nature DK

Thise是一家丹麦有机奶制品公司，它提供品牌和私人标

签等多种概念。自1988年以来，该品牌一直以其有机企

业家精神、高质量、高标准的食品安全和高水平的产品创

新而闻名。

A25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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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在丹麦王国，47名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奶牛

场。我们的童话故事从一笔300美元的贷款和135头奶牛开

始。我们的第一任主席是这个小村庄的当地教师，把他们命

名为Them在这个曲线优美的乡村。我们从1888年起就一直

坚定地站在那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传统，很难打败的

真正的丹麦奶制品。

Dairy of 1888 ApS

Mille是丹麦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致力于为全球的孩

子和家庭带来源自丹麦及北欧的健康、营养丰富的孕

婴童产品。

Arla是欧洲规模 大的乳品企业，也是世界 大的有机乳品

生产商。Arla起源于丹麦，一个在世界上消费有机产品 多

的国家。为了体现Arla愿景——“创造乳品的未来”，我们

的有机乳品全面涵盖从有机奶粉到有机牛奶、奶酪和黄油，

其Arla Baby&Me（Arla宝贝与我）有机系列奶粉是专为年幼

的健康宝宝设计的有机营养食品。总部位于丹麦的Arla也被

指定为丹麦皇室御用品牌。

Arla Foods Dairy Technology
Service (Beijing) Ltd. Co.

Dan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 FmbA
B20

Dan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是一个代表农业、

食品和农业工业的行业协会。每年出口超过1,660亿丹

麦克朗，拥有186,000名员工，我们代表着丹麦 重要

的商业部门之一。通过创新及推广业界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为ENS工作。

A25

A25

A25

Mille Food A/S 

A25&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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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亚 全 国 可 持 续 农 业 协 会

（NASAA) 形成在1986，是澳大利亚第

一和 受尊敬有机证明组织。NASAA支

持教育行业和消费者对有机生物动力和

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做法，NASAA有机认

证 (NCO) 是NASAA旗下充分提供证明

和审计服务的机构，其有机行业认证涉

及澳大利亚和国际，包含中国、韩国、

日本、美国和欧洲。

C31

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1983年，是一家在香港上

市的现代化大型食品企业。集团总部位于广州，在国内外

拥有多家生产基地。集团专业从事营养食品的研究、开发

与生产，其中以婴幼儿产品为重中之重。

伴随着全球化生态布局的展开，雅士利集团具有国际化品

质的理念“集全球资源只为中国宝宝”也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喜爱。在市场发展策略方面，集团则重点开拓母婴

渠道，并逐渐强化电商渠道，深耕拓宽战略，逐层覆盖从

一线到五线的城市。目前集团旗下涵盖雅士利、瑞哺恩、

多美滋、朵拉小羊及战略合作品牌Arla五大品牌，拥有亲

儿适亲儿硕、瑞哺恩有机、多美滋致粹、朵拉小羊、宝贝

与我有机等系列产品，形成了牛奶粉、羊奶粉相辅相成的

产品集群，实现了超高端、高端、中端市场的全覆盖。

A20

海普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英文品牌Hyproca音译，属

于荷兰百年乳企——海普诺凯乳业集团（Hyproca Dairy Group 
BV），旗下主要的产品有新鲜牛奶、牛酸奶、牛乳酪、

婴幼儿配方牛奶粉等。2015年9月，海普诺凯集团在中国

成立海普诺凯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

将来自荷兰的高品质高端有机奶粉品牌Neolac悠蓝引入中

国市场，旨在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值得信赖的的荷兰原奶地

原罐原产婴幼儿营养品和食品。

18 www.biofach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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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以来，Alterfood一直是法国健康食品行业

