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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行业人士：

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全国糖酒会”）将于
2022年 3 月 24日至 26日在美丽的成都市举办。

从 1955 年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供应会”，到 2021年在天津举办
的第105届全国糖酒会，全国糖酒会始终作为中国酒类食品行业人
士最忠实的朋友，见证、参与和记录了中国酒类食品行业波澜壮阔
的发展史，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业内厂商和从业者的成长。全国糖
酒会是行业与市场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展示平台，它的历久弥新、
长盛不衰，既源于行业与市场的繁荣兴旺，更受益于行业人士的支
持与喜爱，这也是全国糖酒会最大的荣幸。为此，全国糖酒会始终坚
持“展示、交流、合作，传承、创新、发展”的办会理念，致力于为行业
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已成为享誉中外的产销对接、行业交流
重要平台。

2021年，全国糖酒会年展览规模达41.5万平方米，参展厂商近
7600家，参会客商超60万人次，展会期间洽谈气氛热烈、交易火爆，
给与会客商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展览品质和展览效果受到了业
界的一致好评。

沉甸甸的历史是曾经的辉煌，更是奋勇向前的财富和动力。展
望明天，全国糖酒会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产销对接、品牌推广、信息
传播、渠道构建、投融资合作等平台作用和价值，助力中国酒类食品
行业书写新华章。

第106届全国糖酒会将实施“一城两馆”，使用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两个展区，单届展览规模达32万
平米，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糖酒会。第106届全国糖酒会将以广泛
的认可度和巨大的号召力，荟萃行业群英，聚合业内资源，让行业厂商、
渠道采购商、投资机构、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等，都能够在
全国糖酒会上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诚邀行业人士及所在企业参加第 106 届全国糖酒会，把握行业
趋势，构建营销体系，共商合作发展，展示风采形象，释放发展潜力，
共襄行业盛会！

谨此奉邀！

邀
请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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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    春糖来了
一城双馆  32万平米6大展区升级为10大展区

2022年3月24日-26日

目录
有着中国食品行业“风向标”、酒类行业“晴雨表”之称的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始于1955年，是中国历
史最为悠久的大型专业展会之一。

全国糖酒会由中国糖业酒类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粮会展（北京）有限公司承办，一年两届，分春、秋两
季举行。目前，全国糖酒会年均展览规模约35万平方米，参展厂商近7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5万人，
是中国食品酒类行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综合会展平台，在业内人士中享有广泛的认可
度和美誉度。

为行业发展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是糖酒会不变的宗旨。近年来，全国糖酒会努力将
自身打造为行业产销对接平台、营销体系构建平台、信息发布与交流平台、品牌宣传和传播平台和投
融资合作平台；不仅提供一流的展览硬件设施，而且积极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配套服务；不仅是商品交易、
展览展示的场所，更是交流信息、增进友谊、推动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的重要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糖酒会上迅速成长起来的品牌不胜枚举，众多优秀企业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
也与全国糖酒会实现了共同的繁荣。

同时，全国糖酒会顺应形势，与时俱进，不断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努力推进自身创新升级进程。近年来，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会上不断推出的创新特色专区和论坛活动，为中国食品和酒类消费市场的转
型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新动能，全国糖酒会的国内外影响力也因此与日俱增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介绍

全国糖酒会优势

参会须知

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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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行业效果显著的产销对接平台。每一届糖酒会，除组织
机构和参展商有组织的邀请外，数以万计自发赴会的专业卖家，满怀激情地看样选品，
洽谈订货，是生产和贸易企业完成销售任务不容错过的绝佳机遇。

02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企业建立健全自身营销体系的首选平台。糖酒会上的专
业买家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渠道全覆盖；无论参展企业是想拓展全国市场，还是开
发区域市场，糖酒会都能助力企业快速地结识新的合作伙伴，建立健全自身的营销体系。

03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行业互相学习、观摩，交流思想、观念和经验的活动场所。
每一届糖酒会，近4000余家海内外相关企业参会展示，数以万计的新老产品同台交易，
数十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涉及不同领域的配套活动，是业内企业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的理想平台。

04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行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除了国家政策信息、行业指导
信息、市场状况信息之外，每一个参会企业的信息也是密集发布，是业内企业收集、分析
信息，研判行业发展方向的难得场所。

05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企业及其产品品牌营销、品牌传播的制高点，全国糖酒会
不仅万商云集，而且专业及公众媒体高度密集，企业及其产品的品牌营销和传播在糖酒
会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6 全国糖酒会是中国酒类和食品行业效果突出的投融资合作平台。每一届糖酒会，数量众
多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也积极参加，不仅通过投资洽谈会这种形式，也通过更多的渠
道和方式与业内企业合作，谋求发展机会。所以，对于参展企业而言，无论是企业融资，
还是企业兼并，抑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都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糖酒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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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史上最大春糖来了
一城双馆  32万平米6大展区升级为10大展区

