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展须知 

 

 

 

参展申请表构成： 

表格 1.10 主参展商申请表格* 

表格 1.11 主参展商账单/通信地址 

表格 1.20 联合参展商申请表格 

表格 1.30 展品列表* 

★以上带*号的表格必须同时提交，申请方可被接受。 

★参展商提交参展申请表，即表示同意接受所有附带的

参展条款。 

 

4. 搭建时间/开幕时间/撤展时间： 

搭建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上午 7 点至 

2019 年 10 月 6 日晚 8 点之前 

   开幕时间： 

参展商：早 9 点至晚 7 点 

观  众：早 10 点至晚 6 点 

   撤展时间： 

        2019 年 10 月 11 日晚 6 点可以开始撤展，提前撤展主

办方将收取 5000 欧元罚款，请严格按照该要求执行，否则一律

取消参展资格！ 

 

5. 参展费用 

a. 标准展台(最小申请面积 12 m2)： 

展位费：690 欧元/平米 

* 含光地租金、公共能源费、AUMA 费、摊位装修、基本会刊

登录费、暂缴杂费及相关税费 

增租展具等额外费用另计(详细信息请参看参展申请表格

1.10)。 

b. 光地： （最小申请面积 36m2） 

 

光地展位: 270 欧元/平米 

如申请光地企业需要自行安排摊位装修。 

*申请光地的参展商另需交纳的费用包括： 

公共能源费 9 欧元/平米, AUMA 费 0.6 欧元/平米, 会刊登录费

用 990 欧元/参展商，暂缴杂费 30 欧元/平米，及相关税费。 

 

 

 

1. 展位搭建说明 

a) 您在得到正式的摊位确认函后，将得到一套用户名和密

码来预订相关的参展服务（您可以在科隆展览中文网

站上 www.koelnmesse.cn 下载相关的内容）。其中包括

科隆展场所有的技术数据和要求，以及相关的申请表

格。请于申请表格上要求的日期之前提交表格。 

b) 摊位搭建限高根据各馆不同要求为 4.25 米至 8 米（通

道上展位一律限高 3 米），这同时也是展品展示以及楣

板所能允许的最高高度。 

如果您的展位计划搭建高于对应的限制，请最迟于开

展前 6 周将搭建方案提交至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进

行技术审批，审批通过后方能按此搭建。为保障展商

顺利参展，请有特殊搭建要求的展商尽早提交搭建方

案。 

 

2. 展位确认及帐单 

a) 我们会在与您沟通后，将摊位确认函传真至贵公司。

请您在 5 个工作日之内，将摊位确认函上签字，盖公

章，并回传至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如果您对展位

有任何疑问，请在 5 个工作日之内告知我们。如果逾

期没有收到您的回传确认，则默认为展位已经被接受，

账单将随后发出。 

b) 账单将于开具摊位确认函之后的两周内为贵公司开

具，并与摊位确认函原件一起快递给贵公司。此账单

原件即为发票原件，可作为财务入账使用。 

c) 请在收到账单原件的 2 周内安排付款。 

d) 如果在开展前两个月未收到摊位费用，主办单位有权

取消您的摊位。 

 

3. 退展说明 

一旦提交的参展申请被接受，合同关系即成立。如参

展商单方面提出退展， 

a) 如果参展商退掉的展位，在开展前被租出。参

展商的退展请求将被接受，但是参展商支付的

30%的展位预付款将作为退展费不予退还。 

b) 如果参展商退掉的展位，不能再被租出。则参

展商需要支付全额参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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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位预付款： 

在您提交了展位申请表以后，我们将根据您申请面积

的大小收取 30%的展位预付款，未支付展位预付款的

参展商我们不予分配摊位。 

展位分配以后，预付款不接受任何原因的退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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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展证和工作证 

每个参展商将根据其参展面积，得到一定数量的参展

证和搭建证（绿色卡片）。会在开展前 1-2 月内邮寄到

展商手里。需要更多参展证则需购买。 

参展证在整个展期内有效，从搭建的第一天到撤展的

最后一天。而搭建证仅在搭建和撤展的日期内有效。 

参展证: 

i. 20 m2以内     3 张 

ii. 20 m2至 100 m2，每增加 10 m2,增加 1 张 

iii. 100 m2以上，每增加 20 m2,增加 1 张 

搭建证：视实际情况而定 

持参展证可以在证件上标注的有效期内免费乘坐科

隆市内（VRS 地区）的交通工具。 

参展证遗失不补，请妥善保存。 

 

我们的联系方式：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河大厦 

2 座 0906 室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 6590 7766 –770 

传真：+86 10 6590 6139 

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刘丹 女士 

 

预祝您参展成功！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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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参展商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会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销售公司           □ 贸易代理          □ 批发商 

□ 进口公司              □ 服务提供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 行业媒体 

 

2. 展位申请 

2.1 展位价格 

 标准展台：690 欧元/平方米（最小 12 平方米）                  申请面积:  ______平方米 
*  含光地租金、摊位装修、公共能源费、AUMA 费、基本会刊登录费用、杂费及相关税费 

 
 光   地： 270 欧元/平方米（最小 36 平方米）申请面积: ____平方米: 长度___ 米×深度___ 米 

□ 一面开口                    □ 两面开口                  
□ 三面开口                    □ 四面开口 
*  公共能源费 9.00 欧元/平方米、AUMA 费 0.6 欧元/平方米、会刊登录费 990 欧元、联合参

