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关于召开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

暨方便食品云展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

暨方便食品云展览”，鉴于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现决定大会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展览形式将改为全新云展览模式。

2020 年对于后疫情时代的方便食品行业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

今年方便食品大会将以“后疫情时代中国方便食品产业的机遇与发

展”为主题，从多方位、多角度剖析我国方便食品行业面临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大会的召开，为行业提供了交流与发展重要平台，成为每

年一度的行业盛会，具有前瞻性与引领作用。

本届大会将开启全新的云会展模式，以后疫情时代品牌推广的主

流形式，建立多渠道、多时段、多场景推广企业文化及品牌的专属平

台——方便食品云展览。云展览将充分利用 3D建模技术打造虚拟展

位，模拟现场体验并提供在线服务。利用腾讯、京东等外部资源实现

云引流，利用云展示、云互动、云洽谈等方式，让客户与企业实现高

效实时沟通。

展示内容将涵盖方便面（米粉、粉丝）、挂面、速冻米面食品、

调味面制品、自加热食品及方便休闲食品、咸味香精调味料、加工设

备、冷链装备、产品包装，等方便食品上下游全产业链。

云展览相关事宜详见附件。



大会主要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支持单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议时间：2020年 9月 2-4日（2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

http://www.bjfriendshiphotel.com

主要内容：

1、高峰论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中国方便食品产业的战略机遇、

后疫情时代行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从 2020年至 2025年”——方

便食品行业领袖论坛。

2、分专题论坛：内容涵盖方便面（粉丝、米线）、挂面、冷冻

冷藏食品、咸味香精调味料、调味面制品、自加热食品、方便休闲食

品 6个行业的技术、市场与趋势分析，并形成与现代物流、餐饮及智

能创造业的融合对接。

3、发布方便食品行业年度创新产品评审结果（2019-2020年度

中国方便食品行业创新产品）。

4、创新产品展示：方便面、挂面与调味面食、冷冻调理食品、

自加热方便食品、植物基食品、方便休闲食品、东方风味与天然配料、

机械设备与包材等。

5、举办以媒体人为主的“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方便食品”现场

评选。

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含资料费、餐费)：1600 元/人。其中，8 月 15

日之前注册（及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会员）1400元/人，8月 15日



后注册 1600元/人。（因疫情防控要求，建议每单位不超过 2人报名，

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并确认。）

2、住宿费用由参会代表自付，详见附件 1-1。

3、会议注册费只开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详见附件 1-2。

会议咨询：

联系人：席 炎 010-65265375转 816

王 妍 010-65265375转 813

电子邮箱：cifst@126.com 大会网站：fbsp.cifst.org.cn

创新产品展示及品尝活动咨询：

联系人：王 妍 010-65265375转 813

侯 威 010-65265375转 815

云展览联系人

柳志刚 010-65265375转 817 刘继民 董梅 010-68212302

附件：

1、会议注册及住房预订

2、方便食品云展览的通知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2020年 7月 31日

mailto:cifst@126.com


附件1：

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暨方便食品展

参会注册及住房预订

1、 会议注册：

8月15日之前报名注册1400元/人，之后报名注册1600元/人；

请参会代表尽快填写参会回执表（附件1-1）并发送至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邮箱：cifst@126.com。

（因疫情防控要求，建议每单位不超过2人报名，名额有限，请

尽早报名并确认。）

2、 会议注册费汇款信息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账号：11001085400053004357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阜成路支行

税务登记号码：51100000500006433M

3、 会议住宿酒店：

在线预定：http://www.bjfriendshiphotel.com/index.html

楼 号 星 级 房间类型 价格

敬宾楼（2号楼） 四星 标准间 550元

怡宾楼（4号楼） 四星 标准间 600元

迎宾楼（3号楼） 四星 标准间 650元

贵宾楼（1号楼） 五星 大床房 800元

贵宾楼（1号楼） 五星 套 间 950元

注：请代表自行预定酒店房间，联系人：刘嘉齐 13911713127

mailto:cifst@126.com。
http://www.bjfriendshiphotel.com/index.html


附件：1-1

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参会回执表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

