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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多年来，全面落实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全力
组织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和“十百千万”工程，保

    大会指定服务商：新疆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展示交易会构成

 支持单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新疆建设兵团农业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

中国种子协会

主办单位： 

昌吉州农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昌吉现代种业产业联盟

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

 联合举办单位：（部分）
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农业农村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中国种业会展联盟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                                江苏省种子管理站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
中国农垦节水农业产业技术联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种子协会                               
河南省种子行业协会                            甘肃种子行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壤与肥料学会        北京种子协会    
天津市种子行业协会                            河北省种子行业协会 
广州种子商会                                      云南省蔬菜种子商会                                       



展示交易会构成

展

 展示面积80000平方米，

近千家知名农业种植企业

精彩呈现，汇集国内外种

子、新型肥料、绿色农药、

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及加

工配套企业，专业采购商

35000余人次，400余家媒

体全程报道。

 政府举办，院士专家及科

研单位，协会、学会、商会、

联盟等，联合举办“全国种
子协会会长级会议、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政企对接会、
全疆地州、兵团定点采购交
流会、现代设施农业论坛”
等全面指导、探讨发展方向

及科学种植技术。

集中展示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份200多家知名种

子企业3800多个新兴品种及

无土栽培技术田间展示，涵盖

蔬菜、瓜果、油料等经济作物

及玉米、棉花等大田作物及

200亩植保无人机及水肥一体

化、航空植保现场演示区。

会 田



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多年来，全面落实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全力组织实
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和“十百千万”工程，保

 展会现场



展示交易会参会企业

邀请种子参展企业：中种集团、登海种业、奥瑞金种业、德农种业、鸿翔农业、丰乐种业、杭

种集团、隆平高科、秋乐种业、九圣禾、金天山、先正达、敦煌种业、京研益农、萧研、郑研、

宝丰、山东种子集团、孟山都、屯玉种业、中蔬种业、豫山红农业、伊露氏、美亚美、圣尼斯、

中汇农科、吉东种业、中邦集团、塔里木河、神农大丰、艾格瑞特、华西、欧兰德、金丰源、

祥丰生物、菜都万盛、农人、东方日熹、安农、昌农、邦夫特、吾谷等300余家知名企业。邀请

智慧农业参展企业：中农、大禹、天业、达华、润农、东部节水、中化、凡肯设计、正邦设计、

龙腾包装、极飞、大疆、全丰飞防、天山羽人、心连心、史丹利、国农、左岸芯慧、深农智能、

百威生物、龙庆生物、慧尔农业、托普云、甲骨文、清华同方、未来农业、佳格天地、韦加智

慧、科大、天佐农业、苏垦农发、福田雷沃、勇猛机械股等200余家知名企业。



 同期活动及对接交流会

l 全国种子会长级会议暨新疆数字农业
种植论坛

 种子及智慧农业协会、学会、商会、联盟、院士，
专家，科研院所及行业知名企业代表等400余人，
共聚昌吉、助力丝路数字种植。把新疆打造成为
享誉国内外数字农业农业育种基地。

l 新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政企对接会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各地州
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组、国内外一
线智能灌溉企业代表对全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发
展现场与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实现供需双方对接。     

l 新疆各地州、兵团定点采购交流会

 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历届以自治区及各地州和
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各团场定点采购需求地点之
一，现场了解、现场咨询、现场签订采购意向，
以满足各地州及生产建设兵团及企业供需对接
交流。

l 新疆各地州、兵团、组团单位对接会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科学种植技术的发展，也为
了疆内疆外种植业的引进与交流。组委会受自
治区各地州，兵团委托，特邀请疆内外各协会，
商会，学会，联盟共话丝路种植，形成对各相
关产业的带动作用。



同期活动及对接交流会

签约现场3
论坛现场 活动现场41

对接现场2



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多年来，全面落实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全力组
织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和“十百千万”工程，保持了
全省农牧业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开辟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农
牧业发展路子，形成一批有一定优势的农牧产品和有影响的农业龙头

企业
在扩大本省农产品销售、促进农民增收、助推全省精准扶贫工作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广本省优势农牧产品、展现农业龙头企业风采，
作为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
源宝库，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以及塑

造我国现代化农产品产业生产加

出席名单（部分）
单位名称 职务 单位 职务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副州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管理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和农药管理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科技教育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种子管理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市场信息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土壤肥料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植保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农业与区划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农田建设管理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管理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植保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农技推广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3团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党组书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8团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9团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种业管理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50团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农田建设管理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总场

