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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深圳（第 2 届）国际现代绿色农

业博览会总结与展望 

 

一、2016 深圳绿博会概述 

2016年 8 月 19日至 21日为期三天的“2016 中国•深圳（第 2 届）

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绿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

下帷幕！本届“绿博会”的召开恰逢深圳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活动

之际，因此，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组委会历时一年

多的辛勤劳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预设的 20000 平米的展

览面积。有来自 20多个省和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组团

参展，800余家涉农全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参展，1000 余家专业投资

商及采购商进馆洽谈。 

据统计，本届“绿博会”上，有 26 家涉农企业进行了项目合作

现场签约，签约范围涉及到大型农业投资 8 家，联产联销合作 5家，

大型采购农副产品企业 6 家，微电商营销 3 家，涉农战略性合作 4 家。

意向性农业项目投资总额达 20亿元，农产品采购合约总额达近 8千

万元。同期，还举办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峰论坛”、“健康中

国—2016 广东营养讲师大赛”、“社群农产品微商领袖峰会”以及

“绿色农业资本发展论坛”等四场论坛及活动。闭幕当天组委会还举

行了“2016十大中国农业风云人物”颁奖盛典。经核计，专业观众

达到了 3.2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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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会亮点及影响力 

2016中国•深圳（第 2 届）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的亮点及影

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本次绿博会引起了深圳和广东省有关市、县政府的高度重

视。绿博会开幕当天，深圳市分管农业和食品安全的副市长陈彪亲临

开幕式讲话，对绿博会在深圳召开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二）深圳市经信委农业处和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组织了

深圳市的涉农企业展示了“深圳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果”，深圳

市绿色产业促进会的深圳市“绿生活馆”，对全国绿色农业的发展起

到了示范作用；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府、河源市政府、紫金县和龙川县

政府组织农业企业组团参展，主要领导都亲临展场；广东电视台、深

圳电视台、河源电视台、紫金电视台、龙川电视台，对绿博会盛况进

行了跟踪报道。 

（三）本届绿博会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和交流引起专业观众的浓

厚兴趣和高度关注。参加本次展览的农业科技企业 20 多家，涉及农

业科技领域有：生物有机肥，水培、土培种植技术，可视农业科技，

抗水解稳定离子钛技术，食品及农产品可溯源技术和农业植保无人机

展示等。在三天的展会期间，这些企业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品牌和技术，

引起了观众和参展商的关注，安吉生物科技和百乐宝生物科技公司的

生物有机肥都现场拿到了订单，农家兄弟公司的可视农业溯源引起参

展和参会组团的农业部门领导的重视，被邀请进入当地进行技术推

广。农业高新技术板块将在明年进行重点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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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绿博会开幕第二天还举行了项目签约和采购商签约仪

式，并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龙川县农业企业、紫金县农业企业、哈尔滨市及双鸭山市的农业企业

共 26家与深圳市有关农业企业签订了农业项目投资合作、采购合同。 

（五）本次绿博会举行了“十大农业风云人物”现场颁奖，引起

了轰动。本次活动是在全国征集、报名参选的农业企业家 100 多名中，

最后优选出 10 名典型代表作为“十大农业风云人物”，这十位企业

家坚持农业耕耘数年或数十年，被评审委员为确定为行业的标杆。经

公开、公正、公平的评选，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对入选者震撼较大，

当入选企业家上台发表感言时，都表现得十分激动，并对组委会举措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六）绿博会现场体验、对接热闹，人气比去年高出一倍。去年

与会嘉宾 500 人，观众进场 2.3 万人；今年与会嘉宾达到 1000 多人，

观众进场 3.2 万人，参展商普遍反映现场气氛比去年热烈。特别是几

个大的主题活动，吸引了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的浓厚兴趣。 

（七）同期举办的三场论坛活动，对农业企业和农业投资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三场论坛包括：食品安全与健康高峰论坛、绿色农业资

本发展论坛、农业微电商社群领袖峰会。论坛紧紧围绕着农产品安全、

农业资本、农业电商而展开，对参展商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一定的

推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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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展商分析 

（一）参展商结构  

1.参展商展区划分 

（1）农业高新技术推广展区：展区面积共 270平方米，占展会

总面积的 3.39%。 

（2）深圳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果展区：展区面积共 693 平方

米，占展会总面积的 8.71%。 

（3）富硒农业项目及产品推广展区：展区面积共 828平方米，

占展会总面积的 10.40%。 

（4）中国品牌农业组团及优质农产品展区：展区面积共 2682 平

方米，占展会总面积的 33.70%。 

（5）农业机械及农耕文化展区：展区面积共 756 平方米，占展

会总面积的 9.50%。 

（6）国际现代农业示范及合作展区：展区面积共 396平方米，

占展会总面积的 4.98%。 

（7）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展区：展区面积共 342 平方米，占

展会总面积的 4.30%。 

（8）农业植保无人机展区：展区面积共 1143 平方米，占展会总

面积的 14.36%。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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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展商地区来源 