展费 250 欧元/参展商、暂缴杂费 30 欧元/平方米及相关税费 
 

2.2 展品范围（请单选）   
□ 精细食品                       
□ 饮料                           
□ 冷藏食品 & 新鲜食品                             
□ 肉类                                 
□ 冷冻食品                                   
其他     
□  协会、机构、贸易杂志、服务公司、电脑和网络 
★ 本申请表须与展品列表（1.30、1.31）同时提交方能生效。 
★ 参展商提交参展申请表，即表示同意接受所有附带的参展条款。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请寄至：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89 号 

朱钧记商业中心 12 楼 B 室 
中国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 女士 
电话：+86 10 6590 7766 – 770 
传真：+86 10 6590 6139  
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展位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0 2 5 0 

 

客户号： 
       
 

1.10 
2019 年 10 月 05-09 日 

□ 奶制品 
□ 面包和焙烤 
□ 有机食品 
□ 烹饪概念 
□ 热饮 

 

 



 

 

 

 

 

 

 

 

1.  账单地址 

 

如果账单邮寄的地址和表格 1.10的地址不一致，请填写下列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意：如果账单寄达，但是未能按时付款，主体参展商将承担付款的义务。 

 

2.  通信地址 

    

如果邮寄的通信地址和表格 1.10的地址不一致，请填写下列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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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 

账单/通信地址 1.11 

 

请寄至：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89号 

朱钧记商业中心 12楼 B室 
中国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 女士 
电话：+86 10 6590 7766 – 770 
传真：+86 10 6590 6139  
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2019年 10月 05日--10月 09日 
 

 

0 2 5 0 

 

客户号： 
       
 

mailto: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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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参展商  
主参展商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客户号 

 
 
1.3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销售公司           □ 贸易代理          □ 批发商 

□ 进口公司              □ 服务提供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 行业媒体 

每个联合参展商需加收 250 欧元（不含增值税价）的参展费用，账单将寄给主参展商。 
 
联合参展商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客户号 

 
 
1.3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销售公司           □ 贸易代理          □ 批发商 

□ 进口公司              □ 服务提供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 行业媒体 

每个联合参展商需加收 250 欧元（不含增值税价）的参展费用，账单将寄给主体参展商。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0 2 5 0 

 
 
    

 

 
       

 
 
 
       

 

0 2 5 0 

 
 
    

 

 
       

 
 
 
       

 

2019 年 10 月 05-09 日 

 

 

联合参展申请 
 

0 2 5 0 

 

主体参展商客户号： 
       
 

1.20 

 

 
请寄至：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89 号 

朱钧记商业中心 12 楼 B 室 
中国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 女士 
电话：+86 10 6590 7766 – 770 
传真：+86 10 6590 6139  
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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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参展商或联合参展商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参展商所在展位的主体参展商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展品编号（最多两个） 
 
No.                                     No.  
 

展品列表（在前面空格处打×） 

 

Anuga 精细食品 
基本食品及主食 
营养品 
罐装食品 
即食食品及汤类产品 
熟食酱和调料 
干果与蔬菜 
油脂 

甜食与休闲食品 

 

 

 

 

 

 

 

 

 

 

 

 

 

 

 

 

 

 

 

 

 

 

 

 

 

展品列表 
 

 

 
 

0 2 5 0 

 
 

    

 

客户号： 
       
 
 

 

       
 

1.31 
 

 

      

 
 
      

 

      

 
 
      

 

2019 年 10 月 05-09 日 

 
 

 

 010/215 北非小米 

 010/221 谷物 

 010/222 美滋力 

 010/223 玉米片 

 010/299 其它营养品 

 
罐装食品 

 010/301 罐装水果和果浆 

 010/302 水果罐头 

 010/303 蔬菜罐头 

 010/304 蘑菇罐头 

 010/305 腌渍产品 

 010/306 鱼罐头 

 010/307 什锦罐头 

 010/308 棕榈树芯 

 010/309 蜗牛 

 010/310 开胃小菜 

 010/311 橄榄 

 010/312 豆制品（豆腐） 

 010/399 其它罐头 

 
即食食品及汤类产品 

 
 010/401 即食食品（非速冻） 

 010/402 即食食品配料（非速冻） 

 010/410 汤粉（非速冻） 

 010/411 非粉状汤料（非速冻） 

 010/412 调味品 

 010/413 调味汁（非速冻） 

 010/414 汤料（非速冻） 

 010/415 浓缩肉汁 

 010/416 汤汁 

 010/499 其它汤类产品 

 
熟食酱和调料 

 
 010/501 色拉酱（非速冻） 

 010/502 醋 

 010/503 芥末 

 010/504 蛋黄酱 

 010/505 番茄酱 

 010/506 西洋山菜 

 010/507 西红柿酱 

 010/508 香蒜酱 

 010/509 酱汁 

 

基本食品及主食 

 
 010/101 原料及加工材料 

 010/102 食品添加剂 

 010/103 半成品 

 010/104 原料(水果) 

 010/106 水果及蔬菜粉 

 010/107 浓缩品(液体及粉末) 

 010/108 糖 

 010/109 盐 

 010/110 面粉 

 010/111 淀粉 

 010/112 蛋奶沙司及果冻粉 

 010/113 胶化剂及黏合剂 

 010/114 酵母 

 010/115 面包屑 

 010/117 发粉及烘烤基本用料 

 010/118 原料（烘焙） 

 010/119 发酵粉 

 010/120 香草味糖 

 010/121 食品甜味剂 

 010/122 其他烘烤用料 

 010/199 其它一般供应及主食 

 

