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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eafood Shanghai 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由全国工商联水产业商会、上海水产行业协会、上海艾歌展览服务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已深耕行业16载，现已成为行业领先的全球水产贸易盛会。随着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全球海鲜贸易盛会，上海国际渔博会始终跟随国家战略部署，紧扣国内水产及餐饮市场的发

展趋势，以专业高效的商贸平台、优质的配套服务，深度联结全球水产贸易供需关系，助力全球水产业的贸易发展。

2023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World Seafood Shanghai)将于2023年8月23-2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现场将汇集全球

海产名品，齐聚行业菁英力量，助力企业以上海为中心占据水产食材市场需求高地，从需求端去透视发现产业的新变化、新机会。 

·行业权威展会

  行业头部企业荟聚，行业信息现场快速流通，现已成为会晤水产领域贸易买家及各大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的重要交流     

  平台。

·优质买家资源

  引入ITE集团WorldFood系列食品展会资源，拥有全球庞大的买家资源。

·强强联合

  联合第14届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展同期举办，共享全球大型连锁采购商、酒店和餐饮服务贸易商，实现行业间的强强联合，

  提供更多的贸易可能。

·城市地理优势

  上海作为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国际会展之都，高消费群体聚集，对优质高端食材有执着的追求。

·同期活动精彩纷呈

  行业专题论坛，进口海鲜推介品鉴会，商贸配对会等优质活动贯穿展会，聚焦行业热点，为企业接触专业买家提供了多

  种渠道，给参展企业带来高附加值的参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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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参展 / Why exhibit

160,000㎡
展出面积

100,000+
专业观众

4,000+
参展商



各类水（海）产品：冷冻、冰鲜、鲜活、干制等产品；
Aquatic products, seafood

智慧渔业：现代渔业养殖技术与设备、人工智能、信息化建设及运营服务、水产饲料与种苗，鱼药与水质；

Smart fishery

高端滋补食材系列：燕、鲍、翅、参、肚等滋补类食材及加工制品，日料刺身食材、水产佐餐食品系列；
Aquatic high-end catering products

水产深加工系列食品：调理调味食品、鱼糜鱼浆制品、罐头食品、预制方便食品、即食、休闲类食品；
Processed aquatic products

水产品加工、储运设备设施：加工、包装设备，冷冻冷藏设备、称量、检测设备，冷链物流设备设施等；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远洋捕捞工具及技术；

Pelagic fishery, marine fishing tools and technology

进出口贸易商
Import and export traders

经销商/批发商
Dealer/Wholesaler

商场超市
Supermarket

餐饮酒店
HoReCa

团餐采购
Group purchase

行业协会/媒体/院校研究机构
Association/Media/Research institute

电商
Electronic commerce

零售商
Retailer

标准展位：12,000元/9平方米(双开口加收20%

费用)

包含：公司楣板、地毯、2盏射灯、1张咨

询桌、2把折椅、1个垃圾桶、1个插座

精品区豪华标展：14,000元/9平方米(双开口加

收20%费用)

包含：展位加高1米、公司楣板、地毯、

2盏射灯、1盏长臂射灯、1张咨询桌、1张

洽谈桌、4把折椅、1个垃圾桶、1个插座

室内光地：1,200元/平方米，最小36平方米起租

Shell Scheme ( 3m x 3m): USD 3, 500 / 9㎡, plus 20% for a corner booth.
Space Only (Minimum 36㎡) : USD 350 / ㎡

International Booth Price

/ 展品范围 / Exhibition Sectors

/ 展位费用 / Booth Price / 目标观众 / Visitor Sectors



提升企业品牌/产品知名度
Enhance brand/ products awareness

寻找新合作伙伴/客户
Find new partner / clients

收集市场信息
Collect market intelligence

维护/巩固现有客户
Meet / Maintain concurrent customers

发布新产品/服务
Launch new products / service

扩展销售渠道
Expand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与相关商务及政府部门取得联系
PR purposes

其他
Others

/ 展会带来的得益 / Bene�ts of the exhibition

94.2%

95.3%

92.3%

88.5%

87.9%

86.4%

76.9%

25.1%

·依托国家“十四五”战略，助力渔业现代化进程

·行业名企云集，商贸合作、信息交流、扩宽人脉高效便捷

·新品精品名品汇聚，精准对接贸易需求

·瞄准餐饮市场，齐聚产业链上中下游渠道商、经销商、贸易商，更快获取多渠道优质资源

·定向邀约大宗专业买家，锁定目标群体促成更多贸易可能

·行业团体协会鼎力支持，共享前沿信息，共商合作

·同期活动精彩纷呈，聚焦海产食材发展趋势，引领产业新思潮

·承载超一线城市深厚饮食文化底蕴，洞悉高端食材消费心智

·线上平台全面曝光，线下广告精准投放，全角度广泛传播行业影响力卓越

·以上海为中心占据市场需求高地，释放展会集群效应，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

全球水产贸易盛会，拓渠道、链资源、扩市场



部分知名参展商 Part of Well-known Exhibitors（排名不分先后 In no particular order）

全面聚焦 Focus

行业媒体 Industry Media （排名不分先后 In no particular order）

（排名不分先后 In no particular order）部分知名买家 Part of Well-Known Buyers



全球三文鱼从业者集结中国。汇聚了国际三文鱼品牌生产

商、国内知名加工厂商、国内一级进口商及大宗经销商、

三文鱼协会及科研机构，以及新零售、电商、商超、大型

餐饮连锁等渠道采购代表共聚一堂，共探中国三文鱼产业

未来。

中国 · 三文鱼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舌尖上的海味” 以海鲜为食材，围绕“健康、新鲜、

创新”的主题，结合资深名厨现场面对面烹饪讲解、现场

品鉴，品味“舌尖上的海鲜美食”。

舌尖上的海味-进口海鲜推介会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瑰宝，本活动将国内标志性水产品用“

色、香、味”三个维度向大家展示各地特色水产品的独特

风味以及诠释当地人文风貌。

全国地理标志性水（海）产品推介品鉴会

本活动旨在挖掘水产预制菜市场潜力，以服务全产业链为

目标，共同交流探讨水产预制菜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

向。

中国 · 水产预制菜未来峰会

“海鲜姿造”海鲜界的艺术家们运用精湛的刀工+独特的

创意带领各位美食大拿领略味觉和视觉的海鲜盛宴，用高

端的海鲜食材和非凡的灵感引领中国海鲜姿造新风潮。

“北腾杯”中国 · 国际海鲜刺身姿造艺术大赛

长三角美食创意大赛，以“创新、交流、共赢、发展”为

主题，加之专业赛事、高峰论坛、精品展示相结合，为疫

情之后长三角餐饮消费升级、助力新模式转型发展、促进

行业菜品交流等推动中国餐饮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长三角·美食文化峰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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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咨询及媒体合作
For visitor and media enquiry:
Tel：+86-21-61276626
Email：liuqinwen@ite-gehua.com

参展查询、展位预定
For exhibitor enquiry：

Tel：+86-21-61276585
Email：weishijun@ite-gehua.com

www.worldseafoodshang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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