此次展会广东省的参展企业占 66%，华南其余两省参展企业占

3%，华中参展企业占 16%，华东参展企业占 3%，华北参展企业占 1%，

西南参展企业 2%，西北参展企业占 4%，东北参展企业 1%，港澳台及

国际参展企业占 4%，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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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东参展企业中，深圳参展企业占 76%，如下图所示： 

 

 

（二）参展商满意度反馈 

本届展会参展商总体满意度较高，其中 59%的参展企业表示基本

上达到参展的目的，10%的参展企业表示完全达到预期目标，有 5%的

参展企业表示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目标；89%的参展企业对本届展会

组织管理总体工作表示满意。 

另外，展会现场统计显示，20%参展企业表示“非常愿意”继续

参加或推荐朋友参加下一届深圳绿博会，38%的参展商表示“愿意”

继续参加下届展会，42%的参展商表示“看情况”参加下届展会。如

下图所示(数据来源于 2016 中国•深圳（第 2 届）国际现代绿色农业

博览会参展商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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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展商现场签约统计 

“绿博会”组委会根据参展商的合作与洽谈情况，在有关领导及

专业观众的见证下，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体农业项目现场签约仪式。 

其中，河源灯塔盆地管委会充分利用绿博会平台，积极实施河源

“南融行动”，推进与深、莞、惠一体化建设，按照建设“生态型、

特色型、科技型、园区型、效益型”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战略定位。

园区分别与华大基因控股公司、广东国垦农业投资公司、深圳国科鹏

业实业公司、深圳良田网络公司、广东盆地一号集团、远东农业科技

公司达成了项目合作协议，双方代表进行了现场签约，总额达 2 亿元。 

紫金县此次组织有 15家企业参展，期间线上线下接到订单有 300

多单共计 650 多万元，现场订单近 5000 万元。集体签订项目意向投

资达 10 亿元，投资范围涵盖：绿色生态旅游、养老养生、主题酒店、

客家民俗村等项目。 

龙川县组织的 10 家农业龙头企业，因其参展企业档次高，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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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好价优，深受深圳市民和与会采购商青睐，三天的展会，现场

采购商订货金额达 200 余万元。成功签约了两个项目，分别是与深圳

市东贸实业发展公司签订的“龙川县生态优质水稻生产项目建设”投

资 8000 万元；与绿油农业发展公司签订“绿油花果树系列产品研发

生产项目”投资 6000 万元。 

另外，深圳市绿然农业集团、金水河农业集团、大唐农业集团、

茉岭农旅公司以及井冈山国家农业科技园还分别达成了战略性合作

协议，所涉及的农业项目有“千城百店”绿色食材直供店，吉安农产

品物流园等，投资金额超过 10亿元。 

 

四、参观观众分析 

（一）观众登记入场流量分析 

2016-08-19观众登记入场人数：12510， 

2016-08-20观众登记入场人数：13460，  

2016-08-21观众登记入场人数：6790。 

展会三天参观观众登记入场总人数：32760。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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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指在各点位观众登记处办理证件的人数，数据为国内、海

外观众数据总和。三日共办证 32760人。数据未包含参展商人数，参

加论坛人数，团体观众人数，邀请的嘉宾人数。 

 

（二）观众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1.观众所在企业性质 

组委会将观众所在企业性质分为，生产企业、商会/协会、科研/

高校/教育、 经销代理商、农批市场、农业电商、政府机关、 银行、

金融机构、 大型商超、其他等，他们的入场所占比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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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组委会将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分为，生态农业、品牌农业 、农业

高新技术、智慧农业、富硒农业、优质农产品、 农业机械、农耕文

化、国际农业、农业配套服务等，根据统计，大家对各类参展商的兴

趣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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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观目的 

组委会将观众参观的目的分为，了解产品信息、寻求合作、意向

投资、采购产品、代理合作，根据统计，参观观众入场的目的所占比

例如下图；

 

