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申请表和合同
Food Ingredients China 2017 (FIC 2017)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第二十七届暨全国食品添加剂生产应用技术展示会
展出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时间：2017 年 3 月 24－26 日

1. 公司（会刊）信息:
参展公司中文名称：
参展公司英文名称：
地址：


城市： 州/省： 国家：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2. 联系人信息：
第一联系人姓名：手机：邮箱：电话：


联系人地址（若与以上地址不同）：

第二联系人姓名：手机：邮箱：电话：

3. 租赁价格:

请选择展位费付费方式: □美元（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付款）；□人民币付款（中国大陆地区的付款）

①
②
③
④

标准展位：单价 340美元／每平方米 （人民币2245元／每平方米）
光地 (最小18平方米)：单价 305美元／每平方米（人民币2015元／每平方米）
标准展位 A (3 米3 米): 展位个数 __________
用美元付款 $________ 用人民币付款________元
标准展位 B (3 米4 米): 展位个数 __________
用美元付款 $________ 用人民币付款________元
标准展位 C (3 米5 米): 展位个数 __________ 用美元付款 $________ 用人民币付款________元
光地：宽 ___ 米深: ___米 = 面积 ___ 平方米×单价$305 或 2015 元人民币/平方米 $______ 人民币____元
角展位(两面或以上开), 每个角加收 USD115 或 760 元人民币: 角数 ____  USD115 或 760 元/个

$________

您挑选的展位位置: 展位号______________

展位费用总计:

备注: 1. FIC 2016 参展商可获得 10％折扣。

2.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会员可获得 5％折扣。

人民币______ 元

$________ 人民币______ 元

4．公司简介（中英文，用于对外宣传）：
5. 展出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中英文）:

6. 参展展品类别（参见展品范围）: [1] ___________
7. 付款方式: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用美元付款，中国大陆地区用人民币付款。
a.
b.

展位费总额在十万元或 1.6 万美元及以下的请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付清全款；
展位费总额在十万元或 1.6 万美元以上的可分两笔付款，自付款通知发出之日起 30 天内付展位费 50％、2017 年 1 月 10 日前付
清余款（所有参展费用必须于展览会搭建开始 15 天之前全部付清，否则不得参展）。

我们知道当此参展申请表被主办单位接受后即变为合同。我们同意遵守参展规定（见参展申请表背面）。
姓名 (印刷体): __ 职务: 
签名:  日期 公章:
只有当申请方填妥此表，并付清全部参展费后，申请者才可享有参展商应有的权利。当展位位置确定后，主办单位将
向参展商寄发展位确认函和付款通知。
请将此表返回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地址：中国北京阜外大街乙22号 邮编:100833
电话: +86-10-6839 6330, 6839 6468
传真: +86-10-6839 6422
展览会网址: fic.cfaa.cn, www.cfaa.cn

电子信箱: ficchina@126.com

FIC 展 –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行业亚洲最大、最专业的国际品牌展
诚 邀 参 展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暨第二十七届全国食品添加剂生产应用技术展示会

Food Ingredients China 2017

展出时间：2017 年 3 月 24－26 日
展出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全方位服务食品行业

食品工业原辅材料、食品机械、

食品加工技术三大板块共同推动食品工业发展

展览会网址： fic.cfaa.cn, www.cfaa.cn

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北京中食添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CFAA)是中国政府批准注册的行业组织，是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工业的国家级组织,
目前拥有 1000 国内会员和 100 多家国外会员。该协会在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的科研、生产、应用和经销领域拥
有影响力和凝聚力。北京中食添会展中心是由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独家出资设立，专业承办食品添加剂和配料
行业各类会议、展览展示，协助协会开展各类为行业服务活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分支机构, 是在中国举办消费品(包括食品添
加剂)方面专业展览会的主办单位。
由行业组织主办行业专业展是在中国办好国际展览会十分重要的因素。

展品范围
一、 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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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度调节剂
抗结剂
消泡剂
抗氧化剂
漂白剂
膨松剂
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
着色剂
护色剂
乳化剂
增味剂
面粉处理剂
被膜剂
水分保持剂
防腐剂
稳定剂和凝固剂
甜味剂
增稠剂
食用香精香料
营养强化剂
其他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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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剂
防粘剂
食品加工助剂消泡剂
分散剂
澄清剂
絮凝剂
螯合剂
助滤剂
脱色剂
吸附剂
发酵用营养物质
催化剂
结晶剂
溶剂