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新湖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

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 农田建设管理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土墩子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

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 种业管理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222团

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推广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

各地州农业农村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场

各县区农业农村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 等等·····



 同期活动及对接交流会

• 全国种子会长级会议暨新疆数字农业种植论坛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本次会议将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厅、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及各地州

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各县区级农业主管部门领导，中国种子协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国智慧

农业产业联盟及各省市协会、学会、商会、联盟行业组织管理代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等单位负责人，

中科院及农科院院士、科研院所、行业知名专家、数百位业内优秀企业代表等现场报告探讨发展方向。

      以科学种植，提升农田项目管理，高效农业作业为目的， 以“智慧种植·绿色发展·增质保产· 服务三

农”为主题，种子企业、智慧农业等农业各领域代表，相关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以主题对话、合作交流、

项目对接、技术沟通等的形式，围绕国内外经济发展、服务三农、智慧农业、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探讨

发掘国内外及其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特色和优势。

     分享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创新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科技种植、智慧育种的深度匹配。共同促进丝路

地区农田建设与科学种植方法的提升。



展示交易会观众邀请与服务

全
新
专
业
采
购
商
升
级
服
务

   1.展商与邀约采购商现场签约经销/代理商
及合作，报销差旅（1000元以内）；

 2.经销/代理商、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组团
参观30人以上大巴车免费接送（组织者奖励
现金1000元；

 3.提前报名参观，现场种植及营销论坛，免
费参加；

 4.家庭农场及千亩以上种植大户提前报名参观，
免费酒店接待安排；

5.凭身份证现场“万元现金”及“植保无人机”等
大奖随机抽取；



展示交易会观众优势

（五）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垦单
位：兵团农业农村局下发内部
明电通知邀约，观众组织部提
前邮寄采购推荐指南推介展会
实时动态预先通知；

（一）全疆及19省援疆政府主管
单位领导：昌吉州人民政府、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生产建设兵团、
昌吉市人民政府分别发协调函、
通知文件等组织相关单位参会；

（二）行业专家及科研单位：
国家农科院、中科院西部研究
中心、新疆农科院、新疆农垦
科学院及科研院校等通过拜访
协调邀约;

（三）全疆及西北省市农业经
销代理商：观众组织部对全疆
8967家及甘肃、青海、西宁等
省市5325家经销代理商、贸易
商面对面发放邮寄采购推荐指
南，电话、短信、微信、邮箱
等一一通知邀请；

（四）全疆农业种植合作社
及种植大户：观众组织部对
15600余家农业合作社、种
植大户，通过电话、短信、
微信及宣传等邀请通知；

（六）家庭农场、供销社、
示范园区等：观众组织部
通过电话联系，邮寄请柬
及采购推荐指南进行邀约；



地、州 市、县 农资市场地点、数量 总量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 农哈哈市场（260）  435
金桥市场 （60）
红桥 （35）

库车县 乌恰农贸市场及下面 73
新和县 乌喀路三角地及下面 133
沙雅县 银犁物流园及下面 163

 
和田地区

和田市 台北西路、纳瓦格路、等 48
和田县 主干道及下面 37
墨玉县 主干道市场两边及下面 36
皮山县 刚进县城路两边及下面 42
洛浦县 和田路及下面 31

 克州 阿图什市 主干道及下面 51
阿克陶县 北大街及巴扎 45

   

 巴州

轮台县 迪那路及下面 82

 
库尔勒

海宝市场

 291兰干路
英下路友好市场

 尉犁县 国道两边  130
明鑫农资市场

焉耆县 光明路农资市场 113

喀什地区

图木舒克 福州路 唐城购物广场 35
巴楚县 团结路及下面 51
伽师县 菜巴扎即农贸市场及下面 49

岳普湖县 文化路及下面 61
麦盖提县 英巴扎路及下面 126
莎车县 米夏路大利市场及下面 85
泽普县 喀和路及下面 51

英吉沙县 丝路综合农贸市场及下面 57
疏勒县 进疏勒县转盘及下面 53
疏附县 人民北路及下面 39
叶城县 农牧机械管理局及下面 87
喀什市 世纪大道南路及其他路段 93

