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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

文

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禽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学会

新疆创展会展有限公司

新畜博字〔2017〕02 号

关于邀请参加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及单位：

自治区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大力推进传统

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主要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畜牧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牲畜品种优良化、畜群结构合理化、生产经营

产业化、疾病预防网络化、产品营销市场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畜

牧业成为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当前“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推动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正在从改革开放

格局中的“末梢”成为“前沿”。 国内外大批的从事畜牧行业企事

业单位渴望和新疆进行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依托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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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开放窗口，打造中国畜牧产业前沿阵地，开拓中亚、西亚的国际

大市场。在此背景下，为了促进新疆畜牧人与国内外同行的相互学习、

交流与合作，新疆畜牧兽医学会、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新疆饲料

工业协会、新疆奶业协会、新疆家禽协会及新疆草原学会决定于 2017

年 9 月 8-10 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同

期举行相关论坛及学术活动。

为了确保本届博览会办出特色，打造符合“市场化、专业化、国

际化、品牌化、信息化”要求的高水平畜牧业盛会和贸易交流平台，

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禽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猪养殖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学会

新疆创展会展有限公司

2、协调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办公室（饲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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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办公室

3、承办单位：新疆创展会展有限公司

4、支持单位：陕西省畜牧业协会

北京兽药行业协会

新疆畜牧业杂志社

5、协办单位：诚邀中.........

6、大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郑文新

副组长：齐新林 杨勇 卫新璞 穆晨 陈如春

成 员：王锡波 司建军 韩国祥 闫凯 沈家坤

二、展览地点及日程安排

 展览地点：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日程安排：

1、 报到时间：2017 年 9月 6 日 9:30-19:00，参展商持参展确认书

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畜牧博览会服务处报到登记，领取证件及

相关资料；

2、 布展时间：2017 年 9 月 6 日-7 日 9:30-19:30，参展企业进行

布展；

3、 大会开幕典礼：2017 年 9月 8 日 11:00-11:30；

4、 展览时间：2017 年 9月 8日-10 日；

5、 论坛及商务活动：2017 年 9 月 8-9 日；

6、 参观考察：2017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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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品撤展时间：2017 年 9月 10 日 18:00-24:00。

三、 展览内容：

1、展示新疆现代畜牧业发展成果及新疆名优畜禽产品展览交易；

2、种畜禽，规模畜禽养殖场及商品畜禽养殖（猪、禽、牛、羊、马、

兔、鹿、骆驼、毛皮动物、特种养殖等）及其生产资料；

3、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全价饲料，饲料生产新技

术，牧草产品（草种、草产品）及饲草机械（粉丝机、铡草机、饲料

颗粒机及加工设备、配件等）、牧草机械（牧草种植机械、割草机、

搂草机、铡草机、打捆机、青贮机及牧草收获机械、配件）等

4、兽药、兽药原料、兽药添加剂、畜禽疫苗、生物制品等；

5、乳业：奶牛养殖、牧场建设、机械装备、乳品加工及优质乳制品；

6、畜禽养殖、禽蛋孵化设备、生物工程、环境控制、污物处理设备、

饲料加工、饲料质量检测、、兽药生产、兽医器械、动物疫病监测设

备、肉类屠宰加工、蛋及蛋制品加工、奶制品加工设备、畜产品包装

材料、包装设备及畜禽、饲料运输车等；

7、优质品牌畜禽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 、畜产品加工与冷藏技术

设施，食品安全检测及质量可追溯系统技术设施等；

8、畜牧科技推广、畜牧工程设计，环保技术设备等；

9、畜牧金融、保险、担保、畜牧电商，媒体宣传、互联网+畜牧、人

才招聘等相关服务。

四、同期活动：

1. 丝路畜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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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饲料（饲草）科技交流会暨研讨会；

3. 新疆兽医师大会；

4. 新疆牛羊肉产业对接会；

5. 现代禽业技术研讨会;

6. 中亚乳业暨奶牛业创新论坛;

7. 参观与考察 。

五、参会对象：

1. 新疆、兵团及周边省市各地畜牧主管部门相关人员；

2. 兽药、饲料、设备、仪器经销商；

3. 种畜禽生产企业负责人；

4. 饲料和兽医兽药生产企业负责人；

5. 优质畜产品生产企业负责人；、

6. 畜牧相关设备企业负责人；

7. 大型养殖厂、养殖合作社社长；

8. 协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单位等 ；

9. 畜牧业专家、学者、金融机构；

10. 各地畜产品经销公司、商场超市等。

六、参展费用：

项目 价格 备注

展位

标准展位

（9平米）

国 内 5500 元/个 1、空地展位无任何配置；

2、空地室内展位最小 36

㎡；

3、空地室外展位最小 180

㎡；

4、空地展位搭建时需向

主场服务商施工管理费

国 际 8800 元/个

空地展位
室 内 500 元/平米

室 外 400 元/平米

会刊广告

封面 18000 元/版

封底 12000 元/版

封二、封三 8000 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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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费；

5、现场其他广告及赞助

请联系组委会。

彩页 4000 元/版

现场广告

开幕式背景广告 30000 元

展厅入口墙面广告 18000 元/幅

户外广场立柱广告 20000 元/幅

充气拱门 3000 元/个

技术交流会 80-150 人席位 8000 元/40 分钟

其他

门票 20000 元 （独家）

证件广告（吊带、胸

牌）
20000 元 （独家）

手提袋 15000 元 （独家）

大会协办 20 万、10 万、5万三种高层次回报请选择，详情向组委会咨询索取。

七、展会特色

1、中西亚国家畜牧与饲料管理机构、政府官员、学者、进出口贸易

商联袂出席参观；

2、项目对接及产品供需见面会；

3、高层峰会及主题论坛活动；

4、杜绝无证企业和假冒伪劣产品参与。

八、参展程序

1.参展报名：参展企业填写“参展报名表”并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生产许可证、进口产品登记证等传真至展会组委会。展位预定

原则：先报名、先付款、先确定，赞助单位与协办单位优先安排。主

办单位拥有展位分配的最后决定权和解释权。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 1 日；

2.合同确定：经审核后组织单位确定展位位置并将以书面形式签定参

展合同，参展单位按《参展合同》的要求支付参展费用，如不按时汇

款，主办单位有权调整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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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联系方式:

电 话：0991-3169535 3169536 传真：0991-3169536

联系人：桂盼盼 177 1692 9037（同微信）

网 址：www.xjxumuye.co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禽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学会

新疆创展会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主题词： 畜牧 博览会 通知

抄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

http://www.xjxumuy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