营养品 

 
 010/201 意大利面（非速冻） 

 010/202 米饭（非速冻） 

 010/203 大米产品 

 010/204 马铃薯产品（非速冻） 

 
 010/205 豆类 

 
 010/210 谷类 

 
 010/211 小麦粉 

 
 010/212 燕麦产品 

 010/213 大麦产品 

 010/214 荞麦产品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89 号 
朱钧记商业中心 12 楼 B 室 
中国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 女士 
电话：+86 10 6590 7766 –770 
传真：+86 10 6590 6139 
charlotte.liu@koelnmesse.cn 
www.koelnmesse.cn 
 



 

 

 

 1.76 水果巧克力（菠萝，苹

  1.77 巧克力涂层干果（菠

 

 1.78 涂层果冻 

 1.79 酸奶巧克力 

 1.80 奶油巧克力 

 1.81 巧克力涂层咖啡巧克

  1.82 巧克力涂层咖啡巧克

力 夹   1.83 蛋黄酒巧克力 

 1.84 薄片巧克力 

 1.85 酒心巧克力  

 1.86 杏仁巧克力/碎杏仁/

  1.87 软糖巧克力/软糖核桃

  1.88 穆哈豆和穆哈巧克力，

  1.89 穆哈豆和穆哈巧克力，

  1.90 莫扎特巧克力球 

 1.91 榛子蓉巧克力 

 1.92 奶油糖巧克力 

  1.93 榛子块/榛子塔/榛子

  1.94 榛子巧克力 

 1.95 辣椒薄荷巧克力 

 1.96 巧克力蛋 

 1.97 朗姆巧克力豆/朗姆巧

 

 1.98 核桃巧克力 

 1.99 白兰地（cognac）巧克

  1.100 白 兰 地 巧 克 力 蛋

  1.101 樱桃白兰地巧克力，

  1.102 Cognac巧克力 

 1.103 松露巧克力 

其它巧克力产品 

 1.104 Advent 日历 

 1.105 圣诞树巧克力 

 1.106 薄脆饼片 

 1.107 喷洒用巧克力片  

 1.108 巧克力脆玉米片（牛

  1.109 空心巧克力图形（包

  1.110 Langues de chat （夹

  1.111 玩具（巧克力及玩具

  1.112 玩具店内所用巧克力

  1.113 蛋黄酒巧克力产品 

 1.114 那不勒斯 

  1.115 圣诞老人袋 

  1.116 圣诞老人棍 

    1.117 圣诞老人靴  

 1.118 一壳双果 

 1.119 复活节巧克力产品 

 1.120 多层巧克力/多层巧

  1.121 夹心彼德麦式花束巧

  1.122 礼物球 

 1.123 爆米花， 条型 

 1.124 栅格巧克力 

  1.125 图案巧克力 

 1.126 巧克力条，夹心/实心 

 1.127 巧克力杯，巧克力碗，

   

0 2 5 0 

 
 

    

 

客户号： 
       
 
 

 

       
 

主体参展商或联合参展商 
公司名称：                                              

1.31 / 2 

 010/510 油性香料 

 010/511 酸辣酱 

 010/520 草药及香料  

 010/521烧烤汁/BBQ汁 

 010/599 其它调料 

 
干果与蔬菜 

 
 010/601 干果 

 010/602 枣 

 010/603 无花果  

 010/604 干制蔬菜 

 010/605 干蘑菇 

 010/606 松露 

 010/607 坚果 

 010/608 杏仁 

 010/609 开心果 

 010/610 果仁 

 010/611 鸡尾果 

 010/612 果脯 

 
油脂 

 
 010/701 植物脂肪 

 010/702 植物油 

 010/703 橄榄油 

 010/704 油菜籽油 

 010/705 大豆油 

 010/706 葡萄籽油 

 010/707 坚果油 

 010/708 芝麻油 

 
 010/709 葵花籽油 

 010/710 其它油  

 010/721 人造奶油 

 010/722 其它烹饪油脂  

 
甜食与休闲食品 

 010/901 巧克力* 

 010/902 果仁糖* 

 010/903 其它可可及巧克力产品* 

 010/904 甜食* 

 010/905 杏仁和桃仁 

 010/906 果仁甜食产品* 

 010/907 点心* 

 010/908 口香糖* 

 010/999 其它甜食* 

*请参考特别参展细则第二条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冷冻食品 
冷冻水果及蔬菜 
冻肉 
冻鱼与海鲜 
冷冻即食食品 
冷冻烘烤食品 
冰淇淋 
冷冻奶产品 
冷冻食品原材料及辅料 
冷冻水果及蔬菜 

 020/101 冷冻水果(未加工) 

 020/102 冷冻水果产品 

 020/103 冷冻蔬菜(未加工) 

 020/104 冷冻蔬菜产品 

 020/105 冷冻马铃薯产品 

 020/106 冷冻芳草 

 020/107 冷冻蘑菇 

 
冻肉 

 020/201 冷冻肉（未加工） 

 020/202 冷冻肉产品 

 020/204 冷冻家禽肉(完整) 

 020/205 冷冻家禽肉 

 020/299 其它冷冻肉 

 
冻鱼与海鲜 

 020/301 冻鱼(未加工) 

