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ST2017 第八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主办单位：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供应商分会

北京中饮天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举办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24 日

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1-N4 馆	

展览面积：45,000 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 家

观众数量：境内外观众总计 27531 人次，来自 50个国家和地区

展会 概况
Overview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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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T 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

展是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主办的中

国饮料行业最为专业的全产业链品

牌展会，是了解全国饮料工业科技

和市场的窗口，更是中国饮料行业

蓬勃发展的缩影和结晶。

CBST2017 第八届中国国际

饮料工业科技展于 2017 年 11 月

22-2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盛大举行。聚焦“产业链创新”，

CBST2017 不仅呈现了饮料全产业

链最新的科研技术成果，更为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充分接触和深度交流的平台。

CBST2017充分发挥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信息与资源优势，融合多方资源，使得本届展会沟通交流性更强，

各方参与者收获丰富，品牌展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是中国乃至亚洲饮料工业科技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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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 CBST 展览面积统计（2003-2017）

展会 概况
Overview

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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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轻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孝民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何云涛

科埃斯中国

执行董事总经理	克里斯坦 / 销售总监	孙伟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理事长	赵亚利

德国克朗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福乐克	宫喜德/中国区总裁	冯建欣

SIG 康美包集团

首席执行官	Rolf	Stangl	/ 首席运营官	范立冬

2017 年 11 月 22 日，CBST2017 第八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张崇和会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陶小年副会长、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司王小青副司长、中国饮

料工业协会赵亚利理事长携著名饮料品牌企业高层、国内外知名饮料供应商企业高管共同启动CBST2017 ！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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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T2017 持续 3 天，展出面积达 4.5 万

平米，创历届之最。展会吸引了来自中国、德

国、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

芬兰、澳大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家饮料全产业链的优秀供应商企业参展，展商

数量增长近 20%，涵盖全球业界知名企业。

本届展会的参展企业中除 KRONES、

KHS、CBE、TETRA	PAK、GEA、SACMI、

SIPA、HEUFT、AF、ABC、ALIMAC、

DOMINO、江苏新美星、广州达意隆、廊坊百冠、

上海沛愉、南京轻机、合肥中辰、上海普丽盛、廊坊凯麒斯、山东碧海、青岛德隆、北京永创通达、南京保立隆、杭

州永创、江苏普华盛、杭州中亚、佛山瀛辉、广州万世德、上海科瑞、广东星联、南海科时敏、福建大闽、福建仙洋洋、

珠海雅富兴源等众多知名企业的连续参展外，更有SIG康美包、SIEMENS、REGAL、PENTAIR、FREUDENBERG、

SIGNODE、德玛克、北京壹码、上海远安、上海承欢、德清泰德、南京恒昌、东莞润通等企业首次亮相CBST展会。

本届展会中接近 60% 的展商为多次参展企业，CBST 获得了他们持续的认可与支持。另外，接近 120 家企业为

首次参展，均对展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表示下一届会继续参展。

展出面积

4.5万m2

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家 展商
展商数量

20%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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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 CBST 展商数量统计（2003-2017）

行业精英 共襄盛会
Industry Elite A Grand Meeting

展商 分析
Exhibitor Analysis

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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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展会 满载盛誉
Brand Exhibition High Reputation

展商 评价
Exhibitors Evaluation

展后报告

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这次展会云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外知名的饮料设备供应商企业，最先进的技

术与产品均在展会中亮相。感谢展会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邀请来了众

多行业知名饮料企业的代表。

总经理  张文革

乐惠国际南京保立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我几乎参加了所有 CBST 的展会，但是今年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感觉到所

有人的热情要比往届高很多；到场的观众数量及展商对展会的投入也是一

届比一届好。

黄东宁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 CBST 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精心策划与准备，祝愿 CBST 越办

越好，相信在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引领下，借助 CBST 展会的平台，中国

饮料工业的未来发展一定会再创辉煌！

董事、副总经理  何云涛

合肥中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本届展会的档次相比以往更高，参展企业的层次也更高；在主办方的组织

之下，本届展会的规模以及专业观众的人数相比往届有了明显的提升。合

肥中辰借助此次展会平台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总经理  查正旺

执行董事总经理 
Christian Schwarzmann

科埃斯中国

CBST 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协会；CBST 对 KHS

来说也是 2017 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KHS 展示了公司在包装及灌装方面

的优势产品，而且几乎所有的客户、供应商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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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展会 满载盛誉
Brand Exhibition High Reputation