的领军企业。我们带来了创新和流行的食品理念的

生命。我们热爱优质的食品，精美的包装和健康的

产品。我们拥有一家能生产果汁、蜜桃、汤和果酱

的工厂。位于法国南部，靠近阿维尼翁，我们可以

提供我们的技巧，以满足您私人标签的需要。

Alterfood
A15

KJH人参保持着人与自然共存的100%有机耕作技

术，100%有机红参的标准是在千年累月的传统方

法的基础上培育人参，它意味着通过与改变地球

环境持续共存的科学进化，KJH人参是美国农业部

认证的韩国第一个人参品牌。

CNP CORPORATION

上海磐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

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隶属于菲律宾

Team Asia Corporation、Tropicana Food 
Products, Inc公司旗下，是负责中国及亚太

B09

A11

D09

睦朋得野生蜂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位于赞比

亚中央省首府卡布韦，是一家集养蜂、加工和销售

于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拥有远离城市、工

业、矿场、农场和养殖场的卡比里屹佩波养蜂基地

300平方公里，以及西北省蜜龙哥采蜜基地约200
平方公里，在这两个基地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无数

有药用价值的睦朋得花树和野生蜂群。

产品宗旨：原生态、纯天然、高品质、保健康！

公司目标：做世界一流蜂蜜，创世界一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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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贸易的中国总部。公司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始于1975年，在菲律

宾的达沃、宿务、吕宋等省份设有加工生产分部。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有机冷榨

椰子油、有机精炼椰子油、有机椰子粉以及天然椰子护肤品。椰冠COCOKING产

品均原装进口自菲律宾,为广大客户直供菲律宾天然新鲜的冷压榨椰子油。椰冠

COCOKING拥有45000亩有机椰林，获得权威机构美国USDA有机认证证书及中

国OFDC有机认证证书等。



位于华沙波兰的Microstructure公司是阿龙尼

亚产品的欧洲市场领导者。我们提供有机功

能和超级食物产品。我们应用冷冻干燥、喷

雾干燥和先进的植物粉末技术。我们生产高

品质的有机产品，如阿龙尼亚冷冻干粉，阿

龙尼亚NFC果汁，阿龙尼亚65白利糖度的浓

缩物和阿龙尼亚纤维。公司可供应大量稳定

的产品。我们正在开发新干燥和果汁压榨技

术，涉及高水平的功能性成分。我们符合

ISO、HACCP和有机等标准。

Microstructure Sp. z o.o.

是SourceMix素丝蜜丝亚太地区总经销商，

一直秉承着坦诚，坦然，坦荡的企业文化价

值观，坚持“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经营

原则，倡导乐活向上的健康方式和生活态

度，汇集世界各地优质品项，为爱美的中国

女性提供 优质的产品。

D21

D17

B11
我们的愿景是为中国消费者打造更优质，更

健康，更愉悦的生活。从高品质，高效同时

天然健康的个人护理和肌肤护理开始。从品

牌和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规划和执行精

准，落地，有效的整合方案。将biopha碧奥

法欧盟法国有机双认证个人洗护品牌引入中

20 www.biofachchina.com

国，产品线包括：有机洗发露，有机护发素，有机沐浴露，有机身体乳，有机免

洗卸妆液，有机私密护理液）无添加剂，防腐剂，无16种有害成分。生产基地获

欧盟药品生产GMP认证。整个生产过程中尊重人类和自然，采用无污染生产制造

工艺，不使用放射性杀菌，严格遵循Ecocert要求。环保包装：包装和二次包装遵

循生态有机、可循环和可生物降解规范。使用环保纸张和环保油墨印刷。



A12

阿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

5月，2015年1月正式在新三板上市（股票

代码：831728），公司致力于实用性人才

培训和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业务发展，是一家

知名的人才培训及软件研发型企业，下辖连

云港德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扬州远梦科讯

有限公司、泰州阿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扬

州市微软职业培训学校、连云港阿尼职业培

训学校、南京阿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阿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尼新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阿尼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九家子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和双软认定、江苏省软件企业、国家工信部

