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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畜牧业的转型EuroTier 2022 指导主题 ——



世界顶级畜牧盛会—EuroTier

世界顶级畜牧盛会 EuroTier 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专业度最精的

畜牧展会，也是全球畜牧同仁不会缺席的盛会。EuroTier 聚焦牛、猪、家禽生产的创新技术

解决方案，是获取畜牧业创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与全世界畜牧领域专业人士交流洽谈的最理

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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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Tier 2022—全球畜牧业的转型

以创新为魂，推动世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 EuroTier 一直以来的愿景。

EuroTier 2022 的指导主题为全球畜牧业的转型。

生产和价值链以及社会、环境对畜牧业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在德国和欧洲，这些需求变化正

在逐步增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对于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来说，积极塑造未来至

关重要。



EuroTier 2022—聚焦未来

EuroTier 作为世界顶级畜牧展览平台，积极通过

不同领域的技术升级转型适应未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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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Tier 展览范围

◼ 动物养殖、育种技术

◼ 饲料与其他农业投入

◼ 饲料生产与存储

◼ 动物畜舍与建设

◼ 饲喂技术

◼ 气候与环境技术

◼ 挤奶与冷却技术

◼ 粪污、固液施肥技术

◼ 运输车辆与服务

◼ 加工与销售

◼ 养殖设备及配件

◼ 管理与咨询

◼ 培训、协会、媒体

◼ 兽药与动物保护

◼ 分布式能源



EuroTier 往届数据

2,600家参展商，其中60%来自海外

18个展馆同时开放

160,000位专业观众，其中35%来自海外

280,000㎡展位面积

89%

的参展商对EUROTIER

给予积极评价！

86%

的参展商对参观者的专业度

表示非常满意！



18个展馆同时开放

EuroTier 2022 预计将开放18个展馆进行畜牧全产业链的展示。



EuroTier 与EnergyDecentral 完美结合

分布式能源展已成为能源展示的国际顶级平台。

它代表了可持续能源生产的完整价值链：

资源 - 能源生产 - 智慧能源

展望未来市场，EnergyDecentral 是 EuroTier

专业性的完美补充。

EuroTier 同期将举办

EnergyDecentral 分布式能源展



EuroTier 2022—新意亮点

三类重磅级奖项将在 EuroTier 2022 颁布

“创新评奖” 金奖&银奖 “动物福利奖” “农业未来理念奖”

表彰那些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

使用能够实现新工艺或使已知的工

艺技术得到显著改善的产品

表彰显著改善动物福利的创新产品

由德国农业协会（DLG）和德国联

邦执业兽医协会（bpt）共同颁发

首次颁发“农业未来理念奖”

表彰具有前瞻性的畜牧业创新与开

拓性的理念

初创企业平台“农业未来实验室” （AgrifutureLab）

EuroTier 2022 将为初创企业提供专门的创业展示区——“农业未来实验室” 。

该展示区是为那些希望为农业领域未来面临的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初创企业

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向国际农业相关领域展示其创新产品和愿景。德国联邦

食品及农业部（BMEL）支持德国初创企业参加 EuroTier 展览会。



EuroTier 2022—高端技术论坛

◼ 聚焦“牛”“猪”“家禽”

◼ DLG动物专题讨论会

◼ DLG青年农场主

◼ 农业未来实验室

◼ 校园招聘

◼ 行业活动

◼ 活畜展示

◼ 线上活动

◼ 国际兽药交流大会

世界顶级的兽医参加德国联邦执

业兽医协会（bpt）的年度代表

大会

◼ 世界家禽大会
汇聚全球家禽行业专家

◼ 牛业、猪业等专业论坛
聚焦动物生产的社会挑战

◼ 动物福利论坛
颁发“动物福利奖”

