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名称:   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采购交易会

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智慧酒店展览会

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计与工程展览会

展会时间:    2017年10月25-27日

展会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4.1H

指导单位：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

江西省旅游协会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

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展会概况

河南省旅游协会旅游饭店分会

贵阳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

亚太酒店协会

中国饭店业采购供应协会

中国酒店业主联盟

中国酒店投资人联盟



开幕式致辞嘉宾：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谦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 张晓军

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刘晨军

东呈国际集团高级副总裁 吴伟

展会概况

开幕启动仪式嘉宾（从左到右）：

美豪酒店集团董事长 龚兆庆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朱承蓉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谦

铂涛集团副总裁 张中皓



“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

经营展览会”作为业内最具专业性的酒店投资加

盟盛会，秉承推广优质、专业的连锁酒店、度假

村、公寓、民宿、精品酒店等，并邀约开发商、

投资商、业主方进行贸易对接，打造旅游住宿业

专属的投资加盟线下平台。近百个酒店品牌带来

各具特色的酒店样板房和品牌推介会，给现场的

观众以直观、新颖的体验。

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

展后报告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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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精美样板房展示 & 部分展商现场签约数量

展商 签约数 意向签约

维也纳 308

雅斯特 221

铂涛 289

华驿 98

尚美 62

晗月 37

格美 36

榴莲小星 32 186

东呈 24 400

美豪 58

宜必思 15 60

曼哈顿 10 20

开元曼居 350

御庭 60

品微 30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采购

交易会（HSF）”涵盖酒店工程、机电设备、家

具、卫浴、布草、餐厨、陶瓷、康体、食品等领

域。组委会自2009年起联合众多企业致力于推

广新产品与新技术，提升集团采购效率。而同期

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智慧酒店展览

会（SHE）”更是将焦点对准酒店智能化的发展

动向，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致力于尖端

技术的发布与探讨。“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

酒店设计与工程展览会（HDE）”是专为酒店业

主、酒店品牌方与酒店设计、酒店工程节能等机

构与企业搭建的线下交流、贸易平台。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采购交易会
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智慧酒店展览会
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计与工程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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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中国酒店投资与营销论坛

2017年10月25日 13:30-17:30
合作方：旅搜网

主题演讲：分享经济下的中国酒店市场

嘉宾：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副董事罗冰清

圆桌：国际酒店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守与变”

主持人：
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会长藏晓安

嘉宾：

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发展及战略联盟副总裁赵晖

万豪国际集团中国地区酒店业务发展副总裁郁国刚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资深发展总监金璐翊