展商 评价
Exhibitors Evaluation

上海沛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这次展会是整个饮料行业的盛会，是一次国内外新产品与新技术集中亮相的

大平台。就像CBST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一直强调的“匠心”精神，本

届展会沛愉带来了老品牌却是具有创新性改变的套标机，以及能够帮助企业

解决劳动力难找问题的智能装箱设备，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总经理  刘栋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CBST2017 展会集聚了饮料行业众多知名饮料品牌的专业观众，设备供应商

以及像我们这样的设备配套企业。CBST这个平台的建立能够帮助企业建立

联系，加强了行业之间的交流，这对于促进整个饮料行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总经理  姜晓平

江苏普华盛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了几届CBST展会，这一届展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CBST2017展会的规

模、专业性以及现场来的观众要比以往提升很多，整个展馆给人的感受就是

科技性、创新性更强了。

常务副总经理  顾凯伦

山东碧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本届展会碧海带来了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7500包无菌纸盒灌装机，现场来了

很多对我们设备感兴趣的客户，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企业价值在本次展会中得

到了完整的体现。

董事长  厉善红

佛山市瀛辉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这次展会的内容更加丰富，很多会议和活动同期在展馆内举行。在展会中我

们也接触了可口可乐、椰树、青岛啤酒以及天津啤酒等大企业的客户。

董事长  余显忠

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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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顶级盛

会，CBST2017 共吸引了来自全球

近 50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27,531

人次到场参观，观众数量相比上届

展会增加超过 20%。CBST2017

的专业观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得到了广大展商的赞誉。

来自众多饮料生产企业的高层

领导参观了本届展会，充分彰显了

CBST2017不可比拟的专业性优势。

历届 CBST 展会专业观众数量（2003-2017）

业内瞩目 万人同行
Industry Attention People Gathering

观众 分析
Visitors Analysis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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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分析
Visitors Analysis

观众 分析
Visitors Analysis

展后报告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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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众职位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参观本届展会

的观众中具有企业决策能力的观众数量占比达到

20.64%，部门管理的观众数量占比高达 40.74%。

这些数字充分彰显了 CBST 展会不可比拟的专业性优势，
更加凸显出 CBST 展会中国饮料行业“风向标”效应。

按观众部门分类统计，从事生产 / 操作 / 品质管理、技

术方面的观众数量占比达到 37.74%，采购、供应、

管理方面的观众数量占比达到 23.46%。

业内瞩目 万人同行
Industry Attention People Gathering

观众职位分类统计 观众所在部门分类统计

专业员工 33.57%

其它
5.23% 决策者

20.64%

部门管理
40.74%

管理
9.99%

科研
3.69%

市场
8.28%

其他
3.46% 生产管理

16.81%

技术
20.93%

采购
13.47%

销售
24.29%

  

以寻找合作机会为参观目的的观众数量占比高达

44.30%，以采购订货为直接目的的观众数量占比达

到 30.24%。

按观众所在公司专业性质统计，来自饮料、乳品、原料、

酒等生产加工企业的观众数量占比达到 48.92%，来

自设备制造企业的观众数量占比达到 25.65%

观众参观目的分类统计 观众所在公司经营性质分类统计

饮料生产 27.57%

10.54%

25.65%

10.81%

10.58%

3.71%

1.46%

2.42%

3.15%

3.72%

1.34%

原料生产加工

设备制造

食品、酒等生产

贸易公司

政府、协会

金融、投资机构

餐饮

媒体

其他

科研机构、大学院校

30.24%

15.32%

44.30%

34.05%

4.52%

2.91%

采购订货

寻找代理产品

寻找合作机会

市场调研

引资招商

其他

CBST



观众 分析
Visitors Analysis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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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
欧洲
Europe

1.9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9.55%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3.82%
非洲
Africa

44.59%
亚洲
Asia 10.19%

港澳台
Taiwan,	Macao,	
Hongkong

0.64%
大洋洲
	Oceania

本届展会的国外观众来自全球 50 个国家和地区，总

体参观人数相较 2015 年增加了 20%，相比上届展会，

观众辐射面更加广泛。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外观众占

总国外观众人数的 44.59%，其中来自东南亚国际的专

业观众在本届展会达到总国外观众人数的 25.47%。

专业水平 名扬海外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Well-known Overseas