◼ TopTierTreff “顶级牛模

特展示”
全面展示欧洲顶级牛育种遗传学

◼ 青年农民日
来自欧洲的青年农民将讨论专业

动物生产的前景

◼ 德国沼气大会
德国沼气协会主办的德国沼气大

会将在分布式能源展上同期进行



强大的合作伙伴

EuroTier 合作伙伴：

◼ 德国家禽协会（ZDG）

在与德国家禽协会（ZDG）的合作中，EuroTier 为家禽行业提供一流的技术和展示方案。

◼ 德国联邦执业兽医协会（bpt）

EuroTier 展会同期，德国联邦执业兽医协会（bpt）将主办兽医大会与兽药交易会。EuroTier

展会上，DLG和bpt 将联合颁发“动物福利奖”。

◼ 欧洲家禽俱乐部（EPC）

俱乐部由欧洲生产者、家禽饲养者和蛋禽生产者组成，将根据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社会需求，关

注蛋禽生产结构的成本效益和生产。

◼ 欧洲猪业生产者联合会（EPP）

在EuroTier，会员将提供超越国界的关于畜牧、饲养、动物福利和管理的最新发展和创新信息。

EnergyDecentral 合作伙伴：

◼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

分布式能源展的长期行业合作伙伴。

◼ 德国沼气协会

协会由沼气厂经营者、制造商和规划者组成，是沼气技术的催化剂和交流经验与信息的平台。



EuroTier 2022—不容错过的十大理由

世界顶级畜牧盛会
汇聚全球的行业领导者、专家1

全球畜牧市场
2,600家参展商，展览面积超过280,000㎡，

分布在18个展馆，其中60%为国际参展商
3

高质量的专业观众
来自142个国家的160,000名观众，其中

35%的观众来自德国以外
4

顶级的潜在客户资源
56%的观众来自农业和林业机构5

涵盖畜牧全产业链
从饲料和养殖到加工和销售2

6

9 国际行业媒体
来自50多个国家的记者进行全球报道10

完美结合
与分布式能源展同期举办

7

创新展示
行业领导者展示最新的创新成果

8
先进的展会理念与专业的团队
精准的展位分配，科学严谨的展会管理，

助力参展商获得最佳的现场展示效果

300余场会议、论坛
专家、学者通过现场直播或者网络形式分

享行业未来趋势、创新解决方案



EuroTier 2022—多种展位供您选择

专业展团

搭建风格光彩亮丽，装修精致、能够吸引客商驻足，

同时给过往客商留下深刻印象。

✓ 展位加高设计

✓ 占据展馆核心位置

✓ 利用主办方媒体资源

独立展位

装修精致，细节考究，有利于展商展示展品特性，

树立品牌形象。

✓ 展位加高设计

✓ 适合有大面积展位需求的展商

✓ 精装个性展位

✓ 利用主办方媒体资源



DLG 全球畜牧展

亚洲 中国

EuroTier China (ETC) 汉诺威国际畜牧展中国版

2022

农业未来 · 国际合作发展大会

2022

俄罗斯 莫斯科 俄罗斯国际畜牧展 2022.01.25-27

乌克兰 基辅 乌克兰国际畜牧和粮食加工综合展 2022.02.15-17

波兰 罗兹 波兰牛业、猪业及家禽业展 2022.02.25-27

中东 阿布扎比 EuroTier 中东国际畜牧展 2022.03.21-23

非洲

拉各斯 尼日利亚农牧综合展 2022.03.22-24

奇桑巴 赞比亚农牧综合展 2022.04.07-09

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农牧综合展 2022.06.02-04

加纳 · 阿克拉 西非农牧综合展 2022.12.01-03

欧洲 德国 · 汉诺威 EuroTier德国汉诺威国际畜牧展 2022.11.15-18



EuroTier 2022首轮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2月28日

德国农业协会（DLG） 中国办公室将全程为您提供服务，助您顺利参展：

◆ 参展咨询

◆ 展商展位申请及确认

◆ 展位搭建、展品运输等咨询

◆ 协助展商邀请函等手续办理

◆ 协助展商参展补贴办理

邮箱：eurotier@dlg.org.cn

网站：www.euro-tier.cn

* EuroTier 德国汉诺威国际畜牧展不设任何代理，中国展商须直接向DLG中国办公室提交参展申请。

138 1152 9723

138 1159 6331

138 1156 3307

联系方式：

手机（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