 020/302 冻鱼产品 

 020/303 甲壳鱼及海鲜 

 020/399 其它冷冻海鲜 

 
冷冻即食食品 

 020/401 冷冻套菜 

 020/402 冷冻即食食品原料 

 020/403 冷冻比萨 

 020/404 冷冻法式面包 

 020/405 冷冻点心 

 020/406 冷冻面食 

 020/407 冷冻寿司 

 020/499 其它冷冻即食食品 

  
冷冻烘烤食品 

 020/501 冷冻蛋挞 

 020/502 冷冻蛋糕 

 020/503 冷冻面包和面包卷 

 020/504 冷冻小糕点 

 020/505 冷冻饺子 

 020/506 冷冻面食 

 020/507 冷冻香辣烘烤食品 

 020/599 其它冷冻烘烤食品 

冰淇淋 

 
 020/601 冰淇淋 

 020/602 冰淇淋产品半成品 

 020/603 冰块 

 020/699 其他冰产品 

冷冻奶产品 

 020/701 冷冻奶产品 

 



 

 2.40 褐色姜饼 

 2.41 心型姜饼 

 2.42 心型姜饼串 

 2.43 糖衣姜饼 

 2.44 威化姜饼(Elisen姜饼) 

 2.45 传统面包 

  2.46 蛋白杏仁饼干（榛子仁/

 

 2.47 杏仁糕点/杏仁饼干 

  2.48 大理石饼干 

 2.49 杏仁蛋白糕点 

 2.50 轻脆饼/轻脆饼饼干 

  2.51 牛奶什锦早餐产品 

 2.52 牛奶什锦早餐棒 

 2.53 榛子脆饼/榛子饼干/榛子

  2.54 橘子饼干 

 2.55 姜饼/姜饼球 

 2.56 硬姜饼 

 2.57 条形饼干，中间是威化饼 

  2.58 俄式面包 

  2.59 黄油蛋糕 

 2.60 芝麻蛋糕 

 2.61 蜜饯威化/月牙型蜜饯威

 

 

 2.62 多层饼干 

 2.63 Speculatius 饼干 

 2.64 茴 香 风 味 圣 诞 饼 干

  2.65 五香糕点/五香饼干 

 2.66 黄油糕点 

 2.67 果子饼干/果馅饼干 

 2.68 威化 夹心/不夹心/普通

 

 

 2.69 威化球/威化坚果 

  2.70 威化类/威化卷/指状威化 

 2.71 肉桂星 

 2.72 柠檬饼干 

 2.73 全麦饼干 
 2.74 全麦黄油饼干 

 2.75 面包干 

 2.76 马德蕾（Madeleines） 

 2.77 潘 娜 朵 妮 面 包

 

 

 

3 点心 

 3.10 脆饼干/咸开胃点心 

  3.11 腰果，咸的和/或烤的 

  3.12 开胃饼干 

 3.13 花生，咸的和/或烤的 

 3.14 花生泡芙 

  3.15 猪肉脆皮 

 3.16 饼干（压缩饼干） 

 3.17 榛子，咸的和/或烤的 

 3.18 奶酪饼干/什锦奶酪点心/

  3.19 薯片/薯条/其他马铃薯类

 

 

 3.20 开胃饼干/小比萨饼 

 3.21 咸脆饼卷 

  3.22 澳大利亚坚果，咸的和/

 

 

 3.23 澳大利亚坚果，干炒 

  3.25 杏仁，咸的和/或烤的 

  3.26 杏仁，干炒 

 

 

 

 3.27 什锦坚果/什锦坚果和葡

 

0 2 5 0 

 
 

    

 

客户号： 
       
 
 

 

       
 

主体参展商或联合参展商 
公司名称：                                              

1.31 / 3 

 030/402旋转烤肉 

 030/403 肉类小吃 

 030/404 烧烤用肉 

 030/405 希腊式烤肉 

 030/499 其它肉类方便食品 

 
肉用原料与添加剂 

 030/501 调料与腌料 

 030/502 天然和人造肠衣 

 030/599 其它肉用原料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代肉制品 

 030/601 代肉豆制品 

 030/602 代肉小麦制品 

 030/603 其他代肉制品  

 

Anuga 冷藏食品 
切片水果和蔬菜 
特制色拉 
鱼，甲壳鱼和海鲜 
新鲜伴菜/原料 
新鲜即食食品 
冷藏食品用原料与添加剂 
其它冷藏食品   
切片水果和蔬菜 

 040/101 切片水果 

 040/102 切片蔬菜 

 040/103 色拉块 

 040/104 豆芽 

 040/105 鲜土豆产品 

 040/106 预先煮熟的蔬菜 

 040/107 新鲜水果和蔬菜 

 
特制色拉 

 040/201 意大利色拉 

 040/202 土豆色拉 

 040/203 肉色拉 

 040/204 鱼色拉 

 040/205 蔬菜色拉 

 040/206 蛋类色拉 

 040/299 其它特制色拉 

 
新鲜水果和蔬菜 

 040/901 新鲜水果和蔬菜 

 
鱼，甲壳鱼和海鲜 

 040/301 鲜鱼 

 040/302 鱼产品 

 040/303 干鱼 

 040/304 咸鱼 

 040/305 熏鱼 

 040/307 甲壳鱼 

 040/308 海鲜 

 040/309 鱼子酱 

 040/310 寿司 

 040/311 罐装冷藏鱼 

 040/312 冷藏鱼蜜饯 

 040/313 鱼制品零食 

 