二、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

三、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酶制剂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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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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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制药加工机械

92．

食品包装灌装机械
九、食品检测设备和技术
食品检测设备和技术
十、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
十一、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应用技术
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应用技术
十二、专业出版物和媒体
专业出版物和媒体
十三、其它
其它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酶制剂

四、复配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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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制品专用防腐抗氧剂
豆类制品专用复配添加剂
糖果、可可制品及巧克力制品乳化稳定剂
肉制品专用复配添加剂
其他复配食品添加剂
五、食品配料
淀粉
变性淀粉
淀粉糖
糖醇
低聚糖
食品工业专用油脂
专用面粉
酵母制品
植物蛋白
脱水、冻干果蔬及肉类
冷冻冷藏食品
馅料
调味料
香辛料
乳制品
保健食品原料
动植物提取物
饮料浓缩液
腌制剂
大豆制品
蛋白肽
坚果
速溶茶
功能性食品配料
可可制品
膳食纤维
蛋制品
蜂产品
豆类
炒货
益生菌
天然、有机食品及食品配料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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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复配甜味剂
复配防腐剂
复配抗氧化剂
复配着色剂
复配乳化剂
复配增稠剂
复配水分保持剂
复配稳定剂和凝固剂
复配酸味剂
复配增味剂
复合膨松剂
复配营养强化剂
冷冻饮品乳化稳定剂
焙烤食品专用品质改良剂
乳制品专用增稠乳化稳定剂
饮料专用乳化稳定剂

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北京中食添会展中心
北京市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
心 3 座 1402
邮编:100020
电话: +86-10-5979 5833
传真: +86-10-5907 1335
Email: cfaa1990@126.com

六、新食品原料
七、食品及制药加工机械
八、食品包装机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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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轻工行业分会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 号
邮编：100833
电话:+86-10-6839 6330
6839 6468
传真:+86-10-6839 6422
Email:ficchina@126.com

参观观众
来自以下行业的研发、采购、
生产、市场和销售、质量控制、批
发、物流主管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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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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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食品
焙烤食品
饮料
糖果
方便食品和半成品
奶类食品
调味料
休闲食品
酿酒
粮油加工
油脂和黄油等涂抹食品
食品零售商
食品辅料
水果/蔬菜制品
功能性食品和健康食品
冰淇淋和甜点
食品添加剂贸易商和批发商
食品配料
食品添加剂
肉类和鱼类制品
营养素
天然食品
宠物食品
快餐食品和谷类食品
素食食品
政府机构和贸易组织
研究所和大学
科研机构
罐装食品
发酵食品

联系单位：
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 号
邮编：100833
电话:+86-10-6839 6330，
6839 6468×206
传真:+86-10-6839 6422
Email:ficchina@126.com

联系人：林树森

参展信息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
料展览会(Food Ingredients China 2017)，

学术报告会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商的参展信息。

展览会期间，将举办学术报告会和新产品

8． 出版展览会会刊;

新技术发布会。

9．利用国内外各种食品行业会议和展览会

简称：FIC 2017，将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
－26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FIC 2017 为您提供多种形式展位供选择。

光地：
2215 元/每平方米(最小 18 平方米)

进行宣传和推广。
学术报告会：我们诚邀您提交论文。论文

展览会参观方式：

的题目应是有关食品添加剂和配料新技

本展览会仅对专业观众开放，免费参观。

术、新产品或新的发展趋势和食品安全。

参观者可在展览会网站进行预先登记或展

经协会评审通过后，我们将邀请您在学术

期登记参观。

报告会上进行论文宣讲（时间为半个小时）
或将论文刊登在展览会学术论文集上。

入境签证：
标准展位：
2245 元／每平方米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欢迎参展商在展览

主办单位可为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安排免费

会期间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向用户

入境签证邀请函。

近两届展览会数据

介绍本公司的产品或技术。每场（半天），
类型 A(3 米×3 米):