GCC/NTC（网游动漫学院）项目江苏省管理

中心和Oracle金牌合作伙伴等多项资质。

C15

阿玛尼尔家族在法国波尔多佩萨克-多尔多涅拥有600
多年历史，家族继承人阿尔弗雷德-阿玛尼尔在1842
年于多尔多涅河左岸建造当时 大酒窖，并集收购，

生产，销售，运输为一体致力于法国红酒的推广。如

今，乔乐-阿玛尼尔先生继承家族产业，将法国高品质

葡萄酒特别是有机葡萄酒，生物动力葡萄酒销售于世

界各地。我们与众多优质酒庄建立了技术与战略合作

关系，以保证我们提供的每一款产品的 优品质，和

符合市场的需求。
B14

森力佳Synergetic采用德国环保技术，萃取自然植物成分，

是绿色洁净的新一代环保清洁产品。产品获得国际质量环保

体系ISO9001和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认证，具有天然

环保、安全有效、抗敏呵护、价格亲民、可生物降解等特

点。森力佳在俄罗斯的两家工厂具有年产两千万瓶清洁产品

的强劲实力，2016年的营业额更是突破一亿五千万人民币！

森力佳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以及兹

别克斯坦稳坐环保产品第一的龙头位置！森力佳与德国专业

团队合作，采用 新生态环保研发成果，工厂更是引进捷克

设备和昂贵的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拥有高优欧洲质量的同时

在俄罗斯生产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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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香格是数码时代分享健康生活方式的企

业，旨在成为全球个性化数字生活的先驱，

由美国和中国哈佛藤校营养学和博士专家团

队创立，研发和创新设计一系列基于当代新

科技的有机植物蛋白营养食品。

EverLife
EverLife是世外香格专有的植物蛋白基完整

营养系列品牌，其产品美国定制，非大批量

E08g

生产，通过世外香格提供给全球用户。品牌系列的发明创新源自于市场新需求

和我们团队成员觅求自身高质量营养的迫切愿望。EverLife植物蛋白奶是哈佛营

养学和博士专家团队研发的完整营养食品，采用稀有高精密度有机植物提取蛋

白质，无任何人工添加物或色素，也不含糖或胆固醇。一份量包含13克蛋白质

（9种完整氨基酸），2.3克益生元纤维素，100%NRV维生素B12，以及钙、铁

等多种微量元素。丰富纯植物营养浓缩于方便粉剂小包装里，丝滑口感，便于

多种食用方法。是居家老少皆宜的每日营养饮食品。

国际上一系列科研发现：健康营养的 佳来源是植物基；完美的有机植物蛋白

营养是：含完整的营养组合而不含任何有害健康的因子。EverLife品牌系列植物

蛋白奶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既拥有动物蛋白的优点，又无肉类的弊端（三高

等）。这就是世外香格全新发明的植物蛋白配方的独特性。世外香格-EverLife的

使命是帮助每一个人远离亚健康，实现和保持 理想的生命健康状态。

APP: www.swxiang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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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218号 
           嘉里不夜城（第一座）3507-3510室

电话：+86（0）21.60 36-12 00  
传真：+86（0）21.52 28-40 11
E-mail：bfc@nm-china.com.cn

8号线中华艺术宫站，3号出口；7号线耀华路站，1号出口 

世博展览馆位于国展路、周家渡路交汇处，易于通行。

从市中心横跨卢浦大桥、南浦大桥可直达。

停车位：B1, B2 共1,500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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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FACH上海，中国

2019年5月16日-18日

BIOFACH纽伦堡，德国

2020年2月12日-15日

BIOFACH德里，印度

2019年11月7日-9日

BIOFACH曼谷，泰国

2019年7月11日-14日

BIOFACH巴尔的摩，美国

2019年9月12日-14日

BIOFACH东京，日本

2020年3月

BIOFACH圣保罗，巴西

2019年6月5日-8日

021-6036 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