昌吉州东三县
阜康 城北农贸市场及下面 62

吉木萨尔 东农贸市场 及下面 131
奇台 东关街及下面 43

五家渠 五家渠 幸福路及下面 36

地、州 市、县 农资市场地点、数量 总量

福海 永安西路、人民东路、兴农
市场等

82

   塔城地区 沙湾 教育路、乌鲁木齐东路等 92
 

乌苏 友好南路等 41
 

塔城市 伊宁路及下面等 61
 

额敏县 塔额路等 82
 

裕民县 北园路等 48
 博州 精河县 幸福西路两边等 31

 

博乐市 永鸿农资市场等 93

 伊犁州 清水河 幸福路、交警队对面等 31
 

伊宁市 城东农资市场等 145
 

奎屯市 南环西路等及下面 134
 昌吉州 玛纳斯县 团结中路两边及下面 75

 

呼图壁县 呼芳路等 92
 

昌吉市 全优农资市场 182
石河子 石河子 天元种业市场、种业大厦等 275

  吐鲁番 托克逊县 农贸市场及下面 21
 

吐鲁番 三古城街等 51
 

鄯善县 楼兰东路及下面 36
哈密 哈密市 前进西路、阿牙路等 59

阿拉尔市 阿拉尔市 塔里木大道国际商贸城 76

其他：各县、乡镇、村等经销代理商1326家经销商；

总概:我司现统计 7545 家店面经销商，渠道代理商及贸
易商1422家，农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种植大户17627家；

全
疆
经
销
代
理
商
分
布



展示交易会观众优势

专业参观集群

国际采购商

行业组织

服务贸易单位

国际采购商：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驻华机构、贸易机构、涉农单位等
，通过政府发送协调函，当地门户网
站、报刊杂志宣传等邀约参与；

行业组织：中国种子协会、中国北斗
协会、中国智慧产业联盟、国家航空
植保联盟携各省市行业协会、学会、
商会、联盟组团参与；

服务贸易单位：国内外贸易、金融、
物流、电商平台等一一邀约；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展示交易会观众组织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2、地方媒体：新疆电视台、
兵团电视台、新疆日报、晨报、
晚报、新农网、新疆广播电台
等。 

 3、主流门户网站：新华网、
人民网、光明网、新浪、网易、
腾讯、搜狐、今日头条、亚心
网、天山网等。

4、官方媒体：全省市政府及
兵团官方报道、组委会网站、
公众号、博客、微博、抖音、
贴吧等自媒体。 

1、中央媒体：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
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中新网、中青在
线、国际在线、农民报等。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5、行业媒体:中国农业网、智慧农业网、农村科技网、农业新闻网、天鸿种子网、中国

种子网、中国种子信息网、种业杂志、中国种子网、寿光蔬菜网、淘种网、中国会展网、

农博网、京东商城、惠农网、乐农网、中农在线、农业资源网、三农网、三农114、农村

网、一览农业网、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网、艾格农业网、农业机械网、农机市场、、西部农

机网、北垦农机网、农机360网、农机通网、农资网、农资商城网、新农资360网、农资

导报、火爆农资招商网、九九农资招商网、北方农资网、好农资招商网、世界农化网、世

纪农药网、悦戈化肥网、西北苗木网、种业在线、农产品销售网、超农网、环球粮机网、

百川网、企汇网、农博网、农易搜、大丰收、新农民天地网、容商网、品牌农业网、世界

工厂网、无人机网、全球无人机网、通航在线、通航之家、航趣飞机网、翼搜网、宇辰无

人机网、中科物联网、物联网技术、物联网世界、谷腾环保网、环保在线、第一种业网、

绿色节能网、农博会、农业会展网等400余家行业媒体。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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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行业及新兴媒体宣传形成业内品牌架设；

3、集主流媒体形成品牌轰动效应传播；

2、集地方媒体宣传推广拓展品牌宣传造势；

1、集党政媒体于一体，官方平台推送背书；



展示交易会品牌宣传与拓展



展示交易会参展范围

数字农业技术智慧农业

新型肥料

绿
色

农
药

种子及种苗

加
工

技
术

设
备

智
能

灌
溉

农
机

装
备



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平面图



展示交易会整体服务

展会现场

展前
展后

1、集地方媒体、主流门户网
站、行业媒体、自媒体企业参
展宣传报导；
2、参展提前赠送全疆及西北
地区经销代理商、种植合作社
数据提前对接联系；
3、30000册采购指南彩页全
疆投放提前为企业宣传；
4、制作H5及请柬定向邀约展
商需求客户群体；
5、企业资料针对特定地区进
行投放并拍摄照片实时反馈；
6、招投标及采购信息及时推
送参展商提前对接
8、提前协助邀请宣传展商同
期举办活动嘉宾、媒体及客户
群体；