收费金额待定。

展位设施：三面围板、地毯、中英文公司
楣板、一张锁柜、三只射灯、两把椅子、

观众组织和展览会的宣传

一个 220 伏 500 瓦插座、一个废纸篓、每

我们始终把观众的组织工作作为展览

年
份
2014
2015

参 展
国
内
907
1055

商
国
际
316
440

展出面
积（平
方米）
72000
106000

日清扫、免费刊登会刊。

会最重要的工作，专业观众数量逐年增加，

类型 B(3 米×4 米):

已经成为在中国举办的观众最专业和人气

主办单位：

展位设施：三面围板、地毯、中英文公司

最旺的展览会。我们拥有 10 万名以上忠诚

楣板、一张锁柜、一张桌子、四只射灯、

的专业观众群体。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北京中食添会展中心

三把椅子、一个 220 伏 500 瓦插座、一个
废纸篓、每日清扫、免费刊登会刊。
类型 C(3 米×5 米):
展位设施：三面围板、地毯、中英文公司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吸引专业客户和潜
在客户参观展览会。并将以下列方式对展
览会进行宣传：
1.

利用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的网

楣板、一个锁柜、一张桌子、五只射灯、

络资源，通过各种专业会议、《中国

四把椅子、一个 220 伏 500 瓦插座、一个

食品添加剂》杂志和宣传资料以及国

废纸篓、每日清扫、免费刊登会刊。
备注：1. FIC 2016 参展商的参展费用可享

际组织宣传展览会；
2.

受 10％的折扣；

上刊登广告和展览会概况及展前推

2．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会员
参展费用可再获得 5％的折扣优惠。

广；
3.

如何参展：
您只需要填写所附参展申请表。填妥

在国内外的二十多家专业报纸、杂志

向食品生产企业的专业人士免费寄发
《展前推广》、参观邀请函和参观券。

4.

定期在所有专业杂志和报纸刊发有关

后，请将参展申请表和签字后的参展规定

展览会的重要信息，以提高展览会的

寄或传真给我们。

知名度；

付款信息：

5.

随时将已报名的参展商信息发布到展

A、付款方式：由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付款时

览会网站上。定期在展览会官方网站

请付美元，中国大陆地区请用人民币付款。

fic.cfaa.cn, www.cfaa.cn 及微信平

B、展位费总额在十万元及以下的于 2016

台上更新有关展览会的信息。参展商

年 8 月 31 日前付清全款；

的信息将在网站上保留至下一年度展

C、展位费总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可分两笔

览会开幕。

付款，自付款通知发出 30 天内支付展位费

6、 定期用电子邮件和传真的形式向国内

50％、2017 年 1 月 10 日前付清余款（所有

外业内人士发送展览会介绍，扩大展

参展费用必须于展览会搭建开始 15 天之前

览会的知名度，吸引专业人士参观。

全部付清，否则不得参展）。
未按规定付费的参展申请不被受理。

7． 在展览会网站上设立“参展商参展信
息查询”系统，用户可根据产品、产
品类别、公司名称、地址等查找参展

专业
观众

举办
地点

40125 人
43190 人

上海
上海

北京市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心 3 座 1402

邮编：100020
电话：+86-10-5979 5833
传真：+86-10-5907 1335
电子信箱：cfaa1990@126.com
网址：www.cfaa.cn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 号 邮编：100833
电话：+86-10-6839 6330, 6839 6468
传真：+86-10-6839 6422
电子信箱：ficchina@126.com
参展请联系：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 号 邮编：100833
电话：+86-10-6839 6330, 6839 6468
传真：+86-10-6839 6422
联系人：林树森
电子信箱：ficchina@126.com
网址：fic.cfaa.cn, www.cfaa.cn

参

展

1、通则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暨第二十七届全

规

定

反者将禁止参展商参加下届展览会。
10、参展展商代表的责任

国食品添加剂生产应用技术展示会将于 2017 年 3 月 24－26 日在国

每个参展商必须指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展位的搭建、展出、撤

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此展览会是由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展及展位的安全、防火等工作。上述人员应有权代表参展商达成必