2022年3月24日-26日

成都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传统酒类展区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

低度潮酒及啤酒展区

酒类3大展区

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食品机械展区   

调味品及配料展区

食品包装展区

食材及供应链展区

休闲食品展区

进口及烘焙食品展区 

饮品及乳制品展区

大食品类7大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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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展：
1、所有净地展位及机械展区标准展位：3 月20日—23日
2、非机械展区标准展位：3月 23 日

（其中 3月 23 日不得进行装修搭建，只能进行美工装饰及展品摆放，18:00 所有展区布展结束）
 

（二）展示交易
3月 24日—26日（每日 09:00--17:30）

（三）撤展：
非机械展区：3 月 26 日 17:30 停止展示交易，17:30—21:00 撤出展品，闭馆；3 月 27 日 08:00 开始，连续
拆除展台直至完毕；
机械展区：3月 26 日 17:30 停止展示交易，展品打包装箱，闭馆；3 月 27 日 08:00 开始，撤出展品，并于展
品撤出结束后连续拆除展台直至完毕。

( 一 ) 参展范围
传统酒类、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啤酒及低度潮酒、食品、饮品、调味品、配料、食材及冷链、食品机械、包装
及设计、酒具等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项目。

( 二 ) 参展流程
提交参展申请→参展资质审核→展位配置洽谈→签订合同并提交承诺书→按时支付款项→领取《展位
证》→凭《展位证》报到并领取《展商证》→入场布展→展示交易→撤展申请参展请联系电话4000587799
及本届糖酒会相关组展单位 ( 详见官网www.qgtjh.org.cn)。

( 三 ) 参展资质
1. 参展单位及展品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
2. 申请展位时须提供如下资料（所有资料均须加盖参展单位公章）：单位资料：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单
位登记注册的相关法律文件展品资料：

（1）涉及国产展品的单位须提供：
A. 参展展品的详细清单；
B.与展品清单匹配的生产许可证，商贸企业和餐饮企业还须提供相应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
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C. 保健品类展品，还须提供相关部门的批准证书。

B. 与展品清单匹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需自行办理
相关手续）；
C. 商贸企业和餐饮企业须提供相应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D. 涉及商标、原产地等知识产权保护的海外展品须提供相应的资质及证明文件。
注：上述（1）、（2）两项中需提供相应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
证）的单位均指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的相关企业。

特别提醒：涉及国产食品类展品的参展单位须带齐近半年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与展品清单完全对应的产
品检验报告参展，以备相关部门随时查验。

(一)概况
本届糖酒会共使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全部可用展馆，规划总体展览面
积32万平方米，刷新全国糖酒会历史展览规模的记录。
本届糖酒会预计参展厂商总数将超6500家。

(二)展区设置
世纪城：                 

西博城：

(三)专区设置
世纪城：

西博城：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展览展示中心、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一、展会时间（以下均为2022年）

二、展会地点

三、如何参展

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参会须知如何参展

四、展区类别及展位形式

（2）涉及海外展品的单位须提供：

传统酒类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                                       低度潮酒及啤酒

休闲食品                                     饮品及乳制品                   进口及烘焙食品                            

食材及供应链                            食品机械                            食品包装及设计
调味品及配料 

(四)展位形式
展区内规划有净地展位、标准展位两种展位形式。
1. 净地展位：各展区均规划有不同规格的净地展位，均为空地。
2. 标准展位：分为 A1、A2、B、C、D 五类A. 参展展品的详细清单；

酱酒专区                           黄酒专区                            清香酒专区                           地区展团专区                

保健酒专区                      川酒专区                            进口烈酒专区                      酒具专区          

餐饮及供应链专区                                     食品电商专区                                     茶饮专区 

火锅专区                                                        冷链专区                                              食品配料和添加剂专区

绿色农业专区                                              咖啡专区                                              餐饮包装专区

国际机械专区                                              仓储及物流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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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参会须知如何参展

