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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烘焙店面
的行业盛会

斯图加特酒店、餐饮、糖果
店和咖啡馆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主办，是欧洲三大酒店展之一
     每两年一届，是欧洲酒店与餐饮服务行业内历史最悠久的展会之一

面积：11.7万平方米
展商：1497
专业观众：10万+
展览范围：食品类、厨房设备及清洁、冷藏设备、酒店用品及装饰、
                   咖啡及糖果、酒水饮料、 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服务及I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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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烘焙及糖果展览会
     始于1978，由德国斯图加特主办，获得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
    和西南地区烘焙行业协会以及巴登-符腾堡州糖果行业协会、
    BÄKO公司的大力支持。
     专注于烘焙店面行业，是欧洲顶级烘焙及糖果业展会之一，每届
    展会都能吸引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观众。FRANKE咖啡
    连锁、MIWE、VEMAG、CORMAN、LESAFFRE等品牌连续多年
    参展。

面积：6.5万平方米
展商：708
观众：3.75万+
展览范围：烘焙店、咖啡、冰淇淋、糖果及巧克力、烘焙设备及技
                   术、冷藏设备、销售终端设备、包装材料、烘焙原料及
                   辅料、食品售卖车、店面设计、销售耗材、服务、信息、
                   管理等

土耳其烘焙、糕点、冰激凌、巧克力设备
与技术展览会
      土耳其唯一的烘焙和糖果业展览会，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组织，
      EKMADER(土耳其面包和烘焙机械工业协会)、GIDAKAT (食品添加
     剂工业协会)及土耳其厨师和面包师联盟联合支持举办。展会已成功
     举办12届。

面积：5万平方米
展商：341

观众：8万+

展览范围：烘焙店、咖啡、冰淇淋、巧克力、烘焙和冰激凌设备及技术、
                   烘焙原料及辅料、模具、冷链贮藏、包装耗材、销售终端、
                   信息和服务等

中国国际烘焙店加盟及配套展览会
作为全球重要布局的亚洲子展，正是一次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碰撞交流，将欧美市场
成熟的产品、技术、运营模式等引入中国，助力中国烘焙产业健康发展。

全球重要布局——亚洲子展

助力企业抢占中国千亿规模烘焙市场

德国老牌烘焙展落地中国——新市场，新渠道



三大驱动因素助力烘焙业未来
5-10年持续高增长

中国人均烘焙食品消费量只有7.2公斤，与欧美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欧美国家以烘焙食品作为主食，中国以包子
、馒头类作为主食，因此中国人均烘焙食品的消耗量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英国的七分之一。与饮食习惯较为接近的日本和中国香港
相比，中国内地的人均消费量依然只有中国香港的二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然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不断发展的消费
升级和一直快速发展的饮食习惯西化，尤其是多元文化下成长的年轻人占比提升，中国的烘焙食品消费能力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烘焙食品行业规模
( 亿元，2012-202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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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部分国家及地区人均烘焙食品消费量
( 单位：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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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Euromonitor

烘焙消费能力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烘焙食品正餐化

面包、蛋糕、糕点等原本作为零食、补充
食品，现在却逐渐出现在中国人的正餐
中，特别是食用更加便捷的面包，成为了
都市人的早餐新宠。同时，由于西式饮食
文化的渗透，人们在午餐和晚餐食用这类
烘焙食品的几率也在逐步攀升。

烘焙食品多场景化

除了正餐摄入增加，聚会、出游等休闲活
动的增加为烘焙食品的消费带来了更多的
场景，正如蛋糕的消费场景由单纯的生日
蛋糕扩展到各类节日、庆典、婚礼等，消
费场景日趋多元化。

购买渠道便捷化

目前烘焙食品的购买渠道只有线上线下烘
焙门店、商超便利店以及线上电商渠道
等。随着小型超市、便利店等新兴零售渠
道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越来越多的短保
和长保工厂也开始通过电商渠道销售。相
信由此带来购买渠道的便捷化将持续提高
烘焙食品的购买频次。