1、参加欢迎酒会（参与人员主要以国家相关部委、各省市相关主管单
位，小规模酒会）。
2、荣誉获得以组委会名义颁发的参加种交会鸣谢奖牌。
3、享受荣誉贵宾尊荣礼遇，安排贵公司酒店住宿安排。
4、邀请单位负责人作为荣誉贵宾出席展会相关活动。
5、引导全体开幕式嘉宾在开幕式结束后参观贵单位展台。
6、协调中央、新疆及兵团、日报、晨报、晚报等电视、报纸媒体采访
及相关宣传。
7、在开幕式背景板上出现贵单位LOGO标志和以荣誉协办单位贵单位
名称的宣传。
8、安排现场显要展台及现场广告，用以展示最新产品、宣传企业形象。

1、展后报告大篇幅刊登贵单位现场活动及成
交宣传背书。
2、集地方媒体、主流媒体、行业媒体、自媒
体以新闻通稿形式全方位推广贵公司现场精彩
呈现。
3、下届展会预告宣传植入贵单位新产品新技
术的宣传素材；



 展示交易会建议参展方案介绍

1
冠名单位

2 3

协办单位 赞助单位

一、战略合作协办单位28.8万元。
二、为本次展会战略合作协办单位，协办
本届展会同期举办论坛及交流会。
三、代表参会企业与相关的领导一同为展
会开幕剪彩，并参加开幕式前的贵宾活动
介绍与相关领导会面。
四、安排同期论坛及对接对接交流会精彩
演讲。
五、组委会所有对外宣传以荣誉协办单位
安排，并植入协办单位广告。
六、协办单位企业代表全程以组委会专家
级荣誉接待。
七、展会现场所有广告摆放显要位置。
八、展前、展中、展后、安排地方、主流、
行业、官方媒体等宣传造势；
九、展会现场安排108平米展位显要展台。
十、展会现场安排中央、地方等优势媒体
集中采访报导宣传。

一、首席战略合作冠名单位38.8万元。
二、为本次展会首席战略合作冠名单位，
冠名本届展会同期举办论坛及交流会。
三、代表参会企业与相关的领导一同为展
会开幕剪彩，并参加开幕式前的贵宾活动
介绍与相关领导会面。
四、开幕式及同期活动，作为企业代表荣
誉发表致辞，安排同期论坛及对接对接交
流会精彩演讲。
五、组委会所有对外宣传以荣誉冠名单位
安排，并植入冠名单位广告。
六、冠名单位企业代表全程以组委会最高
荣誉接待。
七、展会现场所有广告单独摆放显要位置。
八、展前、展中、展后、安排地方、主流、
行业、官方媒体等宣传造势；
九、展会现场安排108平米展位显要展台。
十、展会现场安排中央、地方等优势媒体
集中专访并报导宣传。

一、战略合作赞助单位18.8万元。
二、为本次展会战略合作赞助单位，赞助
本届展会同期举办论坛及交流会。
三、代表参会企业与相关的领导一同为展
会开幕剪彩，并参加开幕式前的贵宾活动
介绍与相关领导会面。
四、组委会所有对外宣传以荣誉赞助单位
安排。
五、赞助单位企业代表全程安排接待。
六、展会现场广告摆放显要位置。
七、展前、展中、展后、安排主流、行业、
官方媒体等宣传造势；
八、展会现场安排72平米展位显要展台。
九、展会现场安排地方、主流、官方等优
势媒体集中采访报导宣传。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我会将在政府对接、媒体宣传、专业客户拓展，数据

匹配，项目沟通，品牌拓展等优势资源输出贵单位，结合需求进行有效对接，具

体项目如下：

1、双方作为战略合作单位，统筹协调相关资源支持双方活动。

2、我会将核心观众数据第一时间匹配给合作伙伴。

3、我会协调国内权威媒体，省级重点媒体，行业专业媒体等多种宣传矩阵为合

作伙伴进行品牌媒体报道。

4、我会将为合作伙伴第一时间协调当地政府及兵团项目，农田托管采购，农资

经销商、种植大户等重点推介。

战略合作意义



指定服务商——新疆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