电子邮件 固定电话

企业主导

产品

请将参会回执发送至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邮箱：cifst@126.com

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会员及 8月 15日之前报名注册 1400元/人，

8月 15日之后报名注册 1600元/人（复印有效）。

请代表自行预定酒店房间，联系人：刘嘉齐 13911713127



附件：1-2

会议开票资料：

开票单位 税 号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备注：1、会议注册费一律开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

2、无特殊情况按汇款金额开具一张发票。

3、退款期限：距正式开会前 1月，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会可申

请退注册费 50%，会前半个月内因故无法参会，须全额支付会议注册

费。



附件 2：

关于召开方便食品云展览的通知

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暨

方便食品云展览”将于 2020年 9月 2-4日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的会议

模式，为大家呈现一场别开生面、内容丰富的“云上峰会”。

中国方便食品大会历经 20届的发展，已成为展现企业实力与创

新水平的重要窗口。2020年，为响应国家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本

届大会将开启全新的云会展模式，以后疫情时代品牌推广的主流形

式，建立多渠道、多时段、多场景推广企业文化及品牌的专属平台—

—方便食品云展览。

为什么选择云展

0人工 0场租 参展成本低

线上维护 无接触互动 绿色健康

365天在线展示 云端展览不落幕

会后可获赠企业独家专享展示页

云展览平台首页效果图

大会直播、

云上峰会、云展馆、

在线洽谈、方便食品

节一键访问



VR虚拟 3D展位（特装）效果图

公司简介、

产品宣传、3D展示、

在线洽谈、网上商

城、在线直播等多渠

道互动

标准展位网页版效果图

企业简介、视

频展示、产品宣传、

联系方式、预约洽谈

等展示成果一应俱

全

一、展商确认

1、已预订线下展位的企业将自动获赠云展览展示资格，参与云

展览的企业也可自选相关的云展增值服务。（原线下展览因疫情防控

取消。已设计展位的企业，可通过大会技术支持，制作 3D在线展示

/自费）。

2、未预订线下展位的企业，即日起可申请参加云展览。可通过

技术支持，选择特装或标准展位，以图文、视频、虚拟 3D等多种展

现形式在线展示企业风采。



二、会展宣传

为确保云会展的宣传和沟通效果，技术支持将开通在线交流、在

线直播等功能。同时，大会组委会将联合京东集团，在会议期间举办

“方便食品节”活动，云展览将与之对接，形成互动，并通过中国经

济网，面向全行业、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

三、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8月 20日

四、展览设计费用

大会将为所以参展企业提供基础的企业信息及产品的展示功能，

如需要个性化设计与产位宣传，可由展览公司提供专门设计与服务，

相关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五、云展览联系人

柳志刚 010-65265375转 817 刘继民 董梅 010-68212302

六、云展览技术支持

刘宝祥 13810172678

七、观展方式

1、登录会议官网：http://fbsp.cifst.org.cn/注册，进入大会直播及

方便食品云展馆观展。

2、扫描二维码观展。

附件：2-1



第二十届中国方便食品云展览确认回执表

参展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手机

相关服务明细

可选服务 服务内容 费用（万元） 收费说明 是否参与

定制 logo 100x100超大大尺寸 logo 0.2 平台首页赞助商 logo
群，标准尺寸为 60x60 是口 否口

3D特装展位

1、虚拟 3D展位设计；

2、展位内可可展示企业

简介、联系方式、图文产

品宣传、互动视频、3D
产品展示（1-2款）；

3、网上商城（企业网站）

链接

4、主会场灯箱广告

1万起

1、企业自行提供图文、

视频资料及制作 3D 产

品展示的实物

2、灯箱图片尺寸：高

1.8 m×宽 1m

是口 否口

标准展位

1、网页展示；

2、可展示企业简介、联

系方式、图文产品宣传、

互动视频

0.1 企业自行提供图文、视

频资料
是口 否口

网页飘窗广告 云展平台首页飘窗 1 点击飘动的企业图片可

跳转至企业展位或官网
是口 否口

主会场灯箱广告 现场灯箱广告 0.5 灯 箱 图 片 尺 寸 ： 高

1.8mx宽 1m 是口 否口

在线音视频洽谈 在线洽谈功能 0.4 4000元/展期 是口 否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