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七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
李曼养猪大会来自美国，始创于 1985 年，大会致力于为养猪行业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科学解
决方案，被评为全球养猪业最有价值的会议之一。李曼大会于 2012 年进入中国，已成功举办了六
届，上届参会代表人数高达 4518 人，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养猪行业盛会。吸引勃林格、硕腾、佰高
威盛、诗华、礼来等跨国企业，牧原、温氏、大北农等中国养猪领军企业的积极参与。
第七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19-21 日移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大会将继续
邀请美国、中国及欧洲国家权威养猪专家主讲，为亚洲养猪业带来世界养猪行业前沿资讯和先进的
科学解决方案，分享生猪养殖与生产管理技术及运用、猪病预防，监控及诊断、猪营养与饲料生产、
养猪育种、养猪市场和经济学分析等领域的国际最新资讯和研究成果。本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参会
代表预计超过 6000 人。
一、 会议日程
报到时间：2018 年 10 月 18、19 日，19 日全天有安排会前专题论坛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19-21 日
二、 会议地点：中国·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三、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预计 6000 人
四、 大会语言：英语和中文，大会提供同声翻译。
五、 参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


养猪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兽医师



猪场场长和技术人员



养猪专家、教授、企业研发人员及诊断实验室技术人员



饲料和兽医兽药生产及销售企业



行业规范和政策制定者、顾问、投资商等



养猪生产设备与服务企业



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等相关人员



其它养猪行业服务企业

六、 会议注册费和截止日期
提前注册（2018 年 7 月 1 日之前）——人民币 2200 元/人（或 350 美元/人）
正常时间注册（2018 年 7 月 1 日- 9 月 1 日）——人民币 2500 元/人（或 400 美元/人）
晚注册（2018 年 9 月 1 日以后）——人民币 2800 元/人（或 450 美元/人）
只注册一天会议——人民币 1500 元/人（或 240 美元/人）
学生注册(需提供有效学生证件）——人民币 1200 元/人（或 200 美元/人）
申请学分——人民币 100 元/人
*注册费包括 10 月 19-21 日会议报告和材料、会议礼品、两个午餐、一个晚餐、和所有间茶点。
*会前论坛安排在 10 月 19 日，免费对注册人员开放，席位有限，如需参加请提前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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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8 世界猪业博览会
世界猪业博览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猪业行业展会，上届博览会共吸引了 23 个国家 312 家企业
参展。2018 年，世界猪业博览会将移师郑州，展示面积将达到 40000 平米。
河南是中国第二大养猪省份，2016 年河南生猪出栏 6300 万头左右。河南也是规模化猪场最多
的省份，年出栏 500 -10000 头的猪场有 3000 多户，占河南总量的 62%；年出栏 1 万头以上的猪
场有近 600 家，占总量的 18%，规模猪场占比高达 78%，远高于全国 45%的水平。
世界猪业博览会依托亚洲最大的养猪行业盛会——李曼大会，同时也依托中国规模猪场占比最
高的中部地区，汇集众多国际性知名品牌及中国养猪行业领军企业，打造全球最大的养猪产业展示
交流平台。本届猪博会将重点加强专业观众组织工作，组建专业团队，加大宣传力度，举办各项活
动，增设参观福利，重点邀请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河北等养猪大省的养猪企业到会参观。预
计专业观众人数将超过 30000 人次。
一、 日程安排
布展时间：2018 年 10 月 17-18 日

