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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协展〔2021〕3 号

关于邀请参观

202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精神，推动农机农艺融合、机

械化信息化融合、农机服务模式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机

械化生产与农田建设相适应，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升级，为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中

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26-28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举办 202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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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以下简称“2021 国际农机展”）。

国际农机展具有 60 余年历史，是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国际

农业机械年度专业大展。国际农机展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化、

全球性的农机商贸与品牌传播平台、农机信息集聚与交互平台、

产业政策与学术交流平台、现代农业科技与装备集成示范平台。

2021 国际农机展展览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米，中外展商近 2000 家，

高端论坛与重要活动 30 余场次，预计专业观众将达 15 万人次。

2021 国际农机展以“乡村振兴·智慧农业”为主题精心规划

展区，全面优化传统展区，全新升级功能与特色专区，进一步创

新体现国内产业集群概念，将展示主要农作物耕整、播种、田间

管理、收获、秸秆处理、烘干等全过程机械，粮食机械、经济作

物机械，种植业、养殖业、初加工业、设施农业相关机械，智能

农机产品、智慧农业解决方案、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机械、丘陵山

区机械、农田建设机械、绿色生产机械、减损减灾机械，关键、

核心零部件等。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将组织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研讨交流会、2021 年农机化主推技术现场演

示活动暨培训班、全程机械化助力粮食安全专题报告会等活动。

现将具体事项函告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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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行业发展部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行业工作部

青岛世博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二、时间、地点

展览日期：2021 年 10 月 26-28 日

展览地点：青岛世博城国际展览中心（三沙路 3399 号）

演示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4:00-17:00

演示地点：青岛勤耕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西海岸新区大场

镇干河子村北，新 204 国道以北）

三、展览综述

展区分为传统展区、功能专区、特色专区，具体划分如下：

1.传统展区：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中耕机械、收获

机械、收获后处理机械、运输机械、工程机械、三轮汽车、低速

货车、拖拉机、内燃机及发电机组，维修设备及工具，各类零部

件及耗材等。

2.功能专区：丘陵山区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畜禽养殖机

械、草牧业装备、水产渔业机械、植保机械、农用航空器、智能

农机与智慧农业装备、农业废弃物利用处理设备、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与环保设备、物联网、金融保险、机床加工设备等。

3.特色专区：果蔬茶、中药材、马铃薯、花生机械，农产品

初加工、设施农业、灌排、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种子、肥料、农

药，国际展团、牧场大会演示、优质畜产品、新疆农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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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端论坛与重要活动

2021 国际农机展将继续精心组织“中国农机大讲堂”品牌活

动，举办一系列高端论坛与重要活动，主要内容如下：

202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开幕式

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研讨交流会

2021 年农机化主推技术现场演示活动暨培训班

全程机械化助力粮食安全专题报告会

农业装备触土部件仿真优化及延寿技术发展论坛

丘陵山区生产机械化论坛

全国涉农高校工学院书记院长圆桌会议

2021 中国机器人大赛

种业机械化发展论坛

农机行业形势分析报告会

智慧农业与智能农机发展论坛

温室产业发展论坛

果蔬茶生产机械化发展论坛

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效节水灌溉中的自动化应用论坛

亚太农机进出口贸易操作实务研讨会

进口农机专场推介会

设施园艺装备智能化论坛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交流会

高效植保装备应用技术发展研讨会

农机维修服务经验交流会

第四届先进智能制造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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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力农机装备传动系统设计与试验验证研讨会

农机智能加工装备与先进工艺推介会

中国牧场大会现场演示技术解读会

国际肉牛养殖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研讨会

饲草料产业装备论坛

现代化奶牛场建设与创新发展论坛

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论坛——养好牛、吃好肉

“领头羊计划”校企协同育人高峰论坛（会议）暨中国羊场

十大技术需求发布会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助力绿色发展高端论坛

中国（青岛）牧草企业论坛——草牧业招商会

中国（青岛）牧草企业论坛——草牧融合及社会化服务讨论会

第三届全国粮食烘干设备技术与行业发展峰会暨粮食烘干设

备分会换届大会

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机械暨甘蔗机械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中国现代农业应用技术大会暨中国国际（广西）现代农业投

入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2022 全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新闻发布会

2022 新疆农业机械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五、观众群体

2021 国际农机展将继续邀请全国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科研单

位，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兵团、农垦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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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广泛组织全国农机整机与零部

件生产企业、流通企业、使用群体、维修组织、有形市场、产业

服务公司等参会交流，大力邀请优质农资生产企业与经销企业、

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等到会观摩，积极推动大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创

新，全力服务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生活。

六、展会宣传

2021 国际农机展将邀请 100 多家优秀报纸、杂志、网站等媒

体参会，以图文、直播、视频等形式对展会进行全方位传播，创

新实施新媒体短视频矩阵直播方案，继续举办“线上展会”，进

一步扩大宣传，深化服务。

七、参观注册

2021 国际农机展将按照商务部、公安部、卫生健康委《关于

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及青岛市有

关文件制定防疫工作方案，实行“观众实名参观制”。观众入场

时须配合体温测量，出示“山东健康码”和“电子参观券”。

为避免现场注册耽误时间，建议提前完成预约登记，领取“电

子参观券”，届时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观众证快速入场。预约

流程如下：

方法 1：关注国际农机展官方微信(国际农机展 CIAME)、微信

公众号（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中国农机化协会、中国农机工

业）其中之一，点击“我要参观”，依次选定参观日期、填报个

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提交后生成闪烁二维码的“电子参观券”。

方法 2：登录国际农机展官网(www.camf.com.cn)、中国农业

机械流通协会官网（www.camda.cn）、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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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ma.org.cn ） 、 中 国 农 业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官 网

