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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第 16 届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及橄榄油博览会 

   时间：2017 年 4 月 17-19 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时间：2017年8月30日-9月1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时间：2017年10月12-14日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题定位： “展示高端油品 ，铸造高端品牌” 

            批准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指导单位    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项目办公室 

            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会 

主办单位    世博威国际会展集团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高端食用油专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执委会 

中国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www.oilexpo.com.cn 

 

Global Oil 往届回顾  

中国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简称（国家油博会 Global Oil）”是由国商务部批准，众多

相关机构联合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Global Oil 2016 年于 8 月 19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胜

利闭幕。届时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300 多家企业参展，展出规模超过 15000 多平米。20多个驻中国大使

馆相关机构和国家发展研究中心领导以及来自26个国家的36000多名专业观众共同见证了本届展会的空前盛

况。此次展会得到国家领导重视尚属，被列为国家扶持引导性行业历展创下了油脂产业高规格高品质展会。

行业巨头在这里云集，国际阿根廷、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突尼斯、土耳其、葡萄牙、智利、美国、澳大

利亚等协会和贸易促进官方机构携手展团在这里牵手，国内各省市地区茶油协会组团在这里会面，更为独特

的地方特种高端油品纷纷响应本届国家油博会。届时展会得到了参展商和观众的高度评价，真正发挥了服务贸易

合作和公众品牌建设交易的专业平台，成为企业形象宣传、经销洽谈、信息交流、技术创新的国际舞台。 

Global Oil 自 2006 年成功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 15 届，是中国区规模较大、具有影响力、高规格的

食用油行业展会，得到各级领导及国际组织的鼎力相助。展会规模日渐壮大，展出产品不断出新，参观人数

逐年创高，得到了企业、社会及消费者的共同认可。顺应市场需求，应参展商要求，国家油博会自 2013年起

上半年春季 4 月在北京，下半年秋季 9 月在上海，建立覆盖全国的展销平台。世博威国家油博会是高端健康

食用油产业的共同家园，也必将带领食用油行业走向另一个辉煌。无论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或是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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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甚至是出口国外市场，在这里你都能找到优秀的合作伙伴。国家油博会腾飞的大门始终向您敞开，随

时欢迎您的到来！也许下一秒你也是世界名牌。  

Global Oil 会议优势: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将有机会获得本届大会“金奖”“银奖”“铜奖”等（详情请向组委会索取）；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将有机会获得本届大会“推荐产品奖”、“科技创新奖”等；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将有机会获得本届大会“健康营养型食用油证书”；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将有机会成为“全球橄榄油评选大赛荣誉”证书；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将有可能获得“向中央中直机关进行团购推荐的机会”； 

参加 Global Oil 油博会，可以直接成为国家油博会官方网站品牌推广的会员一年(名额有限)。 

Global Oil  峰会／展览赞助／同期活动： 

A. 钻石级赞助机构：限一家，企业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具有良好的品牌效益； 

   赞助类别：钻石级赞助单位，只限一家赞助/冠名------赞助金额：48 万人民币 

 B. 白金级赞助机构：限一家，企业发展方向有海外市场，在行业内有良好口碑； 

   赞助类别：白金级赞助单位-------赞助金额：28 万人民币 

C. 2017 国际高端品牌食用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017 高端食用油对人类健康分析讲座” 

“2017 国际橄榄油品牌推介会 ”  

“2017 山茶油品牌行业高层论坛” 

“2017 亚麻籽油品牌行业趋势发展论坛” 

“2017 全球橄榄油评比大赛” 

“2017 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品牌评选大赛颁奖盛典” 

Global Oil 专业观众来源 

1.有实力、有终端销售网络的经销商、代理商、分销商、应用商、配送公司及高端食用油专供中心； 

2.粮油系统以及食品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快速消费品、食用油连锁店和经营专柜、礼品店、美容、婴

幼儿、孕妇、各大高校、中老年等社区连锁超市、大型餐饮机构等。 

3.中直养老机构及北京市企业工会系统团购负责人等； 

4.对华采购商、进出口贸易公司、各大院校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企业技术人员及高级管理者等。 

Global Oil 优越举办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金融中心，也是智力资源聚集地，具有极其丰富的科

研资源，同时处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且最具发展潜力的环渤海城市群地中心，具有独特的市场优势。 

Global Oil 庞大数据库：5 万条专业观众数据库是参展商实际展出效果的有力保障； 

Global Oil 广泛宣传：电视台、广播、平面、网络、通讯社等百家媒体参与对大会和相关企业产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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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络销售商、网店和网络其他渠道商； 

Global Oil 展品范围 

 1.高端食用油：山茶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米糠油、核桃油、亚麻油及其它高端营养油； 