(CFAA)、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CCPIT SLI) 和北

要的协议和负责展出的具体事务。

京中食添会展中心(CFAA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ompany)共同

11、展品处理

主办。除非特别指明，以下所指的主办单位为上述三家单位及其雇

禁止在展览会上零售展品；境外暂时进境展品需按照海关规定

员。参展商指申请租用展览会光地或展位，并同意以如下所述方式

办理相关的回运或清关手续。

与主办单位达成协议的公司或个人。

12、知识产权保护

2、合格的参展商
主办单位有权决定参展商的参展资格，通常限于提供食品添加
剂、食品配料行业的产品、设备、仪器、技术和服务的公司或个人。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得展出仿冒产品和未允许使用的产品。
13、指定服务代理/参展商指定的代理商
为了更好地完成展览会的服务工作，主办单位指定了相关的公

之前未参加过本展览会的申请者需提供公司和产品简介。主办单位

司负责某些服务。除指定代理商外其它公司不得提供指定代理商相

有权限制或要求撤掉不符合参展展品范围或不适于参展的展品。如

同的服务。参展商可指定其它公司在某些原则指导下承担非指定服

参展商是出版社、商业展览会的主办单位或协会，即使其支付了参

务。在参展商手册中将列出指定和非指定服务及非指定服务商的运

展费用，也不视其为参展商，只能认为其是展览会的参与者，其参

行原则。主办单位要求参展商，如采用非指定服务商提供服务需书

展活动将有所限制。

面通知主办单位。参展商需提供非指定服务商的公司名称、地址和

3、责任、保险和事故预防

现场负责人名称。此书面通知需在展览会布展开始前 30 天送达主办

展览会主办单位对本届展览会的场馆及其设施进行投保。但本
届展览会参展商的展品、搭建的展位、参展和参观人员的保险及出

单位。
14、参展商服务手册

现的财产、人身事故等须由参展商和参展商自行指定的搭建商负责

约在展览会开展前三个月，主办单位将参展商服务手册寄给参

投保。主办单位对涉及参展商、参展商自行指定的搭建商、参观者

展商的主要联系人。参展商服务手册将提供有关参展的信息，这些

及其个人物品的任何风险不负财务和法律的责任。参展商应为自身

信息包括但不局限于增加的参展规定、指定服务表格、参展商注册、

其展品、展位贵重道具、贵重物品及其他第三者投保。展览会规定

运输和水电设施、搭建服务、参展商展示规定和展出、搭建及撤展

特装展位的参展商和参展商自行指定的搭建商对展台搭建的消防、

时间。

安全及人身安全负全责并承担保险责任。为此，建议参展商须与自

15、附加的条款和条件

行指定的搭建公司签订消防、安全、保险协议，要求搭建公司遵守

A.主办单位有权制定参加展览会的条件,有权拒绝违反参展规

展览会的消防、安全规定并为其搭建人员投保。否则，一切责任事

定的参展商参加下一届展览会。B. 主办单位保留改变展览会展位平

故须由参展商负责。

面图的权利。C.对参展合同的修改需书面提出并经主办单位的合格

4、搭建规定

代表签字后方可生效。D.参展商不得将所租展位部分转租给第三方。

参展商不得在展馆内钉钉、钻孔、挂钩、在建筑物上悬挂或粘
贴东西。所有由可燃纤维制成的窗帘或装饰物均需按消防要求进行
防火处理。
5、对设施的保护
参展商将对其雇员或代理对展馆设施、展位设施或其它相关设
备的损坏负责赔偿。
6、展示高度
展馆限高详见展馆平面图。展位搭建不得超过本展览会限高。
不允许搭建二层展位。
7、噪音控制
禁止在展位内使用影响其它展位和观众的音响和播放音乐。如

E.年龄低于 16 岁的儿童（包括参展人员的子女）不得入场。
16、展位的分租
主办单位规定每个展位只允许一个参展商参展。如有公司愿做
为合作参展商共享展位，其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许可，合作参
展商随参展商一并对外宣传。
17、安全、消防
主办单位在展览会上将雇佣合格的保安人员。保安人员的责任
是维护展场秩序和安全。参展商必须提高警惕，自行看管好自己的
物品，避免丢失。
防火和安全法规
参展商须严格遵守展馆有关防火的规定。装饰材料需进行防火

