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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B进口食品专区
平台价值定位

n 全年新品首发平台，锁定采购份额；

n 全球尖品优品高地，释放产品势能；

n 抢占下沉市场份额，抓住增长引擎；

n 巩固优势市场区域，拉升消费频次；



疫情影响渐消退，政策大力扶持经济与消费，行业信心回归

减负担：2.2万亿增值税留抵退税

促消费：40亿政府消费券带动3.5倍新增消费

宽信用：9.53万亿新增人民币贷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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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当期值(亿元） 零售总额同比增幅(%) 2022年 指数值 环比增长

1月 121.5 1.42%

2月 120.5 -0.82%

3月 113.2 -6.06%

4月 86.7 -23.41%

5月 86.8 0.12%

6月 88.9 2.42%

7月 87.9 -1.12%

8月 87 -1.02%

9月 87.2 0.23%

消费者信心指数 丨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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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市场消费依然强劲，成食品快消主要增长点

数据来源：凯度消费者指数



线下实体零售占比56%，仍是食品企业基本盘

数据来源：凯度消费者指数



全年首发，全国糖酒会，领航全球尖货“下沉”

“展新品”：行业全年首发平台

“链渠道”：深度互动下沉渠道

年度第一展，锁定行业年度采购计划
展商数量：5,000+

展览面积：260,000㎡

现场交易额： 220亿+

观众数量: 300,000+

辐射全国 渠道商齐聚

31%

19%

16%

10%

10%

9%

5%

西南

华东

华北

华中

华南

东北

西北



品 牌 赋 能

渠 道 触 达传统经销商、各级批发
商

区域经销商大商

品牌运营商

终端

• 看行业趋势优化产品结构
• 行业聚会，洞察行业发展机会.

KA 零售终端及电商

• 参加年度经销商聚会，确定年度采购计划
• 看行业新品，拓展新的合作机会

品牌运营商

• 参加年度经销商聚会，确定年度采购计划
• 协同零售终端，共同选品优化产品结构.

经销商（区域大商）

• 订单采购
• 行业趋势选品及商业机会拓展
• 获取行业最新资讯，参与行业活动

传统经销渠道商、各级批发商及零售商

全国盛会，汇聚优势渠道，贯穿下沉市场，助力企业扩增量



品 牌 赋 能

渠 道 触 达

精准专业观众，渗透全国经销体系，链接更多商业机会



产品力

渠道力

品牌力

• 产品品质保障
• 成分口味创新
• 包装组合创新

• 标杆渠道占领
• 创新玩法实践
• 优质场景赋能

全渠道覆盖能力  数字化能力建设  供应链降本提效

优质
下沉
渠道

IFB专区再升级 助力优品下沉

甄选全球尖货 助力企业的产品势能与品牌势能在下沉渠道释放

线上品销合一

线下强化变现



链接新市场与新人群，新产品激活增长

一线市场边际效应递减
下沉二三线，开辟新市场

提供新的消费理由
激活新增长

高增长 可复制 人群细分 场景聚集 高品质 性价比

数字化助力消费者画像
优势渠道凸显



优势渠道紧密链接—近场消费优势及中小型连锁业态脱颖而出

+22.3%

+14.3%

低线城市门店占比：56%
高线城市门店占比：44%

低线城市门店占比：69%
高线城市门店占比：31%

连锁便利店门店数量
增速 (2021 vs 2019)

连锁超市门店数量
增速 (2021 vs 2019)