凯悦酒店集团中国区地产及发展资深副总裁严庆光



现场论坛及活动

圆桌：中国民族品牌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嘉宾：

上海锦江卢浮亚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DCEO 周维

美豪酒店集团董事长龚兆庆

开元曼居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殷乾元

维也纳酒店集团执行总裁常开创

安伴酒店集团总裁赵飒爽

主题演讲：2017中国酒店业业绩趋势报告

嘉宾：STR中国区市场开发经理郭颂



现场论坛及活动

圆桌：中端酒店品牌的新思维与新商业

主持人：雅斯特酒店集团副总裁钟凯

嘉宾：

尚客优精选酒店CEO 王西光

尚美生活集团CEO 马博

锦江都城品牌总裁虞瑜

华住酒店集团发展副总裁张晓虎

东呈国际集团高级副总裁兼COO 吴伟

榴莲小星酒店管理公司CEO 程军

分享：国内中端酒店的业态

御庭酒店集团董事局主席潘凤金

中国酒店业投资与营销先锋榜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中国酒店投资与创新高峰论坛

2017年10月25日 13:30-17:20
合作方：中国酒店业主联盟

开场演讲
演讲嘉宾：迈点网副总裁丁晓宇

圆桌论坛：酒店品牌的拓展模式2.0版本解析

论坛主持人：东呈国际集团副总裁赵俊涛

对话嘉宾：

晗月酒店集团董事长 韩跃

雅斯特集团副总裁廖均旭

格美集团副总裁刘超

铂涛集团发展事业部副总裁 张青珣

时达客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琦玉

美豪酒店集团开发部总经理王世运

主旨演讲：酒店管理与投资的JV之路

演讲嘉宾：唐鸣世茂喜达酒店集团总裁



现场论坛及活动

圆桌论坛：管理契约中的酒店业主与酒店管理公司

论坛主持人：项卫大象商务谈判创始人

对话嘉宾：

经纬置地副总经理兼酒店事业部总经理戴培仁

施泰根博阁酒店集团高级副总裁陈南光

东部华侨城主题酒店群总经理陈彬

雅高美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开发副总裁晏春

温德姆酒店集团发展总监邓会蓉

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刘怡秀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主旨演讲：连接一切酒店软件、硬件和服务

演讲嘉宾：别样红信息科技创始人CEO 黄晓凌

圆桌论坛：酒店住宿类项目的投融资之道

论坛主持人：和泰酒店机构首席执行官王睿

对话嘉宾：

多彩投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张森华

窝趣品牌创始人、CEO 刘辉

别样红信息科技创始人CEO 黄晓凌

中信资本自营投资副总裁陈耀

酒店邦创始人寻龙资本合伙人陈熙慧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中国民宿&田园综合体行业高峰论坛

2017年10月26日 09:00-17:00
合作方：旅游情报、智汇乡创、栖客

行业发布 | 民宿行业标准的政策解读
嘉宾：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

尖峰对话 | “民宿组团” 独立与连锁之外的第三种姿势

嘉宾：

西坡创始人钱继良

大乐之野创始人吉晓祥

圆桌论坛 | 非标准住宿的有机添加

嘉宾：

云庐创始人周欣

朴宿创始人刘喆

墟里创始人小熊

桐庐秘境创始人六爷等



现场论坛及活动

Ted时间

Part1，换个思路——国产民宿品牌的海外之路

嘉宾：山水间创始人陈熙

Part2，跨界思考——非标住宿的合伙人机制

嘉宾：信远欣得王思远

Part3，道亦有道——标准住宿的非标准服务

嘉宾：同里湖度假村（二期）李涛

尖峰对话 | “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智汇蓝图

嘉宾：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朱建江



现场论坛及活动

智汇乡创创始人 谢荣祥峰对话 | “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智汇蓝图

嘉宾：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朱建江

智汇乡创创始人谢荣祥

圆桌论坛 | 支撑田园综合体的要素

嘉宾：

浩华管理顾问董事罗冰清

千宿创始人赖洪波

设计丰收董事丁婵

鹦鹉螺创始人张磊

海地生活&柴米多农场创始人洪嘉明等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中国酒店投资论坛上海峰会

2017年10月26日 09:20-12:40
合作方：中国酒店投资人联盟

权威报告发布一：《2017中国与全球酒店投资发展报告》

演讲嘉宾：浩华管理顾问董事蒋海峰

嘉宾主题演讲一：《酒店投资全价值链盈利模式》

演讲嘉宾：中国酒店投资人联盟主席马勇

嘉宾高端对话一：《中国地产集团、旅游集团投资酒店与发展》

主持：中国酒店投资人联盟秘书长安强

嘉宾：

粤港澳酒店总经理协会创会主席林和忠爵士

远洲酒店集团总裁马立丹

维也纳酒店集团轮值CEO兼中端酒店事业部总裁常开创

新加坡曼哈顿酒店管理集团总裁邓霁

开元酒店集团执行总裁侯峰



现场论坛及活动
嘉宾高端对话二：《中国酒店业的未来投资方向及回报》

主持：

酒店高参创始人兼CEO 罗家福

嘉宾：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孟凡生

贵州安顺大兴东国际旅游城总裁王期

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董事长屠琤

北京金海湖旅游集团副总裁栾仑树

嘉宾高端对话三：《中国酒店品牌配套产业的全价值提升》

嘉宾：

上海中链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仇静坚

酒小马文化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卫平

安徽乐金君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游通欣

新闻发布会
2017中国酒店TOP100全产业链领袖峰会
中国酒店“金狮奖颁奖盛典”新闻发布会

中国酒店投资“五星钻石奖”颁奖典礼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中国酒店装饰与竹材装饰设计应用推广峰会