 
配料及其他辅助添加剂 

 210/801 芳香剂 

 210/899 其他配料及其他辅助添加剂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肉类 

鲜肉（未加工） 

肉产品 

肉罐头 

肉类方便食品 
肉用原料与添加剂 
鲜肉 

 030/101 猪肉 

 030/102 牛肉 

 030/103 小牛肉 

 030/104 家禽肉 

 030/105 羔羊和山羊肉 

 030/106 野生动物肉 

 030/107 水牛肉 

 030/108 鸵鸟肉 

 030/109 马肉 

 030/110 麋鹿肉 

 030/111 下水 

 030/112 兔肉 

 030/199 其它鲜肉 

 
肉产品 

 030/201 意大利腊肠 

 030/202 烟熏腊肠 

 030/203 夹馅腊肠 

 030/209 其它生肠 

 030/210 肝肉香肠 

 030/211 黑布丁 

 030/219 其它烤肠 

 030/220 意式肉肠 

 
 030/221 猪肉肠 

 030/225 禽肉肠 

 030/229 其它水煮香肠 

 030/231 生火腿 

 030/232 熟火腿 

 030/240 肉批 

 030/242 烟熏食品 

 030/243 咸肉 

 030/244 替代肉品 

 030/245 猪油羊油 

 030/246 蔬菜夹心肉类产品 

 030/250 儿童食用的香肠食品 

 030/299 其它肉类产品 

 
肉罐头 

 030/301 罐装香肠 

 030/302 香肠罐头 

 030/303 家禽肉罐头 

 030/304 野生动物肉罐头 

 030/305 肉罐头 

 030/399 其它含肉罐头 

肉类方便食品 

 030/401 肉类即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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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伴菜/原料 

 040/401 鲜汤 

 040/402 炖菜 

 040/403 新鲜调味品 

 040/312 冷藏鱼罐头 

 040/313 鱼肉休闲食品 

 040/404 新鲜意大利面 

 040/405 鲜水饺 

 040/406 水果甜点 

 040/407 凉开胃菜 

 040/408 凉酱料 

 040/409 冷藏无肉/无奶酱料 

 040/499 其它新鲜伴菜/原料 

 
新鲜即食食品 

 040/601新鲜肉类即食食品 

 040/602新鲜鱼类即食食品 

 040/603新鲜素食者即食食品 

 040/604 新鲜比萨 

 040/605 冷藏零食/零食食品 

 040/606 冷藏宽面条 

 040/607 冷藏三文治 

 040/699 其它新鲜即食食品 

 

冷藏食品用原料与添加剂 

 040/701 芳香剂 

 040/799 其他配料及其他辅助添加剂 

 
其他冷藏食品 

 040/801 冷藏糕点 

 040/802 冷藏烘烤食品 

 040/803 冷藏美味酱 

 040/804 冷藏鲜果汁 

 040/805 冷藏即食蛋糕 

 040/806 思慕 

 
新鲜水果和蔬菜 

 040/900 水果与蔬菜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奶制品 
牛奶及奶制品，牛奶替代产品 
奶油及奶油制品 
奶酪 
黄油 
甜点 
干奶制品 
水果制品/原料/原材料/辅助添加剂 
蛋及蛋类产品 
牛奶及奶制品，牛奶替代产品 

 050/101 巴氏消毒牛奶 

 050/102 保久奶 

 050/103 高温消毒牛奶 

 050/104 延长保质期奶（ESL） 

 050/110 混合奶饮料 

 050/111 含其它成分的奶饮料 

 050/120 奶酪 

 050/121 发酵乳 

 050/122 酸奶块 

 050/123 克非尔奶 

 050/124 天然酸奶 

 050/125 水果酸奶 

 050/126 含有添加成份的酸奶 

 

 050/127 饮料酸奶 

 050/130 炼乳 

 050/140 乳清饮料 

 050/150 豆奶制品 

 050/160 谷物或花生饮品 

 050/170 无乳糖牛奶和奶制品 

 050/180 代乳或代奶制品 

 
奶油及奶油制品 

 050/201 巴氏消毒奶油 

 050/202 保久奶油 

 050/203 高温消毒奶油 

 050/204 鲜奶油 

    050/205 酸奶油 

 050/206 雾化奶油 

 050/207 咖啡奶油 

 
奶酪 

 050/301硬质乳酪 

 050/302 乳酪片 

 050/303 半固体乳酪片 

 050/304 软质乳酪 

 050/305 凝乳酸乳酪 

 050/306 再制干酪及加工 

 050/307 奶油乳酪 

 050/308 含其它成分的奶油乳酪 

 050/309 未消毒乳酪 

 050/310 山羊乳酪 

 050/311 羊乳酪 

 050/312 牛乳酪 

 050/313 面条状乳酪 

 050/314 乳酪模子 

 050/350 低脂奶酪 

 

黄油 

 050/401 奶油黄油 

 050/402 发酵奶油 

 050/403 轻酸化黄油 

 050/404 涂抹奶油 

 050/405 黄油制品 

 050/406 其它黄油 

 
甜点 

 050/501 蛋奶沙司 

 050/502 大米布丁/甜点 

 050/503 焦糖奶油 

 050/504 慕司 

 050/505 甜点酱 

 050/599 其它甜点 

 
干奶制品 

 050/601 奶粉 

 050/602 乳清粉 

 050/603 乳糖 

 050/604 乳糖蛋白 

 050/605 酸奶粉 

 050/606 夸克粉 

 050/607 干酪 

 050/608 咖啡冲淡剂(速溶奶粉) 