(六)注意事项
1.糖酒会是专业性质的B2B看样订货会，参展产品不零售。
2.所有参展参会人员及相关单位均须严格遵守展区安全及防火须知规定，并须妥善保管自己的展品、证
件等相关财物；贵重展品须专门看管，防止丢失。
3.禁止一切危险品或其它具有不安全因素的展（物）品入场，禁止携带宠物入场。
4.禁止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含行业标准）的单位及展品入场参展，禁止不符合糖酒会参展
范围的展品进入展区。
5.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展区；老年人进入展区，须有相关人员陪同；禁止衣冠不整者以及一切无证（券）人
员进入展区。
6.禁止在展区使用功率放大器等扩音设备，禁止使用音量超过60分贝的各类音响和乐器。
7.禁止使用液化石油气罐、煤气炉及电热器具，禁止使用明火，禁止现场加工食品。
8.禁止私自拆分或合并展位，禁止转让、倒卖自身租用的展位。
9.糖酒会倡导绿色办展理念，展台搭建及展台布置请选用环保材料。
10.展位设计、施工及搭建时，禁止利用展馆建筑设施作为吊点。
11.禁止伪造、倒卖糖酒会各类证件（券）。
12.禁止开展影响糖酒会秩序的各类表演活动；禁止举牌游行、人体广告等流动性广告；禁止参展单位
在自身展位范围外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展示活动（如派发名片、宣传单等）；严禁因纠纷扰乱糖酒会的
正常秩序，相关单位或个人须到场外自行协调或按法律程序解决。
13.参展单位须文明有序参展，广告形式及展示行为须符合社会道德风尚，并签订《文明参展承诺书》（见

《参展商手册》）。
14.禁止在展区内公共场所摆摊设点；禁止擅自占用他人展位；禁止在展区外围、路边地段及其它经营
场地违规设置展位、摆摊设点。
15.禁止提前撤展。
对于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组委会有权责令违反者无条件整改,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和清理，
一切后果和损失由违反者负全部责任。

六、特别提示

(一) 布展、展览及撤展时段安排、布展办证办法及相关程序请详见《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参展       
商手册》（以下简称《参展商手册》）及全国糖酒会官方网站（www.qgtjh.org.cn）公示。

(二) 参展单位须签订《自检责任书》，净地展位的搭建单位还须签订《净地搭建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施
工安全承诺书》（见《参展商手册》）。

(三) 展区设有安检及门禁管理系统，所有人员一律凭糖酒会专门制发的相关证件（券），经安检后由相
关检录通道进入展区。

(五) 为确保糖酒会交易秩序，开展期间严禁参展参会客商携带大件行李进入展区。

(四) 糖酒会的户外广告发布，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集中发布；未经糖酒会组织机构审批，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糖酒会户外广告规划范围内设置发布相关广告。
糖酒会期间，还面向展商和专业观众大量发行《会刊》和《参会手册》；《会刊》和《参会手册》是参展
参会企业投放平面广告的重要选择。

备注：（1）上述配置的相关使用要求详见《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参展商手册》；
            （2）免费提供上述标准配置内的酒杯清洗更换服务。
            其余展区的净地展位均无任何配置，标准展位除基本展具配备外，均无任何配置。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净地展位和标准展位均按下表分别免费配置酒具等相关物品：

2、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国家或地区展团物品配置表

1、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物品配置表（国家或地区团除外）：

五、展位内酒具物品配置及说明

展位类型

A1类标准展位 每套：红酒杯 8 个、冰块 3 袋、冰桶 1 个、垃圾桶 1 个、吐酒桶 1 个

每套：红酒杯6个、冰块3袋、冰桶1个、垃圾桶1个、吐酒桶1个

每套：红酒杯8个、冰块3袋、冰桶1个、垃圾桶1个、醒酒器1个、
吐酒桶1个

每套：红酒杯10个、冰块6袋、冰桶2个、垃圾桶2个、醒酒器2个、
吐酒桶2个

B类标准展位

50㎡以上净地展位

50㎡以下
（含50㎡）净地展位

配置标准（1套/展位）

展位类型

净地展位 每套：红酒杯6个、冰块3袋、冰桶1个、垃圾桶1个、吐酒桶1个

配置标准（1套/9㎡）

3、国际啤酒物品配置表：

每套：啤酒杯12个、冰块6袋

展位类型 配置标准（1套/展位）

每套：啤酒杯10个、冰块3袋50㎡以下
（含50㎡）净地展位

50㎡以上净地展位

（1）A1 类标准展位：设于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规格为 3 米 ×6 米。
（2）A2 类标准展位：设于食品饮料展区，规格为 3 米 ×6 米。
（3）B1类标准展位：设于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规格为 3 米 ×3 米。
（4）B2类标准展位：设于酒类展区、食品饮料展区、调味品展区、包装展区、酒具专区，规格为 3 米 ×3 米。
（5）C 类标准展位：设于酒类展区、食品饮料展区、调味品展区、包装展区、酒具专区，规格为 3 米 ×3 米。
（6）D 类标准展位：设于食品机械展区，规格为 3 米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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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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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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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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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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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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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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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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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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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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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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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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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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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及广告资源图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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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会刊》广告销售

联系我们

如您希望详细了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组织机构信息、如
何参展参观、往届展会回顾等情况，您可通过全国糖酒会
唯一官方网站:

同时，欢迎您关注: 
全国糖酒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全国糖酒会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

 www.qgtjh.org.cn，获取感兴趣的信息。

联系我们：  86-4000587799
官          网：   http://www.qgtjh.org.cn
邮          箱：   info@qgtjh.com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