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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的农业企业展会
仅供贸易专业人士参与

www.sima-asean.com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从这里走进东南亚市场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概览
•
•
•
•

为什么参展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

来自23个国家的300多个品牌
13大展品类别
1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来自56个国家的13,200个专业观众

•
•
•
•

接触东南亚地区的领先农业市场
成为应对该区域不断增长的需求的领头企业
会见东南亚农业产品行业的关键人物
建立品牌知名度

为满足农业经营及农产品加工行业专业人士的需求，将展示综合系列产品。
饲养设备
奶制品及牛奶制品
饲养和育种从业人员协会
农村与林区的建立与维护
专业园林绿化设备
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
水果和蔬菜等）
修剪工具、割草机、多功
• 收割后设备（清洗、分选、干燥、 能电动工具、温室构造
养护）
• 种子、有机肥料、高效肥液、
• 食品包装及流程
育苗材料和设备、温室材料和设备
• 热带及特殊作物设备
• 专业组织、服务及咨询服务
• 装卸、运输、储存及建筑
• 管理及IT软件
• 农用拖拉机和牵引设备
• 备件与附件、嵌入式电子
• 耕作、播种、种植设备
• 农业化工、化肥、农药、杀虫剂
• 灌溉系统
• 收割机（饲料、谷物、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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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参加第一届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的部分企业名单
AWETA（荷兰）有限公司 • 法国农机制造商联合会 • BADESTNOST（保加利亚）有限公司 • BELARUS MEKONG有限责任公司（柬埔寨）•
CHAWAKIT RUAM YANG有限公司（泰国）• CHOKCHAI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泰国）• FIELDKING, BERI UDYOG私人有限公司（印度）• FIMAKS
MAKINA （土耳其）有限公司 • FORGES DE NIAUX（法国）有限公司•藤井股份有限公司（日本）• GREGOIRE BESSON（法国）有限公司 •
GNA DURAPARTS 有限公司（印度）• 美国强鹿有限公司（泰国）• KCTECH有限公司（韩国）• KUHN集团（法国）• KIJSEREE国际有限公司
（泰国）• LA MAGDALENA 有限公司（西班牙）• 莫纳森有限公司（法国）• 曼尼通有限公司（法国）• SAKPATTANAKARNKASET 有限公司
（泰国） • 久保田集团有限公司（日本）• SUPERTECH 生物有机市场有限公司（泰国）• TECH AUTO 私人有限公司（印度）• 江苏东洋
机械有限公司（中国））• 东风农机集团（中国）• ULTIMUS有限公司（泰国）等。
数据来源：2015东盟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参展商及观众调查

博览会满意度结果
东盟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参展商

•
•
•

96% 参展商表示满意
85% 希望再次参展
80% 推荐本次展会

农作物/畜牧农场主

东盟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观众

97% 观众表示满意
87% 希望再次参展
89% 推荐本次展会

排名前10的国际参展商国家

70%

日本

其他（研究者、
学生及农业组织等）

经销商、
批发商及进口商

•
•
•

中国
韩国
印度

11%

参观者
介绍

13%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13%

4%
农场及林业承包商

贸易商/
农业合作社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

•

东盟：1967年成
立的东南亚国家
联盟
10个国家的地缘
政治及经济组织：
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
国、文莱、缅甸、
柬埔寨、老挝
及越南。

自1993年以来，
东盟10国为东盟
自由贸易区
（AFTA）的成员国，
并且在2015年
已形成一个独立
的市场。

泰国农业：重要事实及数据
东南亚地区一个主要农业国家，拥有
3%的年增长率并持续增长
• 全国40%的土地为农业专用土地。
• 一个强大而积极的农副食品发展平衡的国家

一个多元化的农业国家
• 水稻：第五大生产国
• 棕榈坚果：全球第四大生产国
• 白糖：蔗糖—全球第四大生产国 • 水果及蔬菜：菠萝（第一生产
国）、芒果（第三生产国）
• 玉米
及香蕉
• 木薯：全球第四大生产国

主要畜牧业生产

•

•

欧盟第三大贸易
伙伴*

•

GDP增长率为每年
5.8%

•

6.18亿消费者：
占世界人口的10％。

•

经济富足的中产阶
级的崛起：在1994
至2011年之间，
东盟的人均GDP翻
了三番。

数据来源：法国商务

一个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自1922年创建以来，国际农业机
械博览会（SIMA）持续发展，成
为全世界范围内必不可少的农业
界活动。由于其国际化网络，国
际农业机械博览会（SIMA）成为
向全球推广农业发展解决方案的
代表性展会。

• 禽类

• 牛肉

• 奶牛

• 水产养殖及鱼类

数据：世界银行，海外发展研究所，FAO，

东南亚，一个具
有高潜力的市场

在农业投入及机械化生产中的强大需求
• 以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满足市场预期，保持农业现

代化持续发展。
• 在政府的投资及生产效率提升举措的支持下，
通过本国农业及食品产业的发展，将泰国推向
“世界厨房”的美名成为了泰国的国家愿景。

来自当地有关部门的强有力的支持
• 农业合作部，水稻处
• 农业合作部，农业处
• 农业合作部，农业推广处
• 亚太地区农业及食品市场协会（AFMA）
• 泰国农业大众媒体协会
• 泰国机械协会（TMA）
• 水稻种子编译及供应商协会
• 泰国化肥生产商贸易协会
• 泰国水稻出口商协会
• 泰国碾米商协会
• 泰国园艺科学学会
• 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
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第77届博览会
2017年2月26日至3月2日，法国巴黎

• 来自40个国家的1,740个参展公司
• 来自142个国家的238,848名专业观众

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SIPSA-第一届
2016年10月4日至7日，阿尔及
利亚阿尔及尔

• 预计600家参展企业
• 预计20,000名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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