违反此规定，主办单位有权令其停止播放或停止对展位供电。

处理。展位中的电线和布线需符合安全防火规定。在展览馆内不得

8、地毯的铺设

吸烟、不得明火作业。限制观众的积聚。通道和紧急出口不得被堵

所有展位必须铺设地毯。如果购买光地的参展商不铺设地毯，
主办单位将请展览会的指定搭建商按照主办单位确定的颜色为其铺

塞。不允许用纸、树枝等装饰展位。不得在展位内或展位后堆放易
燃材料。

设地毯，并向参展商收取相应的费用。
9、撤展
禁止参展商在展览会正式结束之前包装其展品或拆卸展具，违

我公司已知晓参展规定并遵守此规定。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

18、拍照权利
主办单位有权对展位内的展品进行拍照用于将来的宣传。
19、参展规定的汇总
本合同未规定的有关参展的任何事项由主办单位判定。主
办单位可根据情况随时修订有关规定，但需及时通知参展商。

商在开展之前的 1 天的 17：
00 尚未布展或展出期间展位上无人，
主办单位有权停止其参展，并无义务向其退款。所有展位在展
出时间都将开放，在主办单位确定的撤展时间之前，参展商不
得撤展。
24、展位分配

任何规定（不管其在此合同、参展商手册或其它文件中）都是

主办单位保留按照展览会的整体要求安排展位、在展览会前

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当修订的规定通知到参展商后，参展商均

或展览会中改变参展商的展位位置的权利。如主办单位改变参

有义务遵守。本规定、参展商手册的有关规定及其它文件上的

展商的展位号或展位位置，本合同依然有效。主办单位不确保

规定构成参展规定的总体。

在将来的展览会将同样的展位分配给同一参展商。

20、主办单位取消参展单位的参展展位

25、通道和公共场所的使用

如报名参展商不能按参展规定支付应支付的参展费用，主

主办单位有权使用通道进行推广和展示活动。参展商所有

办单位有权无须再次通知即可停止其参展资格，并无义务退还

的广告活动仅可在自己的展位内进行，不得在展位以外的位置

已缴纳的款项。如参展商欠款，主办单位将禁止其参展。主办

散发样品、任何形式的宣传品、礼品和纪念品。每个参展商只

单位有权（但无义务）处置因参展商违反本条款所空置的展位，

能展出其生产、代理或批发的产品。通道、过道和展位的上空

以使其得到最佳利用，但参展商的责任并不因此而终止。如果

受主办单位控制。除非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

参展商违反本合同规定的责任，主办单位有权书面通知其终止

在通道上悬挂标志、装饰品、横幅宣传、广告材料或特殊展品。

参展，已缴纳的费用不予退回，参展商仍将对违反本规定承担

穿制服的服务人员和模特只能在其雇主租用的展位内，不得在

相应的责任。如果主办单位认为参展商的展出活动将对展览会

其展位以外游走。除主办单位外，在展出区域内不得出现气球

有损害，主办单位可禁止或限制其参展，主办单位亦无责任退

和带背胶的宣传材料。展位内的机械摆放应使参展者观看演示

还参展费用。如果在展览会开展前 48 小时之内参展商尚不能到

或检验设备时，其身体不停留在通道内。禁止开展滚轴溜冰活

场参展或在此之前参展商已明确表示不能参展，主办单位有权

动或在展位以外的流动广告。

将已分配给该参展商的展位另行分配给其它单位。如参展商已

26、参展商名单、标志及其在宣传材料中的使用

全额支付参展费用，主办单位无义务对该参展商进行补偿。
21、展览会的取消

通过参展，参展商授权主办单位免费、多次非专用的许可在
任何会刊（印刷、电子或其它媒体上）中使用、复制其名称、

因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政府紧急状态、罢工和展览

商标和展品名称，并在主办单位的宣传材料中使用。主办单位

设施的限制）的原因，导致主办单位不得不取消展览会，主办

不对在上述材料中的描述上的错误或疏忽负责。主办单位也可

单位将在扣除已发生的成本后，退还参展商所余的参展费用，

在展前或展后对参展商展位进行拍照，并将照片用于主办单位

以体现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的责任。主办单位保留取消、更改展

的宣传工作中。主办单位有权修改或删除展览会的项目安排。

览会名称或改变展览会地点或改变展览会的举办日期（在原定

未付款的参展商将不在展览会宣传中列出。

展出日期之前或之后 30 天内）的权利，主办单位将不向参展商

27、适用的法律

退款，但需分配参展单位原展位位置或主办单位认为合适并经

参展商同意在发生纠纷，经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由中国

参展商认可的位置。如主办单位认为某参展商不适于展出而限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适用中国法律。