开幕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9:30

展出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21 日

撤展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16:00

二、 展出地点：中国·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三、 展会规模：展示面积 40000 平米，专业观众预计 30000 人
四、 参展范围
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形象展
兽药、动物保健药品、疫苗、兽药原料
饲料及饲料原料、添加剂、饲料加工工艺及设备
兽医器械、疫病检测仪器设备等
进口种猪、国家保护猪种、人工受精器械及耗材、遗传育种技术及设备
规模化养猪生产工艺及设备、猪场设计及工程建设
智慧猪场、猪场信息化系统、传感技术及设备
饲喂、饮水、通风、温控及环控设备，清洁设备
粪污处理技术及设备、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环保设备
肉类屠宰、加工、保鲜、储运设备
养猪培训、教育及技术服务，养猪技术资料及书刊杂志
五、 展台费用
赞助区：光地 1500 元/平米，标准展位 15000 元/个
国际区：光地 280 美元/平米，标准展位 2800 美元/个
A 区：光地 1500 元/平米，标准展位 15000 元/个
B 区：光地 980 元/平米，标准展位 9800 元/个
C 区：光地 680 元/平米，标准展位 6800 元/个
注：A/B 区、赞助区、国际区每 9 平米展示面积或一个标准展位可获赠一个免费参会名额，C
区不赠送参会名额；参展商报名参会的注册费可以享受当时费用的九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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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会议赞助、广告及活动征集
一、李曼大会赞助
铂金赞助：30 万元人民币（或 5 万美元） 晚餐赞助：24 万元人民币（或 4 万美元）
黄金赞助：18 万元人民币（或 3 万美元） 酒会赞助：18 万元人民币（或 3 万美元）
白银赞助：9 万元人民币（或 1.5 万美元） 午餐赞助：15 万元人民币（或 2.5 万美元）
茶歇赞助：6 万元人民币（或 1 万美元）

其它：手提袋、矿泉水、纪念品等

注：会议赞助正在征集之中。大会针对以上各种赞助方案拟定了详细的回报条款和增值服务。
如有意参与赞助，请与大会中国联络处联系，中国联络处将为您提供详细的参会方案。
二、会前论坛独家赞助
2018 李曼猪业领袖峰会：15 万元

2018 国际病理学及兽医诊断论坛：9 万元

2018 中部种猪拍卖会：15 万元

2018 中国规模化猪场场长峰会：9 万元

2018 中国养猪营养论坛：9 万元

2018 中国新一代养猪兽医研讨会：9 万元

2018 中国可持续养猪论坛：9 万元

2018 中国动保饲料渠道商峰会：9 万元

三、展会会刊广告
封面 Logo 条：30000 元/条

封底广告：30000 元

封二/扉页广告：20000 元/版

彩页广告：10000 元/版

封三广告：20000 元/块

黑白内页：5000 元/版

注：会刊版面规格（285mm×210mm）、进口铜版纸、四色精印，已订会刊广告的展商，须于 9
月 15 日前将广告菲林邮提交至大会中国联络处。

四、会场广告
室外中心外墙广告

广场 LED 屏

一层馆外廊柱广告

二层馆外网架广告

50000 元/块
（12m*13m）

60000 元/段
（12.8m*6.72m）

15000 元/块
（3.2m*6m）

5m*10m：40000 元/块
10m*10m：80000 元/块
20m*10m：160000 元/块

室外广告牌

沿湖旗杆

馆内柱体广告

一层观景走廊柱体广告

20000 元/块
（5m*4m）

2000 元/面
（3m*2m）

12000 元/根
（2m*8m）

2.6m*7m：15000 元/块
2.6m*2.6m：10000 元/块

五、博览会同期活动征集
企业活动：产品发布会、供需对接会、技术交流会、经销商大会、沙龙、签约仪式
媒体活动：专项论坛、沙龙
协会活动：专项论坛、理事会、会员大会
免费提供：活动场地（会议室或展馆）、投影仪、音响、讲台、桌椅、饮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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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要求：组织方不得向与会者收费，且自行邀请不少于活动规模的 70%与会人员；组织费用
及嘉宾费用由组织方自行承担；组织方可以对外征集赞助，但赞助商必须是猪博会的参展企业。
征集办法：组织方向大会秘书处提交活动实施方案，获得秘书处确认后，方可对外宣传。秘书
处将根据先报先批的原则，订满为止。组委会活动纳入博览会日程，并统一对外宣传。

第四章 联系方式
一、中国秘书处
1.国内招商部：
电话：010-62928860

传真：010-62927598

联系人：

手机：

2.其他部门：
国际招商部：010-62922586
观众组织部：010-62923015
会议服务部：010-62922234
活动组织部：010-62922949
会议宣传部：010-62922949
二、美国秘书处
电话：（001）612-625-2267
传真：（001）612-624-8707
三、官方网站
中文：www.lemanchina.com
英文：www.lemanchina.umn.edu
四、办公邮箱
sunny@lemanchina.com
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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