（www.caamm.org.cn）其中之一，点击“我要参观”，依次选定

参观日期、填报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提交后关注国际农机

展官方微信(国际农机展 CIAME)，点击“我要参观”并绑定手机号

码，即可生成闪烁二维码的“电子参观券”。

八、住宿交通

2021 国际农机展周围宾馆、酒店供给紧张，请自行提前预定，

或联系主办方唯一指定酒店服务商——青岛中鸿博远国际会展有

限公司，酒店住宿负责人: 王全全 18562683338/13553057773(同

微信)咨询预订。车辆租赁负责人:迟守全 18661757827(同微信)。

交通出行参考详见附件。

九、咨询联系

1.展区参观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柳 松 15810574662 总负责

付 饶 15201223409 耕整地机械、播种施肥机械、收获机械、

保护性耕作机械、畜禽养殖机械、农业废弃物利用处理设备

张文博 13426225479 耕整地机械、中耕机械

刘曼丽 15901230019 收获后处理机械、水产渔业机械、农产

品初加工机械

槐长生 13311578953 运输机械、工程机械、三轮汽车、低速

货车

季 节 15001215914 果蔬茶机械、植保机械、丘陵山区机械

潘 超 15210358675 草牧业装备、牧场大会演示专区、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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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专区

朱 斌 13810406095 植保机械

陈婞莹 13581860554 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装备、国际展团

王跃生 13910034677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环保设备

张颖达 18611137397 中药材、马铃薯、花生机械

马 铮 13911806400 设施农业装备

张 骥 18811187398 灌排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张华光 13522626053 拖拉机

崔 巍 13611177964 内燃机及发电机组

范景义 13661162799 维修设备及工具、各类零部件及耗材、

机床加工设备

孙 璨 18912203907 国际展团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耿楷敏 13718379755 农用航空器

王京宇 15801473730 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装备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郑 伟 13801081573 设施农业装备

梁 咏 13911070057 各类零部件及耗材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宋 艳 18618406373

汪 潇 15321871380

·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

赵 旺 13141225022

2.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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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璨 18612203907

3.会议活动

陈婞莹 13581860554

季 节 15001215914

苑同宝 18810759960

4.现场演示

张 杰 15192633516

庄顺龙 13793267936

苑同宝 18810759960

吴传云 13693015974

5.主场运营

苏明泽 18310035936

附件：交通出行参考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交通出行参考

1.机场、火车站到达世博城乘车路线

胶东机场

机场快线706路 胶南中铁博览城公

交站——胶东国际机场公交站

青岛站

青西快线（兰山路火车站上车）—

—滨海新村站下车（站内换乘K2路）

——小河东站下车（站内换乘黄岛

66 路）——琅琊台集团站下车

青岛北站

624 路（铁路北站西广场站上车）—

—青岛长途汽车站公交站下车（站

内换乘隧道 8 路）——灵山卫公交

枢纽站下车（换乘 K2 路）——小河

东站下车（站内换乘黄岛 66 路）—

—琅琊台集团站下车

青岛西站

步行 1 公里——黄岛 66 路（青岛西

站公交站）——琅琊台集团站下车



2.直达青岛世博城公共交通

地铁 13 号线

井冈山路-积米崖-灵山卫-学院路-朝阳山-辛屯(灵山湾)-两河-隐珠-凤凰山路-双珠路-世

纪大道-盛海路(世博城)-大珠山（世博城）-张家楼-古镇口-龙湾-琅琊-贡口海-董家口港-

泊里-董家口火车站

黄岛 101 路

西海岸汽车总站--唐岛湾路东站--铁橛山路东站--隆泰国际站--市民服务中心站--同济医

院站--五中站--珠海二区站--海王路站--珠海办事处站--环球集团站--大河东站--金海滨

置业西站--东和科技站--山兴集团站--海滨八路站--阡上站--阡上南站--琅琊台集团站（世

博城）

黄岛 102 路

西海岸汽车总站--喜鹊山路北站--琅琊台酒厂--松原南--黄岛十中--黄岛车管所--珠海办

事处北--光大梦之都--东风小学--新华路北站--黄岛人民医院东--商城--公园路--临河路

--大哨头--帅美--小哨头北--小哨头--小哨头南--铸冶机械公司--聚大洋北--文森纺织--

阡上南--琅琊台集团（世博城）

黄岛 181 路

海军公园--海崖--三沙路--六合社区--六合社区北--军工产业发展中心--军民融合学院--

琅琊台集团--盛海路地铁站--丸鲁大--东佳路--海之韵--融合路--海军公园（世博城）

黄岛 66 路

青岛西站--孟家庄--金惠雪佛兰--刘家园--嘉富路--聋哑学校--辛庄--黄岛车管所--珠海

办事处北--第二中医医院--东楼路--山兴汇龙城--袁家村北--袁家村南--黄岛七中--亚飞

车行--世纪公寓--琅琊台路南站--飞宇路--世纪大道地铁站--大河东站--金海滨置业--圣

元站--小河东--海之韵--世博城北站--琅琊台集团（世博城）

西 12 路

西海岸汽车总站--广城站--灵山湾路公交枢纽站--灵山湾路凤凰山路口--东辛庄西站--朝

阳山路站--月亮湾路站--阳光大厦站--世纪新村北站--光大集团站--海汇银行站--维客站

--计生局站--珠海二区站--水灵山路南站--珠海一区站--鸿满春江美食广场站--环球集团

北站--世纪绿洲站--金海滨置业站--圣元站--小河东--海之韵站--海之韵西站--阡上站--

文森纺织站--聚大洋站--丸鲁大站--琅琊台集团站（世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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