渠道类型 店铺类型
店铺数量 增长率 21vs19

现代通路
（经销）

传统通路
（批发）

连锁店铺 
15万 +14%

非连锁大超市
数量少，增速高

非连锁小型超市

BC店/食杂店

大型卖场

连锁超市

便利店

数据来源：Nielsen

社区店
近场优势



优势渠道紧密链接—近场社区店的迭代转型加速释放下沉市场潜力

近场社区店(小超市+BC店)高度集中于人口大省

贵州，云南，江西，
山东，广西

门店数量排名前5位，占总数的43%

店铺数量增长排名全国前5位

河北，山东，河南，
四川，广东

中西部门店增长迅猛

数据来源：Nielsen



热点产品线高度聚焦，甄选高潜力下沉产品

产品力创新：更高品质 更高性价比

n 人群细分
强化功能性 拓展新人群

n 营养健康
成分减法、营养加法

n 潮玩有趣
新奇造型、个性IP

n 品质可靠
国际化品牌、先进工艺

品牌力已显：更高品牌势能 为下沉固基础

n 品牌大包装
强品牌、高性价比

n 低准入门槛
10元价格段、特色尝新

n 场景化赋能
链接场景 激活新增长与复购

n 便携易分享
方便卫生、享乐社交

n 标杆渠道占领
成熟玩法，推动高效复制

n 多渠道布局
线上曝光，促进线下变现

n 品牌故事
品质与场景，赋能传播



闭门会
结合消费场景，进行
品牌故事宣讲，针对
下沉市场进行新品导
入，甄选优质合作伙
伴

高峰论坛

大赛
实现品牌赋能和
渠道对接的双重
收获

贸易配对

需求提前互通，实
现一对一精准对接，
精准锁定目标渠道
与人群，深入沟通，
达成合作

欢乐购

洞察下沉市场渠道发展
热点，探讨疫情后下沉
市场商业模式的变化，
与分销体系进行合作模
式探讨。

促销推广、渠道测试、
市场调研与消费者反馈、
在零售终端面向消费者
推广品牌

丰富活动，多渠道全方位触达经销渠道商



高峰论坛：“金产品 新渠道”食品经销商高峰论坛

下沉市场经销商热点话题

下沉选品方法论，产品力、渠道力、品牌力塑造

渠道数字化转型中的机遇

下沉市场分销体系合作模式探讨

如何赋能经销商提高产品动销

下沉市场经销优秀案例分享

RCEP带来的进口食品产业链机遇

凝聚下沉市场经销商关切，成为经销商
糖酒会固定参与活动

聚合产业链资源，挖掘优质产品新商机

产品如何百炼成金  渠道如何焕新活力



闭门会：文化先行 新品导入 下沉策略的深度研讨

奢适健康产品文化输出，讲述品牌故事，夯实品牌溢价价值

凸显品牌文化价值，共享品质产品优质渠道

品牌故事宣导，构筑品牌价值

分享下沉市场运营经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介绍数字化运营工具，挖掘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提升动销

赋能渗透下沉市场优质渠道

结合场景化，在下沉市场复制标杆市场成功经验，寻求新增长点

破圈触达目标人群，提升下沉市场能见度

对话核心渠道，探讨下沉方法论



全球食品欢乐购：展店联动，终端链接，C端触达

制造热点
品牌推广

新品导入
渠道测试

样板市场
渠道拓展

终端促销
双重收益

新闻发布会 联动终端
陈列、试吃、促销主题日推广活动 金牌经销商巡店



贸易配对：双方信息提前互通，现场高效精准对接，渠道拓展零距离

深度合作模式沟通 渠道需求一手信息 下沉渠道精准对接 产品销售机会

品牌运营商专场 零售终端专场 联合采购/OEM定制 临期/促销 专场



现场大赛：携手成都营养学会，健康内容专业输出

O2O社区采购专场

目标人群，健康内容持续输出 细分渠道，场景式定向渗透

专业赛事，赋能品牌健康形象 持续传播，拓展品牌影响力



现场大赛：火锅大赛  联手四川火锅协会，撬动【万亿】火锅市场

渠道互动，对接下沉新通路

深入场景，获取市场有效反馈

专业赛事，赋能品牌渠道力

持续传播，拓展品牌影响力

联合四川火锅协会，顶级火锅连锁品牌全员参与，制造行业新看点



多重手段，深挖买家需求，护航参展成效

01 03 05

02 04

多媒体方式

数据库有效渗透

市场小组，深入食品集散

地批发市场零售终端等，

实地调研买家寻求，进行

面对面邀约。

Call Center团队，集中电

话跟踪，调研采购需求，

一对一邀约。

针对20万观众数据库，综

合运用媒体方式传递展会

信息，吸引观众到场。
全程跟踪专业观众，了解买

家需求，产出相关数据报告，

同时辅助推进线上课堂的开

发和话题调研等工作。

相关协会组织，确保VIP

买家到场

•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进口食品分会

• 成都市食品流通商会

•广州越秀区食品商会

•合肥长江市场食品商会

•南京重彩批发市场管委会

……

MI团队

全面数据分析

实地走访

面对面邀约

多方合作

确保VIP到场

Call Center

一对一邀约



VIP观众现场服务，确保买家到场

• 预登记买家：提前快递观众证件，便捷入场时间，提升观展效率

• VIP买家招待计划：有IFB专区提供酒店住宿，确保VIP买家到场

观众签到 巴士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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