海外观众来源分析

区域
国家 /

地区名称
所占比例

南美洲

墨西哥 3.82%

巴西 1.91%

哥伦比亚 1.27%

巴拿马 1.27%

秘鲁 1.27%

小计 9.55%

非洲

尼日利亚 1.27%

埃及 0.64%

毛里求斯 0.64%

南非 0.64%

苏丹 0.64%

小计 3.82%

欧洲

德国 7.01%

俄罗斯 5.10%

意大利 4.46%

法国 3.82%

西班牙 1.91%

捷克 1.91%

土耳其 1.27%

英国 1.27%

比利时 0.64%

瑞士 0.64%

马其顿 0.64%

拉脱维亚 0.64%

小计 29.30%

区域
国家 /

地区名称
所占比例

北美洲

美国 1.91%

小计 1.9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0.64%

小计 0.64%

亚洲

泰国 9.55%

日本 7.01%

韩国 3.82%

马来西亚 3.18%

印度 3.18%

新加坡 3.18%

孟加拉国 2.55%

印度尼西亚 2.55%

阿联酋 1.91%

伊朗 1.91%

黎巴嫩 1.27%

巴基斯坦 1.27%

老挝 0.64%

菲律宾 0.64%

沙特阿拉伯 0.64%

伊拉克 0.64%

尼泊尔 0.64%

小计 44.59%

港澳台

中国台湾 8.28%

中国香港 1.91%

小计 10.19%

  



CBST2017 以“品牌展会	产业链创新+”为主题，

众多国内外饮料全产业链供应商企业的最新科技成果、

核心技术和尖端产品在本届展会上集中亮相，对推动未

来饮料行业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影

响作用。

CBST2017展会展示的新产品、新技术主要有：新型

便携式饮料包装、创新型半自动灌装设备、易拉罐电子灌

汇聚精品 创新引领
High-quality Product Leads the Innovation

装机、无菌灌装机、多功能吹灌旋一体机、高速旋转式全

自动吹瓶机、环身标签贴标机、模块系统贴标机、全新双

头套标机、国内首创回转式多功能杀菌釜、智能化物流设

备、新一代输送端部导向板、高速瓶坯注塑系统、液压式

旋转压盖机、单片顶掀式运动盖、复合胶带提手包装机、

高精度高洁净卫生离心泵、新一代液氮加注机、最新安全

节能喷胶解决方案、中压紫外线节能优化新系统等。

Products List
展品 介绍 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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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展区
Innovation Zone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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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T2017 通过展示天然色素、天然香精、着色用食品、高品质咖啡速

溶粉及浓缩液、咖啡及果汁专用植脂末、茶和植物提取物原料及应用等领域

的最新产品，得到了众多专业观众的认可。本届展会有仙洋洋、大闽、佳禾、

雅富兴源、邦领、红源、西王、麦隆咖啡、熊椰、东方天润、海宜生物等国

内外知名原辅料、添加剂企业参展展示，为饮料新品注入“创新基因”。

营养多元 尽显内涵
Multivariate Nutrition Shows the Connotation

仙洋洋 大闽

佳禾

雅富兴源 邦领 红源

西王 麦隆咖啡 熊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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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展区
Innovation Zone

展后报告C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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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T2017集聚了包括可口可乐、康师傅、怡宝、

椰树、秋林·格瓦斯、汇源、健力宝、统一、王老吉、

天地壹号、冰峰、天府可乐、苏萨、星巴克等国内外

优秀饮料企业展示其品牌文化、品牌内涵，更有丰富

的饮料创新产品华丽呈现。

行业魅力 活力无限
Industry Vitality Infinitel Charming

统一健力宝

星巴克天府可乐 苏萨

康师傅 怡宝可口可乐

秋林·格瓦斯 汇源椰树

冰峰天地壹号王老吉



同期 活动
Excellent Events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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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参与度高、影响力大、内容充实一直都是

CBST 展会同期活动的优点。在 CBST2017 展会上，通

过主办方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精心的安排与准备，十余项

行业相关活动与 CBST2017 展会同期精彩亮相，备受瞩

目，精彩不断。

部分同期活动列表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2017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年会
会议以“匠心智造	营养多元”为主题，围绕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全行业砥砺前行的

决心和行动，安排了务实而有前瞻性的企业家报告及经济学家报告。

2017 中国国际饮料科技报告会
本届科技报告会凝聚了饮料及产业链基础研究、产品、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

的优秀成果，对营造饮料行业交流创新的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CBST2017“企业 & 家”金融财富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性银行 - 渣打银行的专家，与各企业代表一

