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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简介 

山东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简称“山东植保双交会”）是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山

东省植物保护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型展览和技术信息交流盛会。大会立足山东、辐射全国，涵盖农

药、肥料、农用航空机、农用施药机械及相关产业及技术的集中展览展示。 

   “山东植保双交会”每年 10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是全国的农资行业进行新品发布、产销

对接、行业信息发布与技术交流、企业品牌宣传的嘉年盛会，同时也是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变革、

行业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的重要舞台。“山东植保双交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22 届，现已成为

国内知名的农资行业品牌盛会。 

第二十三届“山东植保双交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举办。大会将继续秉持“服务三农、促进流通、绿色植保、发展进步”的宗旨、“开放、共享、

共赢、创新”的理念、“安全、务实、高效”目标，为参会企业和嘉宾提供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搭建农资行业的智能化展示平台，建立农资产品流通便捷通道，助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诚邀国内外农药械及肥料等生产企业、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及农资、化工系统的代表和农药械

经销商、民营经销大户莅临本次盛会! 

相约金秋、欢聚泉城、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组织机构 

           主管单位：山东省农业厅              主办单位：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 

                                                         山东省植物保护协会 

           承办单位：济南富山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活动 

一、开幕式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00--9:30     地点：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前广场 

二、信息发布会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地点：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三、现代植保高层论坛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20 日                 地点：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概况 

一、展览规模  

  展览面积：60000 平方米    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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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览内容   

       1、农药：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杀鼠剂、除草剂、特异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2、肥料：a.海藻肥、氨基酸肥料、腐植酸肥料、EDTA 系列、氨酸螯合肥 

                b.缓控释肥、生态肥、高效肥、复混肥、环保肥料 

                c.有机天然肥、叶面肥、液肥、冲施肥、育苗肥   

                d.BB 肥、专用肥料土壤改良剂、表面活性剂、褐煤   

                e.草炭、泥炭、螯合肥、微量元素肥料、土壤添加剂   

                f.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  

       3、植保机械：喷雾器、农药药械、杀虫灯、配件、园林机械等  

       4、包装机械：含制造、灌装设备、注塑机，喷码机，农药瓶等   

       5、农用机械：耕整地、种植施肥、田间管理等机械设备 

       6、农业植保无人飞机  

       7、农用塑料：棚膜、地膜、遮阳网、防虫网等现代农用遮盖材料、穴盘、苗盘、水稻育

秧钵体软盘等育苗容器、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8、种子：粮田种子、棉花种子、油料种子、豆类种子、蔬菜种子、花卉种子、牧草种子、  

苗木等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等  

9、农资杂志、网站、媒体等 

三、参展日程 

标展布展：2017 年 10 月 18 日                特展布展：2017 年 10 月 17 日～18 日 

展    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20 日          撤    展：2017 年 10 月 20 日 16：00 

 

四、参展费用 

1、【展位价格】  

展位类别  展馆名称 展厅位置 展位价格（ 一类：粉色、二类：无颜色） 

特展 

（≥36 ㎡） 
特装 一、二、三楼 

一类：1200 元/平方           

二类：1000 元/平方 

微型特展 

（18-27

㎡） 

微型特展 

（含装修） 

一楼 B、 D 、E厅 
18 平方一类：20000 元/个   二类：18000 元/个 

27 平米一类：29000 元/个   二类：27000 元/个 

一楼 C 厅 
18 平方一类：21000 元/个   二类：19000 元/个 

27 平方一类：28000 元/个  

二楼 B、C 、D 厅 
18 平方一类：27000 元/个        

27 平方一类：39000 元/个        

三楼 B、C 、D 厅 
18 平方一类：20000 元/个   二类：18000 元/个 

27 平米一类：29000 元/个   二类：27000 元/个 

标展 

（3m×3m） 

植保机械 

包装设备馆 
一楼 D 厅 7200 元/个（双开口另加 300 元/个） 

综合馆 
一楼 B、D、E厅 

三楼 B 、D 厅 

普通标展 7200 元/个（双开口另加 300 元/个） 

精品标展(详见图）：9500 元/个（双开口另加 300元/个） 

备  注： 

1、标准展位包括三面围板，公司名称楣板、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盏射灯、一个电源插座（特殊用电请事先

说明，另行收费）； 

2、光地不带任何展架及设施，为方便特装装修管理，建议参展商从组委会推荐搭建装修公司中选择； 

3、微型特展由企业选定方案后，组委会统一制作安装，企业提供画面设计稿，价格中包括展位费、制作安装费、

特装管理费、电费； 

3、角位（双开口展位）另加收 300 元/个; 