 050/609 速溶饮料 

 050/699 其他干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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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制品/原料/原材料/辅助添加剂 

 050/701水果加工/原料 

 050/702 配料/原料/添加剂 

 

蛋及蛋类产品 

 050/801蛋及蛋类产品 

 

无糖牛奶和奶制品 

 050/901 无糖牛奶和奶制品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面包及焙烤 
面包（新鲜，冷冻，半烘焙） 
烘烤小食品 
精致烘烤食品 
保久烘烤食品 
涂抹食品 
无麸质烘焙食品 
烘焙用原料/配料/添加剂 
 
面包 

 060/101 小麦面包 

 060/102 混合小麦面包 

 060/103 全麦面包 

 060/104 混合黑麦面包 

 060/105 黑麦面包 

 060/106 全黑麦面包 

 060/107 特制面包 

 060/108 各种面包混合 

 060/109 面包干 

 060/110 玉米饼 

 060/111 混合烘烤食品 

 060/112 面包储存 

 060/113 烘烤半成品 

 
烘烤小食品  

 060/201 面包圈 

 060/202 椒盐卷饼 

 060/203 贝果 

 060/204 松饼 

 060/205 可颂/冰激凌华夫 

 060/299 其它烘烤小食品 

 
精致烘烤食品 

 060/301 金字塔蛋糕 

 060/302 海绵蛋糕体烘烤食品 

 060/303 海绵蛋糕 

 060/304 起酥蛋糕产品 

 060/305 圣诞果脯蛋糕 

 060/306 发酵蛋糕 

 060/307 丹麦面包 

 060/308 蛋糕 

 060/309 蛋挞 

 060/310 罐装精致蛋糕 

 060/399 其它精致蛋糕 

 
 

 
涂抹食品  

 060/501 果酱 

 060/502 水果沫 

 060/503 水果酱 

 060/504 果冻 

 060/505 水果奶油 

 060/507 李子果酱 

 060/508 果子露 

 060/509 枫树糖浆 

 060/510 蜂蜜 

 060/511 坚果/牛乳糖末 

 060/512 巧克力沫 

 060/513 花生酱 

 060/599 其它涂抹食品 

 
无麸质烘焙食品  

 060/601 无麸质烘焙食品 

 
 
烘焙用原料、配料与添加剂 

 060/901 原料与配料 

 060/902 添加剂 

 060/903 调味料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060/401 饼干 

 060/402 苏打粉产品 

 060/403 姜饼 

 060/404 威化面包 

 060/405 保久松饼 

 060/406 干面包 

 060/407 俄式面包， 蛋白甜饼 

 060/408 海绵蛋糕 

 060/409 杏仁饼干 

 060/408 海绵蛋糕 

 060/409 杏仁饼干 

 060/410 佛罗伦萨饼干 

 060/411 牛奶什锦焙烤食品 

 060/412 刻字姜饼 

 060/419 保久罐装焙烤食品 

 060/499 其它保久烘烤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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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ga 饮料 
非酒精饮料 
啤酒及啤酒混合饮料 
葡萄酒及起泡酒 
白酒 
原料、配料与添加剂 
 
非酒精饮料 

 

 

 070/101 果汁 

 070/102 果蜜 

 070/106 蔬菜汁 

 070/107 果汁浓缩液 

 070/108 矿泉水 

 070/109 泉水 

 070/110 温泉水 

 070/111 人工碳酸饮料 

 070/112 碳酸果汁饮料 

 070/113 软饮 

 070/114 含咖啡因的冷饮 

 070/115 即溶饮料 

 070/116 酶饮料 

 070/117 能量饮料 

 

 

070/118 混合水果汁/矿泉水饮料 

 070/119 冰茶 

 070/120 大豆饮料 

 070/121 健康饮料 

 070/122 运动饮料 

 070/123 近水饮料 

 070/124 糖浆 

 070/125 茶饮料 

 070/126 果汁饮料 

 070/199 其它不含酒精饮料 

 
啤酒及啤酒混合饮料 

 070/201 啤酒 

 070/202 不含酒精啤酒 

 070/203 减肥啤酒 

 070/204 麦芽啤酒 

 070/205 混合啤酒饮料 

 
葡萄酒与起泡酒  

 070/301 白葡萄酒 

 070/302 红葡萄酒 

 070/303 玫瑰葡萄酒 

 070/304 弱発泡酒 

 070/305 甜葡萄酒 

 070/306 苹果酒 

 070/307 水果莓酒 

 070/308 泡沫果酒 

 070/309 含果酒饮料 

 070/310 葡萄汽酒(有泡汽酒) 

 070/311 香槟 

 070/312 泡沫啤酒 

 070/399 其它果酒 

 
白酒  

 070/401 果酒蒸馏烈性酒 

 070/402 米酒及淀粉酒 

 070/403 水果烈性酒 

 070/404 马铃薯烈性酒 

 070/405 郎姆酒 

 

 070/406 烈酒 

 070/407 苦艾酒 

 070/408 开胃酒 

 070/409 水果酒精饮品 

 070/410 白酒 

 070/411 混合果汁酒 

 070/412 伏特加 

 070/413 威士忌 

 070/414 巴西郎姆酒 

 070/415 龙舌兰酒 

 070/417               

 