2017年10月26日 13:30-17:20
合作方：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

演讲一：匠心打造（绿色酒店）集成装配

主讲人：上海嘉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阮建荣

演讲二：论多元文化（民宿、特色小镇与酒店式管理）所撬

动的产业链条

主讲人：乡伴创客学院院长顾军

圆桌讨论:“绿色酒店集成装配”

嘉宾：

金陵酒店集团采购中心副总经理张子奇

北京市饭店行业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雷凯

源光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培青

樸石建筑工程设计管理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樸石建筑师事务所(台北) 创始人 赖宏铭



现场论坛及活动

2018首届装配式竹家居制品创意设计大奖赛启动仪式

仪式启动见证人：

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陈玉和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叶柏风

杭州百丈镇党委副书记宋亮

上海嘉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石纪良

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秘书长罗志伟

杭州百丈镇文创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君军

SIDP上海国际设计师平台创始人吴曼伦

上海嘉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裁韩慧琴

圆桌论坛：论多元化的酒店设计与建造

主持人：SIDP上海国际设计师平台创始人吴曼伦

嘉宾：

上海磁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住集团丞家（上海）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肖熹

上海嘉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建荣

上海郑稼和设计事务所创始人郑稼和

北京康莱德酒店北京市饭店行业工程专业委员会工程总监理事宛华涛



现场论坛及活动

智慧酒店—酒店盈利和体验改善的基本动力和最佳场景

2017年10月27日9:30-12:00

主题发言:《酒店科技，彷徨于未来与现实的抉择》
嘉宾：住友酒店集团CIO陈勇

主题发言：《移动化酒店运营助力效率提升》
嘉宾：华住酒店集团系统研发部高级总监宋洪方

主题发言：《Wehotel用技术玩转会员营销》
嘉宾：锦江Wehotel 总裁孟令航

主题发言：《智能酒店的方案选择及商业价值》
嘉宾：深圳云客智能酒店公司董事长戴万谋

主题发言：《酒店“平台+终端”住宿场景智能化解决方案
》
嘉宾：众荟信息科技高级副总裁宫向农

主题发言：《台湾酒店云端智能的新体验》
嘉宾：台湾THTA秘书长 郑乾池



现场论坛及活动

主题发言：《智慧云端ICT,敏捷业务创新》

嘉宾：青云科技CEO  黄允松

圆桌讨论:智慧酒店-得不偿失的鸡肋还是再上台阶的机会？

主持：台湾THTA秘书长郑乾池先生

嘉宾：绿地集团CIO 金勇先生

嘉宾：锦江Wehotel CEO 孟令航

嘉宾：埃深哲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韩光辉先生

嘉宾：中长石基副总裁、西软科技总经理王敏敏

嘉宾：众荟信息科技高级副总裁陈文哲



部分精彩时尚活动一览



现场品牌推介会/洽谈会

锦江卢浮亚洲品牌推介会 格美集团品牌现场洽谈

尚美生活集团品牌推介会

锦江全球采购平台发布会 洲际智选假日现场洽谈

东呈国际集团品牌现场洽谈 开元曼居品牌现场洽谈 雅斯特酒店集团品牌推介会



现场品牌推介会/洽谈会

曼哈顿品牌推介会 美豪酒店集团品牌推介会

瓴高设计现场推介会

维也纳酒店集团品牌现场洽谈

晗月H酒店品牌推介会 御庭酒店集团现场交流 尖微艺术酒店品牌现场洽谈

铂涛集团品牌推介会



观众统计

为更好地提升参展企业的参展效果，寻找

更多的专业买家与商机，主办方实施了一

系列宣传推广方案。从观众统计来看，本

届展会专业观众达2778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