4、展馆内禁止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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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费】：400 元/企业，每个企业 2人（含）以内。报名费主要用于为参展代表提供《代

表名册》、《企业招商及产品选购指南》、《参展指南》、代表证、入场券、

手提袋等材料。超过 2人部分，100 元/人。 

【大会会员】：500 元/企业 

每个企业可发布三种产品，用于编写《企业招商及产品选购指南》，及本届博

览会网上展厅同步宣传。《指南》为参展企业登载公司简介和招商产品供求信

息，印量大，发行面广，是企业参加植保会进行形象、参展产品招商推广的重

要会刊刊物。组委会在现场免费赠送给参会的经销商。 

 

2、【印刷广告发布价目表】 

各类证件及入场券 

项目名称 规格（cm） 单价（万元） 数量 项目名称 规格（cm） 单价（万元） 数量 

展    会 

门    票 11.5×21 3  10 万张 
信息发布 

会入场券 11.5×21 0.8  3000 张 

布 展 证 9.5×13 1  1 万个 展 位 证 9.5×13 1  1 万个 

手 提 袋 28×38×9 3  5000 个 
 专  业 

 观众证 
9.5×13 10  10 万个 

 

                     《代表名册》及《参展产品招商指南》价目表（万元） 

项目名称 封面 封二 彩首 封  三 封底 彩色整版 黑白 

代表名册 2  1.5  1 1.2 1.8 0.3 0.15  

招商指南 1.5  1  0.8 0.8 1.2  0.3 0.15 

 

3、【协办冠名项目收费标准及回报】 

大会将邀请品牌企业参与协办大会及冠名，并给予良好的宣传回报。 

五、展会服务 

1、开通参展参观自助服务平台 

山东植保双交会网（www.sdzbsjh.com）将开通参展企业展位查询自助平台，参会代表通过此

平台可查询参展企业活动、展会门票预登记、展会证件申请、展会招商指南领取、展会预登记等

信息，提前获得参观入场门票和最新行业资讯。  

2、应客商要求邀请客户 

我们可以帮助您邀请您需要的客户到展会现场，为您的贵宾提供展会第一手资料，并提供周

到的服务。 

3、发送展会咨讯 

我们拥有历届参会经销商的数据十多万条，可定期向所有经销商发送展会资讯，以及重要参展

企业参会、招商信息。 

4、专项服务  

1）为特装企业进行展位形象设计及装修统一安排设计、制作、质量监督一条龙服务; 

2）为企业策划并代办各类形象宣传活动; 

3）制作、印刷《代表名册》、《企业招商及产品选购指南》，免费赠送给参展商; 

4）为参展企业提供各类证件、名录、参展指南; 

5）协助参展企业提供展期礼仪、专业英语翻译、礼品、展品仓储及物流服务; 

6）协助参展企业代办商务考察、代订酒店、旅游及票务预定。 

 



 4

                                重要公告 

各参展企业：  

 

为保护参展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参展行为，为商家提供诚信、健康、安全、有序的业

务交易平台，第二十三届山东植保双交会组委会就严格执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严禁

发布农药肥料虚假宣传广告》公告如下： 

一、组委会将严格遵守《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的规定，积极配合政府知识产权工作部门

开展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活动。在展会期间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时，及时协助被侵权企业向当

地展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上报解决。各参展企业必须提高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做好保护企业

商标权、著作权和专利权工作。 

二、根据农药管理法规的相关规定，组委会将积极配合公安、农业、工商、质检等部门，维

护展览展示安全、合法、有序。参展企业必须通过大会组委会办理参展手续。严禁企业发布虚假

广告和宣传。 

三、参展企业必须遵守“第二十三届山东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展会期间广告宣传

管理规定，依法办理广告宣传手续。严禁企业在展区内（展馆内及广场）进行流动广告宣传活动。 

＝＝＝＝＝＝＝＝＝＝＝＝＝＝＝＝＝＝＝＝＝＝＝＝＝＝＝＝＝＝＝＝＝＝＝＝＝＝＝＝＝ 

组委会联络方式 

 

地  址：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 15612 号理想嘉园一号写字楼 2413 室  

电  话：0531-6695 3812   6695 3850 

传  真：0531-6695 2902   6695 2803 

联系人： 李春华   

电  话：135 8910 6707 

Q    Q： 1916676929         

官方网址：www.sdzbsjh.com     

官方微信号：SDZBSJ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