拓展国内外行业的优质资源
     依托累积40多年行业优势资源，全球4展联动

    国内外20+行业协会支持

    德国、美国、土耳其、沙特、卡塔尔、摩洛哥、肯尼亚等10+国际展团线上参与

一站式开店解决方案
     延续母展专注于烘焙产品及加盟店面的定位，产品类别覆盖烘焙产品整条供应链

    邀请行业30+资深店主及运营专家分享店铺实战经验

绝佳的品牌展示平台
     累积70万+全球采购商数据精准触达

    线上平台展示与线下展会结合互通流量

    全球主流社交媒体、国内外合作伙伴及行业媒体持续发布

获取行业最新潮流趋势
      6+精彩活动赛事

   10+行业主题论坛

优质买家招募计划
     “特邀买家”计划：全球招募有明确采购计划和意向的高级决策人500+
     预计70%的特邀买家年采购预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展商可提前预约心仪买家

为何参展？



展品简介
烘焙设备
烤箱、搅拌机、锅炉、自动化面包 生产

和包装设备、测量技术、手推车、烘 焙

工具、烘焙器具模具等，烘焙相关实验

室及检测设备、烘焙工艺与发展技术

烘焙产品包装
烘焙产品包装材料、包装设备及工具，包

装设计

零食及零食生产、糖果产品及
糖果生产等
零食及零售生产；蛋糕、巧克力、甜点、

饼干、糖果、冰淇淋等

食品供应商和陈列柜
食品供应商、OEM/ODM代工等

加盟店
品牌加盟店、店面装饰、解决方案及服务

等

服装
围裙、手套、特殊服装、制服等

饮料
茶、咖啡、水果和蔬菜汁

朗姆酒、力乔酒、餐前开胃酒、鸡尾酒、

葡萄酒等

烘焙原辅料产品
面粉、坚果、肉制品、特殊香料和配料、谷

物、油制品、烘焙馅料、蛋糕装饰、烘焙添

加剂和防腐剂、奶酪和乳制品等

烘焙培训和认证机构及服务、媒体

冷藏运输车辆

收银机和信息技术

中央厨房



谁来观展？

◆ 烘焙师

◆ 私房烘焙工坊/个人烘焙
     工作室

◆ 家庭烘焙爱好者

◆ 咖啡馆/茶饮店

◆ 烘焙培训、餐饮机构

◆ 酒店/商超/卖场及新零售企业

◆ 投资机构/咨询公司/行业顾问

◆ 加盟开店投资机构及个人

◆ 其他

展会信息
日期：2021年11月11日-13日      场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2号馆

展会日程表

2021年11月09日   08:30 – 17:00
2021年11月10日   08:30 – 21:00

布展时间： 观展时间： 撤展时间：

2021年11月11日  09:00 – 17:00
2021年11月12日  09:00 – 17:00
2021年11月13日  09:00 – 15:00

2021年11月13日  15:00 – 22:00

◆ 烘焙店/面包房

◆ 烘焙及食品生产商

◆ 食品经销商及进出口
     代理商

◆ 食品原辅料经销商

◆ 食品批发及零售商



现场活动

行业主题峰会 创新创意大赛 特色主题“展中展”

新品发布会     DIY休闲区



关于主办单位

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GLOBAL EXHIBITION

 

CO.,LTD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是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和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成立。自2012年运营以来，是南京唯一一家国际性展览公司，已经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活动以
及会议，涉及物流、教育、旅游、房车露营及生活家装在内的众多行业。同时负责南京国际博览中
心的场馆管理工作。

上海格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为迪拜中东国际展览集团（MiddleEa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Group，简称MIE集团）在国内的全资子公司。MIE集团于2000年在阿联酋迪拜成立，是

国内最早在迪拜设立的会展服务机构之一。公司常年组织并参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埃及
等中东和非洲展会，在烘焙、食品、新能源、建材等领域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及人脉。

联系我们

光地展位
普通区

980元/平方米（36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

 13,000元/12平方米

光地展位
1,380元/平方米（36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
13,800元/9平方米

徐佳宁
010-82217244

xujianing@ccoic.cn
扫码关注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展会详情，请登录官方网站

 www.bakeandshopexpo.com

精品区

 9,800元/9平方米

展位价格

中国国际商会（CCOIC）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企业、团体和
其他组织组成的全国性商会组织，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商会（ICC）工作的国家商会，在开展与国际
商会有关业务时使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名称，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实行会员制，主要职责是促进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代表中国工商界向国
际组织和中外政府部门反映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在企业界积极倡导社会责
任与公益事业。截至目前，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数量已达26.1万家，其中包括绝大多数中央企业、全
国性金融机构以及一大批知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国际商会已经成为我国会员最多、国际影
响力最大的涉外商会组织之一。

010-82217252

zhengjiman@ccpit.org

郑吉曼

中国国际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