 2.营养型食用油：营养花生油、营养大豆油、营养调和油、营养色拉油、双低菜籽油等； 

 3.特种健康食用油：葡萄籽油、椰子油、牡丹籽油、荠蓝油、杏仁油、小麦胚芽油、椒目仁油、月苋草油、

大蒜油、榛子油、翅果油、荠籽油、火麻油、印奇果油、鳄梨油、油莎豆油、紫苏籽油、南瓜子油、番茄

籽油、红花籽油、深海鱼油、水飞蓟油、柏子仁油、精制棉清油、芥酸菜子油、松子油、蚕蛹精油、石榴

籽油、番茄红素食用油、专利型食用油； 

 4.各种高端调味油、精炼棕榈油、芝麻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芥末油、香葱调味油、红辣油、姜油、拉面

调味油、鸡骨油、骨油、复合调味油、鱼露调味油、酥油、动物调味油、胡椒油（木姜油）、枞菌油、烧

烤调味油、速冻食品专用调味油、鲜贝调味油、麻辣油、香辛料精油、耗油、味粉调味油等；坚果食用油

以及各种合成高档保健油、营养油、营养配方油等； 

  5.食用油配套产业设备：如压榨、分离、输送、榨油机、灌装机、包装机、打包机、计量仪、打码（喷码）

机、压盖机、密封机、集装箱液袋、塑胶机械及塑胶油瓶、玻璃油瓶、瓶盖、标签包装印务、包装设计、

广告设计、品牌推广；包装等设备； 

Global Oil 参展程序 

1. 参展单位应具备生产和经营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及合法的批准文件等。 

2. 参展单位在选定展位后请认真填写《参展申请及合约表》，加盖公章后传真或邮寄至大会组委会秘书

处， 秘书处在接到《参展申请及合约表》后为参展商颁发《展位确认书》。 

3. 参展商在收到《展位确认书》七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全款或 50%汇转入大会组委会指定银行账户，

过期不付款者，组委会有权变更原定展位或取消其参展资格。 

4. 组委会坚持先申请、先付款、先确认的原则。 

5. 组委会根据会场的整体效果和安全消防的需要，将有权调整部分已确认展位。 

Global Oil  报名联系办法：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69号财满街1-4-0904 

电  话：010-58785006/07 

传  真：010-85841055   

网  址： www.oil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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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价 格 表 

第二部分：配套宣传广告价目表 

   会刊版面 

封   面 封  底 跨 彩 页 封（二,三） 内 彩 页 黑 白 页 

20000 元 15000 元 12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宣传印刷品 

门   票 请  柬 手提袋 名片盒 参观证（独家） 证件挂绳 

5000 元/万张 5000元/千张 6000 元/千个 6000 元/千个 30000 元/2 万张 15000 元/万条 

展馆现场 

气球条幅(球经 3m) 

高 15mX 宽 1.4m 

悬空串旗(1行 20 面) 

1 行=20X1.5mX1m/面 

墙体横幅 

宽 24mx 高 4m 

墙体条幅 

高 10mx 0.8m 

路 旗 

高 1.5mx0.45m 

12000 元/个 12000元/行 40000/块 4000/条 500 元/面 

第三部分：论坛会议室价目表 

容纳 70人 6000元/小时 备注：（含以下服务） 

1. 提供技术设施(讲台、椅子)和水 1桶； 

2. 提供电源，投影仪，音响，话筒等； 

3. 提供会前的馆内广播通告. 

容纳 80人 7000元/小时 

容纳 160人 8000元/小时 

 

 

展 

 

 

位 

 

 

设 

 

 

置 

展位划分 规 格 
收费标准 

备注说明 
京沪 成都 

海外企业区 9 ㎡ ＄3800 ＄2000 

为豪华展位，配置：楣板制作、一张洽谈桌、

二把椅子，220v 电源插座一个，日光灯二支、

地毯、图片的宣传喷绘和制作（可向组委会索

取效果图）；展位高为 3米 

豪华标摊 3m×3m ￥16800 ￥9800 

配置：楣板制作、一张洽谈桌、二把椅子，220v

电源插座一个，日光灯二支、地毯、图片的宣

传喷绘和制作（可向组委会索取效果图）；展

位高 3 米，双开加 10%角位费。 

角标准展位 3m×3m ￥15800 ￥8800 

配置：楣板制作、一张洽谈桌、二把椅子，220v

电源插座一个，日光灯二支、地毯；展位高为

2.5 米 

标准展位 3m×3m ￥13800 ￥7800 

配置：楣板制作、一张洽谈桌、二把椅子，220v

电源插座一个，日光灯二支、地毯；展位高为

2.5 米 

特装光地 36㎡起租 ￥1200/㎡ ￥800/㎡         无任何配置，自行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