杜松子酒/金酒 

 070/416 鸡尾酒 

 070/450 其它酒 

 070/499 其它酒精饮料 

 

原料、试剂及添加剂 

 070/501 浓缩果汁 

 070/502 果汁浓浆 

 070/503 香精、提取物、香料 

 070/504 果蔬配料 

 070/505 甜味料 

 070/506 着色剂 

 070/507 基本原料 

 070/508 其他添加剂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有机食品 
有机熟食、美食/基本类/健康食品 
冷冻有机食品 
有机肉类、香肠、野味及禽类 
有机冷藏食品和鱼类 
有机牛奶及乳制品 
有机面包、焙烤类、涂抹食品和热饮 
有机饮料 
 
有机熟食、美食/基本/健康食品 

 210/110 基本有机食品及主食 

 210/120 有机面食(非冷冻) 

 210/121 有机稻米制品 

 210/122 有机马铃薯食品 

 210/123 有机谷物制品 

 210/124 有机谷类早餐食品 

 210/125 有机豆类 

 210/126 有机豆类制品 

 210/129 其他有机营养品 

 210/130 有机腌制果蔬与蘑菇 

 210/131 有机卤制品 

 210/132 有机腌制鱼制品 

 210/133 有机开胃菜 

 210/134 有机橄榄油 

 210/139 其他有机腌制品 

 210/140 有机速食米饭(非冷冻) 

 210/141 有机汤类制品 

 210/150 有机沙拉调料 

 210/151 有机调味料 

 210/152 有机精华和芳香 

 210/153 有机香草香料 

 210/160 有机干果蔬 

 210/161 有机果仁 

 210/170 有机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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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70 有机油及油脂 

 210/180 有机处方产品（非处方的补充物） 

 210/181 有机膳食补充剂 

 210/182 有机健康食品 

 210/183 有机无麸质产品 

 210/184 有机运动员食品 

 210/185 有机糖尿病食品 

 210/186 有机婴儿和儿童食品 

 210/187 有机营养食品 

 210/188 有机营养性产品 

 210/190 有机可可和巧克力制品 

 210/191 有机果仁糖 

 210/192 有机糖果 

 210/193 有机休闲食品 

 210/198 其他有机糖果及休闲食品 

 
有机冷冻产品 

  210/210 冷冻有机果蔬制品 

 210/220 冷冻有机肉制品 

 210/230 冷冻有机鱼肉及海鲜制品 

 210/240 冷冻有机即食产品 

 210/250 冷冻有机焙烤食品 

 210/260 有机冰激凌 

 210/299 其他冷冻有机制品 

 
有机肉类、香肠、野味及禽类 

  210/310 有机牛肉 

 210/311 有机猪肉 

 210/312 有机禽肉 

 210/313 有机野生动物肉 

 210/320 有机肉制品 

 210/330 有机腌渍肉制品 

 210/399 其他有机肉和肉制品 

 
有机冷藏食品和鱼类 

  020/408       

 

含蛋白质的产品 

 210/410 冷藏有机切片果蔬 

 210/420 冷藏有机熟食沙拉 

 210/430 有机鱼、贝类及海鲜 

 210/440 冷藏有机汤及炖菜类 

 210/441 冷藏有机调味料 

 210/442 冷冻有机面食 

 210/449 其他有机副食及配料 

 210/450 冷藏有机即食食品 

 210/480 其他冷冻有机制品 

 210/490 有机新鲜果蔬 

 
有机牛奶及乳制品 

  210/510 有机牛奶乳制品 

 210/520 有机奶油制品 

 210/530 有机奶酪 

 210/540 有机黄油 

 210/550 有机奶质甜点 

 210/560 有机奶粉产品 

 210/570 有机蛋制品 

 210/590 有机无乳糖牛奶和奶制品 

 210/599 其他有机奶制品 

 

 
 
 

 

有机饮料 

 210/710 有机果汁 

 210/711 有机蔬菜汁 

 210/712 有机矿泉水 

 210/713 有机软饮料 

 210/714 有机谷物饮料 

 210/715 有机豆浆 

 210/719 其他有机不含酒精饮料 

 210/720 有机啤酒和混合啤酒饮料 

 210/730 有机葡萄酒 

 210/731 有机起泡酒 

 210/732 有机香槟 

 210/739 其他有机含酒精饮料 

 210/740 有机烈酒 

*请将保健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保健食品”产品列表中！ 

Anuga 热饮 
咖啡 
茶 
可可 
咖啡 

  100/101 咖啡 

 100/102 意式浓缩咖啡 

 100/103 特制咖啡 

 100/104 生咖啡 

 100/105 大麦/麦芽/玉米咖啡 

 100/106 咖啡提取物 

 100/107 咖啡豆荚/胶囊 

 100/108 咖啡添加剂 

 100/109 速溶热饮料 

 100/110 热饮糖浆/酱汁 

茶 

  100/201 红茶 

 100/202 绿茶 

 100/203 水果茶 

 100/204 草本茶 

 100/205 茶提取物 

 100/206 其他茶 

 100/207 植物提取物 

可可 

  100/301 可可粉和混合物 

 100/302 生可可 

 100/303 可可脂 

 100/304 可可液块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有机面包、焙烤类、涂抹食品和热饮 

  210/610 有机面包及糕点 

 

 

210/630 有机精致蛋糕及焙烤食品 

 210/650 有机果酱 

 210/652 有机蜂蜜 

 210/659 其他有机涂抹食品 

有机热饮 

 210/810 有机咖啡 

 210/820 有机茶叶 

 210/830 有机可可 

 



