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食品工业协会
—————————————————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更加重视食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对高端优质食品有着巨大需求，形成了庞大的市场。
天津作为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具有辐射“三北”的传统区位优势和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的聚集效应。通过培育和发展品牌会展，可以达到促进产
业交流与合作、丰富市场，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天津市食品工业协
会、天津国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支持下，已成功举办六届“中国·天津（环
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以下简称“食交会”）。
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天
津市旅游集团
支持单位：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东盟国际贸易
投资商会
承办单位：
天津市食品工业协会、天津国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展会时间：2013 年 10 月 31－11 月 4 日（2013 年 10 月 29－30 日布展）
展会地点：天津国展中心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邀请函
“2012 食交会”首度设立清真专区。本届“食交会”在上届基础之
上特设“清真食品馆”，扩大邀请海内、外清真食品业者设为参展。本次
“清真食品馆”，规划 120 个标准展位。由和群清真产业集团（中国）有
限公司、中国清真网加盟承办组展。
本展“清真食品馆”，突出清真食品产业的特点，努力使参展商贯穿
食品全产业链，突出食品安全及产业发展的核心主题，旨在通过展会平台
促进中国清真食品产业合作与发展。
展会同期，和群清真产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国清真网，还将
举办“2013 中国（天津）国际清真产业合作发展论坛”，邀请专家和穆斯
林兄弟共同探讨，清真产业发展的有关问题。
为更好地服务本次参展的清真食品企业，“和群清真”与“中国清真
网”拟提供展外服务，将参展商产品线上线下同时展示，并在线上做独立
专题予以长达一年的展示，提高产品知名度的同时，增加产品销售渠道。
清真食品有着巨大的穆斯林消费市场，更有着宽广无限的非穆斯林消
费市场。让我们顺应市场新形势，改变观念，不断调整清真产业结构，转
变清真食品产业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到为人类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功
能食品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此我们向您发出正式邀请！
开放的滨海，美丽的天津，欢迎您和您的朋友们的到来！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组展承办单位
和群清真产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东方易星（天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清真网（北京阳光盛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主要特点
一--参展品种更多，种类更全。
二--港台企业积极参加，香港、澳门及台湾食品代表团等 30 多家企业
参展。
三--国外企业如阿曼、利比亚、马来西亚、伊朗、欧盟地区有 60 多家
企业首次参会。
四--专业观众、采购商的来源地更为广泛，京、津、冀商业联合会组
团莅临展会进行采购对接。
五--展会同期举办的相关活动更丰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对接会、清
真食品采购洽谈会、清真食品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营销策略等的举
办更能证明展会的市场功能。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展品范围及展区推介
一、清真食品类：清真绿色食品、农副产品、罐头食品、休闲食品、
乳制品、调味品、粮油制品、冷冻制品、烘焙食品、糖果、饮料、食
品原辅料等；
二、清真食品工业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机械、食品冷链储运设备、
食品科研成果、食品环保节能加工技术、食品容器及包装等。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媒体支持
大会合作支持媒体：中国食品报、天津电视台、天津广播电台、今晚
报、今晚经济周刊等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参展商报名手续
一、请填妥参展申请表递交组委会，展位申请将以先付款先得展位原
则安排。选订展位面积较大者及赞助商将享有优先权。
二、递交参展申请表后五个工作日内请将参展费全部款项汇入组委会，
逾期展位将不予保留。
三、组委会收到参展申请表及参展全部款项后，于一周内回复展位预
订确认函，并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前发出《参展指南》。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企业展商服务办公室
通讯地址：
北京：中国北京牛街 5 号牛街清真超市 5 层（100053）
天津：中国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信诚大厦 1-1207（300192）
咨询热线：
电话：010 – 83544790（北京）

022 – 58698130（天津）

传真：010 – 83544790（北京）

022 – 58698132（天津）

网址：www.musilin.net.cn
电子邮箱：tftf_halal@163.com
联系人：
李晓岚 13910618901

穆铭 13820881313

李剑 15011068200

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TFTF）
清真食品馆参展商报名截止时间
2013 年 9 月 20 日，海外企业截止报名；
2013 年 10 月 15 日，国内企业截止报名；

清真食品馆展位收费标准：
国内价格(元/人民币)
海外价格（元/美元）
国内￥980/M2
海外＄230/M2

说明

角
位

国内￥9300
海外＄1550

平
位

国内￥8800
海外＄1450

空地：光地面积起租最少 36M2
以上，显著位置特装价格另
议，搭建费自理。

普通国标展位：（3M*3M）、中
英文楣板文字（3M*0.25M）、
一张咨询台、两把折椅、日光
灯两支、电源插座一个。

豪
华
展
位

国内￥11000
海外＄2200

豪华国际展位：门口豪华搭
装，中英文楣板文字、一张咨
询台、两把折椅、两盏射灯、
玻璃洽谈桌一套，插座一个
（500W 以内）。

简
易
特
装

国内￥1100/M2
海外＄260/M2

简易特装：桁架结构，背景画
面、两套洽谈桌椅、四盏射
灯），并配备 16A/220V 用电箱

以上价格包含以下内容：
1、 2 个参加论坛的名额（论坛请见附件 3）；
2、 2 人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的住宿 2 晚和四餐（具体
见论坛安排）；