制或取消其参展，主办单位无义务向参展商退款。除了上述情

28、本合同的生效
只有参展商和主办单位在本合同上签字后方生效。
29、对本参展规定的解释权归本展览会的主办单位。

况外，如主办单位取消展览会，将全额退还参展商的所有参展
费用。
22、参展商的退展

我公司已知晓参展规定并遵守此规定。

如参展商要求取消本参展合同，必须书面通知主办单位，并得
到主办单位的同意。如在开展前 180 天之前书面通知到主办单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月____日_____

位，参展商可获得 100％已交参展费用的退款。如在开展之前
120-180 天以内书面通知到主办单位，参展商应向主办单位支
付应交展位费用的 50％。如在开展之前 90-120 天以内书面通
知到主办单位，
参展商应向主办单位支付应交展位费用的 75％。
如在开展之前 90 天以内书面通知到主办单位，参展商应向主办
单位支付 100%的应交展位费用。此项费用用来补偿因参展商退
展给主办单位造成的损失。退展的具体日期应是主办单位收到
书面通知的日期。主办单位有权认为将参展商缩小展出面积是

如需进一步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北京中食添会展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心 3 座 1402

电话： +86-10-5979 5833

传真： +86-10-5907 1335
电子信箱：cfaa1990@126.com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 号 邮编：100833

位面积时，主办单位可能要求参展商调整展位位置。

电话：+86-10-6839 6330, 68396468
传真：+86-10-6839 6422
电子信箱：ficchina@126.com

23、展览场地的占用

展览会网址：fic.cfaa.cn, www.cfaa.cn

取消原参展合同，重新订立新的参展合同。参展商要求缩小展

展览会的搭建、展出和撤展时间由主办单位确定。如参展

邮编：100020

中国食品市场规模巨大 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以及食品机械市场充满生机
食品工业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工业门类之一，总产值连续十几年位居各工业部门之首，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支柱产
业。在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品市场需求量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食品工业在市场需求的快速
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下，制造水平快速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品种更加丰富，产品质量和档次也在不断提
高，并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统计，2015 年，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1.3 万亿，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09%。利润同比
增长 5.94%。截至 2015 年末，全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 39518 家，较上年增长 5.45%。尽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及中国经
济发展速度趋缓的新常态形势下，面对民以食为天的硬道理，经济不景气也奈何不了中国坚挺的食品工业。
伴随着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产品的市场需求，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企业的发展和产品
创新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于中国食品工业的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市场! 很多
国外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企业凭借 FIC 展这一最佳专业贸易平台进入中国市场，分享着中国市场带给他们的巨大商
机！

FIC 2017 全方位服务食品行业 食品工业原辅材料、食品机械、食品加工技术三大
板块共同推动食品工业发展
每年一届的 FIC 展，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与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共同主办。展览会
多年来始终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专注服务于食品行业，以卓越品质、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特点得到海内外业
界的认可，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权威性的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行业专业品牌展览会，成为
国际食品添加剂、食品配料和食品机械生产商进入中国及亚洲市场的最佳平台。
2017 年 FIC 展仍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会展综合体，位于上海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西部，近上海虹桥机场和虹桥高铁等交通枢纽，地铁直达展馆，室内总展出面积达 40 多万平方米，
将为 FIC 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展示空间。
中国幅员辽阔，背倚欧亚大陆腹地，与周边十余个亚洲国家相连或隔海相望，处于亚洲地理区位的中心，中国有
十三亿多人口，对食品工业刚需旺盛受外部经济制约力小，特殊地理区位的便利性和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产品为超大食
品市场服务的特殊性，使专注服务于食品领域的 FIC 展在中国及亚洲有着超凡的影响力，为全球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企
业的业务发展和采购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FIC 2016 展有 1400 多参展商，其中国际参展商超过 300
多家，很多国际知名企业参展；FIC 展的专业观众每年都在增长，FIC 2016 共有 4 万多注册专业观众。其中有来自欧
洲、美洲、澳洲、亚洲、非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千余名专业观众。