 

 

Anuga 烹饪概念 
食品供应及服务市场的技术和设备 
食品供应及服务市场的食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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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技术 

 080/101 工作台 

 080/102 烘烤系统及配件 

 080/103 烤炉 

 080/104 Bain Maries 

 080/105 工作服 

 080/106 煎盘烤盘 

 080/107 香肠油炸锅  

 080/108 烹调冷藏技术 

其它用于食品服务和餐饮市场的食品和饮料 

 080/901 综合供应和主食 

 080/902 干谷物，淀粉或干果制品 

 080/903 罐装食品 

 080/904 速食食品和汤类食品 

 080/905 熟食酱料和调味剂 

 080/906 干水果和蔬菜 

 080/907 油类和脂肪 

 080/908 甜食和零食 

 080/909 冷冻水果和蔬菜 

 080/910 冷冻肉类 

 080/911 冷冻海鲜和鱼 

 080/912 冷冻速食食品 

 080/913 冷冻蛋糕和焙烤食品 

 080/914 冰激凌 

 080/915 冷冻奶制品 

 080/916 冷冻食品的原材料和添加剂 

 080/917 肉（未加工） 

 080/918 肉类食品 

 080/919 含肉类的蜜饯 

 080/920 以肉为基础的方便食品 

 080/921 肉类的原材料和添加剂 

 080/922 切片的水果和蔬菜 

 080/923 新鲜水果和蔬菜 

 080/924 熟食沙拉 

 080/925 鱼，贝壳类和海鲜 

 080/926 新鲜附加菜/原料 

   

   

   

   

   

   

   

   

   

   

   

   

   

   

   

   

 080/927 新鲜即食食品 

 080/928 冷藏和新鲜食品的原材料和添加剂 

 080/929 其他冷藏和新鲜食品 

 080/930 牛奶和奶制品 

 080/931 奶油和奶油制品 

 080/932 奶酪 

 080/933 黄油 

 080/934 甜品 

 080/935 干奶制品 

 080/936 水果配料/原料/主食/添加剂 

 080/937 蛋类和蛋类制品 

 080/938 无乳糖牛奶和奶制品 

 080/939 面包（新鲜，冷冻和半焙烤） 

 080/940 小面包 

 080/957 精细焙烤食品 

 080/941 长保质期焙烤食品 

 080/942 酱料 

 080/943 热饮 

 080/944 焙烤食品工业的主食，原材料和添加剂 

 080/945 软饮 

 080/946 啤酒和混合啤酒饮料 

 080/947 酒和起泡酒 

 080/948 烈性酒 

 080/949 原材料和反应物，添加剂 

 080/950 有机熟食，美食，主食和健康食品 

 080/951 有机冷冻食品 

 080/952 有机肉类，香肠，野生动物肉和家禽肉 

 080/953 有机新鲜方便食品和鱼制品 

 080/954 有机牛奶和奶制品 

 080/955 有机面包，焙烤食品，酱料和热饮 

 080/956 有机饮料 

*请将有机食品单独录入到“Anuga 有机食品”产品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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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 
非处方药 
食品补充品 
健康食品和营养食品 
功能食品 
非处方药 

 220/101 口腔与咽喉 

 220/102 感冒与免疫系统 

 220/103 提升能量 

 220/104 老人 

 220/105 肾与膀胱 

 220/106 过敏与花粉热 

 220/107 皮肤与粘膜 

 220/108 风湿与肌肉痛 

 220/109 拉伤，扭伤与淤伤 

 220/110 消化系统 

 220/111 药茶 

 220/112 心脏，循环与静脉 

 220/113 镇静剂 

 220/114 维生素与矿物质 

 220/199 其它非处方药 

 
食品补充品  

 220/201 食品补充品 

 
健康食品和营养产品 

 220/401 健康食品 

 220/409 无乳糖食品 

 220/410 减肥食品 

 220/411 无麸质食品 

 220/412 运动员食品 

 220/413 糖尿病患者食品 

 220/414 低盐食品 

 220/415 婴儿和儿童食品 

 220/416 特殊医疗用途的膳食食品 

 220/417 其他营养食品 

功能食品 

 220/501 功能食品 

 

 
需要指出的是，凡是参加 20179 Anuga 展览的药品必须经过联邦药品与医疗

用品研究所 (BfArM) 或者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的批准。 欲知详

情，请联系 BfArM, Kurt-Georg-Kiesinger-Allee 3, 53175  波恩，德国。电话： 

+49 22820730. 

 

协会、组织、商业出版、服务和 IT 
协会、组织 
商业出版 
服务和 IT 
协会与组织  

 300/101 协会 

 300/102 组织 

 300/103 机关部门，政府组织代理 

 300/105 联合广告 

 300/106 培训，咨询 

 
商业出版  

 300/201 专家文献 

 300/202 专业出版商 

 
服务与IT  

 300/301 IT服务 

 300/302 清洁与卫生 

 300/303 后勤/运输 

 300/304 贸易服务 

 300/305 外部饮食市场服务 

 300/306 电子商务 

 300/307 融资服务供应商 

 300/308 初级高级培训 

 300/310 HACCP 咨询 

 300/311 互联网服务 

 300/312 认证 

 300/313 质量管理 

 300/314 公司人力资源咨询 

 300/316 回收利用 

 300/317 雇用代理处 

 300/399 其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