五、展期精彩活动 

根据绿博会专业展会特点，会上举行了多场精彩活动。同期除了

举办专业的高峰论坛、峰会外，为吸引专业观众眼球，还特意设立了

“中国农耕文化展区”，吸引了不少深圳青少年特别是小朋友的眼球，

使他们对祖国农业的发展史起到了较好的认知感，从而也带动了家长

陪小孩到“绿博会”观展的目的。 

另外，为了营造展览期间的视觉效果，吸引粉丝，还举行了“茶

艺表演”活动和“第 37届国际超级小姐中国区海选”活动，选手们

展示的低碳绿色服装秀，把“绿博会”场面推向了另一高潮！在助力

绿色产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第 12 页 

更为有意义的是，组委会在大会现场举行一场震撼人心的“2016

年十大中国农业风云人物”颁奖盛典！举办此项活动，旨在聚集新农

人的正能量，弘扬他们“坚韧超越，心怀天下，无私情怀”的执着精

神。“十大农业风云人物”是十个感动天下的故事，他们可歌可泣的

事迹，将为我国 13亿人民的食品安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将有效

地加快中国现代农业的进程。这一活动，对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对

绿色农业博览会未来品牌建设，应该具有里程碑意义。 

六、本届绿博会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一）两个展馆未能均衡发展，9 号馆火爆，8 号馆冷清，如何实现

同步发展是需要今后重点研究的课题； 

（二）国际版块未成规模，仅有新加坡和香港展区，且缺乏示范性，

需要着力研究； 

（三）整个展区特装展的位置观众人多，标准展位的观众少，形成反

差，今后在招商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加强组团参团的力度； 

（四）现场管理出现漏洞，特别是最后一天让“展虫”进入展场，出

现卖假货欺骗顾客等现象，需要下大力研究措施整治。 

七、2017 年绿博会展望 

 2017 年（第三届）“绿博会”将继续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深

圳为窗口，以国际化为目标，为中国现代农业搭建一个交流与项目对

接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2017 年深圳绿博会展览面积将增加至 3万平方米，将以

全农业产业链为导向，重点突出农业项目、农业产品、农业技术、农



            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第 13 页 

业综合服务的对接，展区分类将更为合理，重点培植农业技术板块，

发动农业高校、农业科技部门，让农业技术在现场互动，扩大效果。

着力打造国际农业板块，力争将其展出面积达展会总面积的 20%，侧

重以农业技术、投资与信息为主，重点组织东南亚各国、澳洲、新西

兰和欧美等地的发达农业进场展示示范。 

（二）邀请主、协办机构更为权威，行业资源面更为广泛。 

（三）增加广告宣传投入，线上线下更具互动性。 

（四）以组团为主导，充分展示品牌农业，提升农业企业的品牌

意识。 

（五）加快绿博会商城建设，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使展商的项目、

产品和技术在商城进行线上展示交流和交易，使商城成为永不落幕的

“绿博会”。 

（六）展前加强对重点展商和农业企业的跟踪走访，倾听企业的

需求，对项目的投资需求，产品采购等组织展前对接，条件成熟的集

中在展会现场上进行集体签约，使“绿博会”真正成为农业项目、农

业产品、农业技术、农业综合服务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对接平台，使这

四个板块的对接成为我们“绿博会”的使命，从而提高“绿博会”在

农业界的声誉，使之成为展商和农业企业十分向往的一个交流平台。 

（七）做好与“绿博会”配套的高峰论坛的研发，重点推出食品

安全、农业资本、农业电商的论坛，解决农业企业面临的在食品安全、

资本投资、农业互联网等方面遇到的瓶颈和困难，切切实实帮助企业

解决问题，走出误区，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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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场掠影与回顾 

 
深圳市副市长陈彪在开幕式讲话 

 

 
深圳市副市长陈彪（右）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会长于培

顺（中）参观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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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彪副市长和原副市长、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长郑通扬在品尝鹏城农夫的 

“阳光玫瑰”葡萄； 

 

 
深圳市经信委农业处郑璇处长（左）向陈彪副市长（中）、高林副主任（右）汇

报深圳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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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登记的队伍排成了一条长龙； 

 

 

 
绿博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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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展商展位火爆，专业观众络绎不绝；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绿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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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鲜·广东省菜篮子工程基地展区 

 

 

 
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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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富硒农业组团展示 

 

 

 
新加坡海外现代农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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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新技术——生物有机肥 

 

 

 
农业植保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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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深圳）食品安全与健康高峰论坛 

 

 

 

 
2016国际社群领袖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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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深圳国际绿色农业资本发展论坛 

 

 

 
农耕文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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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企业项目合作现场签约 

 

 

 
2016 深圳绿博会——中国农业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