清真食品馆参展服务：
1、为参展商免费提供《会刊》内页 200 字以内企业文字介绍；
2、协助展品运输及仓储服务 ，由大会配置指定服务商
3、为参展商提供食品展会官方网站宣传服务
4、提供会议服务、会务协助服务
5、返程票务、酒店预订与展会现场服务
6、凡是参加我们展会的展商，都将赠送中国清真网 VIP 企业会员一年，
并且享受展会的官方网站中国清真网赠送的价值 10 万元的广告套餐一份。

附件一：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清真食品馆参展申
请表
附件二：场馆平面图
附件三：同时会议和论坛

附件一、2013 中国·天津（环渤海）国际食品交易会清真食品馆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联系人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网址

公司类型

制造商

供应商

代理商、批发商、经销商

（请在后打“√”） 进口商

出口商

其他（请注明）

需要组委会协调的

请将需要组委会帮助您达成的意向合作有哪些：

资源对接

1、
2、

场地

报价

数量

说明

2

空地

2

国内￥980/M

空地：光地面积起租最少 36M 以上，显著位置特装价格另议，搭建

2

海外＄230/M
角位

㎡

费自理。

国内￥9300

普通国标展位：
（3M*3M）
、中英文楣板文字（3M*0.25M）
、一张咨询台、

海外＄1550
平位

个

两把折椅、日光灯两支、电源插座一个。

国内￥8800
海外＄1450

豪华展位

个

国内￥11000

豪华国际展位：门口豪华搭装，中英文楣板文字、一张咨询台、两把

海外＄2200
简易特装

个

国内￥1100/M

折椅、两盏射灯、玻璃洽谈桌一套，插座一个（500W 以内）
。

2

简易特装：桁架结构，背景画面、两套洽谈桌椅、四盏射灯），并配

2

海外＄260/M

㎡

备 16A/220V 用电箱。

希望得到的服务（请在后打“√”）

电子商务

（具体要求招商专员与您对接）

销售产品

产品推广

清真认证

论 坛 参 会 人 员 名 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职务

是否协助安排住宿

抵津航班或车次

离津航班或车次

1
2
总价
RMB：

大写：

填完后请

东方易星（天津）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信诚大厦 1-1207（300192）
】

按下述地

传真：022 – 58698132（天津）

址寄回或

电子邮箱：tftf_halal@163.com

传真

联系人：李晓岚 13910618901

付款方式

支票：东方易星（天津）进出口有限公司

穆铭 13820881313

李剑 15011068200

账号：12001655000052501754 【银行电汇时请注明参加“天津清真食品展”】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南开支行营业部
请贵司填写上述表格后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前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发送到组委会，并请于表格递交后 3 天内付
定金人民币 8800 元，余款请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付清。我司收到贵司回执及参展费用后即向贵司发出确认书。
1． 参加论坛的企业组委会负责 2 人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的住宿 2 晚和四餐（具体见论坛安排）
，增加人员需
要另付参会费 3500 元人民币/人。
2． 一旦贵司参展申请得到确认，贵司如果提出退展，我司有权扣除已发生的费用。

签名（盖章）
：

日期：

附件二、场馆平面图

整个场馆平面图

清真食品馆平面图

附件三、同期会议论坛：

论坛主题：与时间赛跑！
一、地方政府招商专场
1、时间：2013 年 10 月 31 日 下午 2 点—5 点 30 分
2、地点：天津津丽华大酒店
3、论坛内容：
a)政府招商政策发布
b)政府招商项目发布
c)政府企业针对项目自由洽谈
---------------------晚餐--------二、《中国清真产业白皮书》启动仪式
时间：11 月 1 日上午 9 点到 11 点半
地点：天津津丽华大酒店
（1）赵理事长致词（天津食品工业协会理事长）
（2）铁董事长致词（和群清真产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3）李董事长致辞（中国清真网董事长）
（4）典型企业发言（5 个企业，每个企业 4-6 分钟）
（5）茶歇（企业交流）
（6）《中国清真产业白皮书》启动仪式【赵理事长宣布启动】
---------------------午餐--------三、食品工业制程与技术与清真食品向穆斯林及非穆斯林的营销主题演讲
时间：11 月 1 日下午 2 点—5 点 30 分
地点：天津津丽华大酒店
主题 1：清真食品向穆斯林及非穆斯林的营销
主题 2：食品工业制程与技术
---------------------晚餐--------四、天津地区先进食品工业生产工厂参访考察
时间：11 月 2 日上午 9 点到 15 点半（中间午餐）
地点：天津地区先进食品工业生产工厂参访考察
由组委会安排参与论坛嘉宾前往具产业标杆地位的食品工业生产工厂进行
参访与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