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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

展会名称：巴西国际食品饮料及包装技术博览会

•

展会日期：2020 年 3 月 31 – 4 月 3 日

•

展会地点：巴西  圣保罗北方会展中心

•

举办周期：两年一届

•

首届时间：2020 年

•

展会规模：17,000 平方米

2. 参展商类别：
 果蔬加工机械和设备

 坚果及种子加工机械和设备

 鱼类、肉类加工机械和设备

 烘焙及糕点生产机械和设备

 熟食及速食生产机械和设备

 调料生产加工机械和设备

 植物油脂生产机械和设备

 酒类及软饮生产机械和设备

 乳制品生产加工机械和设备

 咖啡及茶类生产机械和设备

 包装机械、设备及原材料

 塑料容器械及原材料

 包装辅助材料

 生产自动化及控制

 仓储、物流及运输设备

 水处理设备

 零配件及操作设备

 服务及媒体

3. 主要观众所在行业：
 食品饮料

 化妆品、药物

 工业日用品

 非食品

 糕点、烘焙
4. 展会定位：
•

巴西国际食品饮料包装博览会（INTECHTRA）作为全球知名的慕尼黑国际饮料及液体食品技术博览会（drinktec）在全球范
围内的全新平台，将连接 drinktec 全球系列展：印度饮料技术博览会 drink technology India (dti)，中国国际酒、饮料制造技术及
设备展览会 CHINA BREW CHINA BEVERAGE (CBB) 和南非食品及饮料技术博览会 food & drink technology Africa (fdt)。在所有南美
国家中，巴西为 INTECHTRA 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慕尼黑博览集团巴西分公司、drinktec 国际团队将会和南美的行业专
家们形成强大的网络，来促进 INTECHTRA 的发展。同时，INTECHTRA 也将受益于慕尼黑博览集团在 analytica，automatica 和
IFAT 的跨行业经营的经验。

•

2020 年，INTECHTRA 展览展出面积预计 17,000 平方米，将吸引来自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为期四天的展会预
计吸引近 12,000 名观众，并吸引来自南美地区的食品饮料、糕点、烘焙及非食品行业的专业观众前来参观。

5. 市场分析：
•

巴西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金砖五国之一，拉美地区第一经济大国。2018 全年，巴西总进口额 1,812 亿美元，其中自中国
进口额为 347 亿美元，增长 20.2%，占巴西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19%。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

巴西每年的食品饮料行业产值将近 1,600 亿美元，约占 GDP 总值的 7%。相关行业的企业有近 31,000 家，其中有 6,000 家位
于圣保罗。巴西是拉丁美洲较大的食品饮料机械进口国，同时也是拉美地区仅有的大型包装设备、食品饮料机械的出口国。
巴西的包装行业的产值将近 340 亿美元，其中 75%的企业从事食品和饮料包装的业务。
（数据来源：Space Global analysis and

estimates）
•

巴西的农牧业发达，是世界蔗糖、咖啡、柑橘、玉米、鸡肉、牛肉、烟草、大豆的主要出产国。巴西是世界第一大咖啡出
产国和出口国，素有“咖啡王国”之称。巴西又是全球较大的蔗糖出产和出口国、第二大大豆出产和出口国、第三大玉米
出产国，玉米出口位居世界前五，同时也是世界上较大的牛肉和鸡肉出口国。可耕地面积约 1.525 亿公顷，已耕地 4,660 万
公顷，牧场 1.77 亿公顷，2012 农牧业产值同比下降 2.3%，粮食总产量 1.66 亿吨。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分布东南沿海一带。

6. 各界预期：
•

慕尼黑博览集团董事 Reinhard Pfeiffer 表示：
“INTECHTRA 在巴西开展预示着慕尼黑博览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布局及海外
扩展迈出重要的一步，并且作为专业饮料及液体行业展览 drinktec 板块的重要补充。新的展会得到了行业内以及我们海外
办事处的专业人士的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非常期待首届展览，并且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

•

慕尼黑博览集团 drinktec 项目总监 Petra Westphal 表示：
“通过 INTECHTRA，慕尼黑博览集团再次拓展 drinktec 这个国际化业
务板块在饮料、液体食品和包装领域的全球范围，并且为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南美市场的全新展示平台。
”

•

Krones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及 drinktec 展览顾问委员会主席 Volker Kronseder 表示：
“慕尼黑博览集团有着组织全球知名
展览的专业人士以及举办 drinktec 系列展的丰富经验，它是理想的在拉丁美洲举办饮料、液体食品及包装行业展览的合作
伙伴。
”

•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执行董事 Richard Clemens 表示：
“巴西对于 VDMA 的会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我
们对慕尼黑博览集团全新的展览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
”

7. 系列展会：

drinktec

drink technology India

2021 年 9 月 13-17 日

2019 年 12 月 12-14 日

慕尼黑展览中心

新德里，印度

慕尼黑，德国

2020 年 12 月 9-11 日
孟买，印度

food & drink technology Africa

CHINA BREW CHINA BEVERAGE

2021 年 7 月 13-15 日

2020 年 10 月 13-16 日

加拉格尔会展中心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约翰内斯堡，南非

上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