参展 FIC 是您明智的选择:
 由中国行业权威组织举办、业界认知度最高的国际品牌展览会
 专注食品领域、专业服务食品行业的展览会的特性决定了观众的专业对口性
 最权威的展览会 汇集国内外业界翘楚和品牌，在同行中彰显企业的特性
 参展商以生产企业为主，代表了行业的领先水平
 功能性、健康、天然提取物食品添加剂和配料是展示重点
 全方位的展品涵盖率，对专业观众形成超强的凝聚力
 最具行业凝聚力展览会，是快速融入中国及亚洲市场的最佳平台
 人气最旺的展览会，实现在最短的时间见最多的专业买家
 专业观众国际性和专业对口性使参展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前两届展览会回顾（均为当年本行业亚洲规模最大的专业展览会）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FIC 2016）于 2016 年 3 月 23－2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
行。
参展商数量：1449 家，其中国际参展商 439 家，国内参展商 1010 家（受展馆面积所限，有 100 余家参展商未
能参展）
展出规模：106000 平方米
展期学术报告会：3 场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46 场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FIC 2015）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参展商数量：1495 家，其中国际展区参展商 440 家，国内展区参展商 1055 家
展出规模：106000 平方米
展期学术报告会：3 场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45 场

FIC 展－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亚洲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品牌展览会

请填写各项内容，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真或 Email 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TEL：010－6839 6330，6839 6468；FAX：010－6839 6422
网址：fic.cfaa.cn, www.cfaa.cn
电子邮箱：st@fi-c.com
Vf 站

FIC 2017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申请表

中文（必须填写）：
发布会
题目

英文（必须填写）：

主要内容：

关键词：

请依次注明主讲人姓名、单位、出生年、性别、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或从事的主要工作

主讲人
简介

请依次注明主讲人姓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主讲人
联系方式

请依次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1、请于2016年11月30日前传真或Email此表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并将文章全文电子邮件至：
st@fi-c.com，以便审定通过后在《FIC 2017学术论文集》上刊登。 邮件主题词请注明“FIC 2017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会”字样。联系人：徐燕；联系电话：010－6839 6330×202；传真：010－6839 6422。
2、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内容可以以论文格式或PPT形式提交，论文格式请参见《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请务必
提供题目、作者、单位名称、摘要和关键词的中英文。

请填写各项内容，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真或 Email 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TEL：010－6839 6330，6839 6468；FAX：010－6839 6422
网址：fic.cfaa.cn, www.cfaa.cn
电子邮箱：st@fi-c.com
Vf 站

FIC 2017 学术报告会申请表
中文（必须填写）：
报告
题目
英文（必须填写）：
主要内容：

关键词：

请依次注明报告人姓名、单位、出生年、性别、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或从事的主要工作

报告人
简介

请依次注明报告人姓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报告人
联系方式

请依次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 请于2016年11月30日前传真或Email此表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审定通过后主办单位将与申请人联系
后续事宜。联系人：徐燕；联系电话：010－6839 6330×202；传真：010－6839 6422。

请填写各项内容，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真或 Email 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TEL：010－6839 6330，6839 6468；FAX：010－6839 6422
网址：fic.cfaa.cn, www.cfaa.cn
电子邮箱：st@fi-c.com
Vf 站

论文
题目

FIC 2017 学术论文回执

中文（必须填写）：
英文（必须填写）：

主要内容：

关键词：

请依次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出生年、性别、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或从事的主要工作

作者简介

请依次注明作者姓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作者联系方
式

请依次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联系人联系
方式

注：
1、请于2016年11月30日前传真或Email此表至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并于2017年1月10日前将文章全文电子邮件
至：st@fi-c.com, 以便审定通过后在《FIC 2017学术论文集》上刊登。 邮件主题词请注明“FIC 2017学术论文”
字样。联系人：徐燕；联系电话：010－6839 6330×202；传真：010－6839 6422。
2、学术论文格式请参见《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请务必提供题目、作者、单位名称、摘要和关键词的中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