同分享企业供应链融资、移动收付款、家庭财富增长等内容和案例。

2017 中国饮料行业之“工匠精神”专题论坛

暨天津科技大学校友会

（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分会）

邀请著名作家曹顺妮开展了“让每一滴饮料都可靠”讲座，让每一位与会者认识

到饮料行业的工匠精神价值所在，精益求精，品质担当，这是每一个饮料人所追

求的品牌价值。同时本次论坛也是天津科技大学校友会（上海、江苏、安徽、浙

江分会）聚会的活动现场。

中饮协功能饮料分会（CFBB）成立大会

暨 2017 中国饮料新产品发展研讨会

来自功能性原辅料研究与生产企业及饮料生产企业逾 500 名代表参会，共同见证

了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功能饮料分会（CFBB）的成立。

2017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年会

暨团体标准技术工作委员会年会

总结技术工作委员会开展的工作，重点讨论产品质量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相关法规等方面工作内容，研究饮料行业在质量、技术、标准法规等方面的共性

问题及工作计划。

2017 中国碳酸饮料老品牌座谈会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携手中国食品报，为天府可乐、青岛崂山、西安冰峰、上海正

广和及内蒙古大窑等碳酸饮料老品牌企业围绕企业发展现状、改革与创新方向、

产品质量提升、品牌建设与营销等主题搭建交流沟通平台。

2017 中国固体饮料发展研讨会
大会以“饮领健康	营养未来”为主题，政府和行业专家围绕固体饮料产品差异化

创新、健康因子研究、新技术应用、市场趋势、法规监督等分享专题报告。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袋装饮用水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技术交流会

袋装饮用水具备安全与便捷的优势，近些年袋装水行业的发展迅猛，前景广阔。

为此“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袋装饮用水专业委员会”通过此次会议顺势成立。

“康师傅杯”

第二届中国饮料行业《水墨锦秋》书画展

以“文化修心更有魅力”为主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化立国的时代精神，

展示中国饮料人的艺术风采，创建和谐活跃的企业文化，借文化之力激发企业的

再发展活力。

“华润怡宝杯”

2017 饮料行业健步走活动

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主办、华润怡宝承办的健步走活动在本次展会期间吸引了数

千名观众参与，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有意识的参与到健康运动之中。

CBST2017 展会同期活动异彩纷呈，众多与会者表

示通过参与同期活动了解到了最新的行业创新和最前沿

的市场趋势。展会与多个同期活动相结合，不仅能让参

与者在轻松的环境中扩展他们的业务及社交网络，同时

帮助他们在展会上取得更大收获。

异彩纷呈 彰显品质
Colourful Splendour Display Quality



同期 活动
Excellen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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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工匠精神”专题论坛

2017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年会

CBST2017“企业 & 家”金融财富论坛 天津科技大学上海校友会2017校友联谊会

2017 中国国际饮料科技报告会 2017 中国老品牌碳酸饮料座谈会

“华润怡宝杯”2017 中国饮料行业健步走



同期 活动
Excellent Events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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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固体饮料发展研讨会 中饮协功能饮料分会（CFBB）成立大会

暨 2017 中国饮料新产品发展研讨会

2017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年会

暨团体标准技术工作委员会年会

2017 中国饮料行业第二届“创二代”茶咖会

“康师傅杯”第二届中国饮料行业《水墨锦秋》书画展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袋装饮用水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技术交流会



媒体 推广
Media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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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CBST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

知名媒体的关注目光。全球饮料行业、包装行业超过 50 家媒

体与组委会洽谈沟通，表示将对 CBST2017 进行全面的跟踪和

报道。组委会除加大在主办方自办媒体《中国饮料》、《饮料

工业》的宣传力度，还与《中国食品报》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

报纸、期刊和网站开展深入合作。CBST2017 已成为全球饮料

行业瞩目的品牌盛会。

CBST2017 合作媒体（部分）

强化新媒体报道  深度专业

新媒体成为本届展会宣传的一大亮点。展会前期，CBST

组委会对展会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全面的改版升

级，这不仅使得展商及观众获得了更加及时快捷的展会相关动

态和行业热点信息，也方便了观众展前的预登记工作。

同时，CBST组委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饮料产业链之窗”

整理并发送参展商相关信息200余条，行业相关资讯400余条，

微信粉丝数增加近万个。

展会期间，《中国食品报》、《食品饮料工程》、《食品

工业科技》、《荣格》、食品伙伴网等多家媒体通过新媒体平

台对企业代表访谈、现场报道等形式全方位报导展会情况，发

挥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增强了CBST 的传播影响力。

鼎力支持  高效全面
Huge Support  High Efficient 



16 www.chinabeverage.org/cb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