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时间 :    2019年6月3-5日

展会地点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10.2馆、11.2馆

指导单位：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 广东省旅游协会 

主办单位 :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酒店业主协会  

                    洲际酒店集团中国区酒店业主协会
               
支持单位：           世界酒店联盟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              

湖南省旅游协会                            

天津市旅游协会饭店分会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                         

福建省旅游协会饭店分会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                       

山西省饭店业商会                       

 西安旅游协会                             

 南宁市旅游协会                                              

展会概况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

江西省旅游协会   

河北省旅游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

河南省旅游协会旅游饭店业分会

四川省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湖北省旅游协会旅游饭店分会       

广东省商业地产投资协会

深圳市饭店业协会

贵阳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

                                      



开幕式致辞嘉宾：
广东省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曾颖女士

雅阁酒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黎明先生

赢商网董事长  吴传鲲先生

华住集团高级副总裁  庄松成先生

展会概况

启动仪式嘉宾：
广东省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曾颖女士

美豪酒店集团董事长  龚兆庆先生

仟那酒店集团董事长  陈坤峰先生

坤逸酒店集团创始人  任海涛先生

秋果酒店董事长  刘伟先生

食云集市场总监   郑歆琼女士



酒店投资、收购、特许经营一直是近年的

行业焦点，而精品酒店、酒店式公寓、民

宿也在不断壮大，如何在住宿业多元发展

的格局中彰显品牌特色和优势? “第七届

中国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

（广州站）（HFE）”就为需求者搭建最

佳的展示平台。众多优质的连锁酒店、度

假村、精品酒店、民宿品牌在现场与来自

全国各地投资方、业主方、开发商进行精

准的业务对接。今年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

加入HFE，现场更有重金打造的样板房等

您体验。

第七届中国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广州站）

展后报告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精美样板房展示   



部分精美样板房展示   



现场品牌推介会/洽谈会

     锦江酒店现场推介会 铂涛集团现场洽谈万豪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维也纳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洲际酒店集团现场推介会

         华住集团现场洽谈          美豪酒店集团现场推介会                   一宿现场洽谈



现场品牌推介会/洽谈会

木莲庄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坤逸酒店集团现场推介会 爱琴海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丽呈酒店集团现场推介会

秋果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仟那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有戏酒店集团现场推介会 雅阁酒店集团现场洽谈



由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中国

商业地产第一平台赢商网联合主办的

“2019中国国际商业地产投资展览会

（广州站）”于2019年6月3-5日在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琶洲馆）

举行。展会旨在推广优质的商业地产

开发商、商业经营管理公司，并邀约

投资机构、物业持有方以及配套的零

售业、餐饮品牌进行专业对接，打造

专属的投资线下平台。

第一届中国国际商业地产投资展览会（广州站）

展后报告



CPIE展览会一览



作为酒店项目投资后及筹改建酒店的重要

环节，“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店设备及用

品采购交易会（广州站）（HSF）”涵盖

酒店工程、机电设备、家具、卫浴、布草、

餐厨、陶瓷、康体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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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国际智慧酒店展览

会（广州站）（SHE）”更是将焦点对准

酒店智能化的发展动向，致力于尖端技术

的发布与探讨。而“第五届中国国际酒店

设计与工程展览会（广州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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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对

接平台。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采购交易会（广州站）
第六届中国国际智慧酒店展览会（广州站）
第五届中国国际酒店设计与工程展览会（广州站）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部分参展企业展位一览



现场论坛及活动

2019中国文旅产业投资论坛暨洽谈会（广州）

论坛一：文旅产业的投资机遇与风险

指导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
                 广东省旅游协会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文旅帮、乡闲网

时间：2019年6月3日 09：30-11：50

09：30-09：35    主持开场

09：35-09：45    开幕致辞

09：45-10：05    主题演讲：大湾区文旅投资环境及发展趋势

10：05-10：30    项目推介（山东省日照市文旅项目）

10：40-11：05    项目推介（湖南省张家界桃花溪谷文旅项目）

11：05-11：50    圆桌讨论：文旅产业投资的机遇与困惑



现场论坛及活动

2019中国文旅产业投资论坛暨洽谈会（广州）

论坛二：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乡闲网

时间：2019年6月4日 13：30-16：30 

13：30-13：35  主持开场

13：35-14：05  主题演讲：民宿集群的建设与发展

14：05-14：50  圆桌讨论：吸引优质品牌落地的关键因素

14：50-15：05  主题演讲：新时代精品酒店的服务创新之路

15：05-15：50  圆桌讨论：投资热潮下精品酒店如何创造商业价值  

15：50-16：05  主题演讲：带你住进山林湖海
  
16：05-16：30  主题演讲：优质品牌如何实现民宿集群化运营



现场论坛及活动

酒店业主甄选品牌之道（第2期）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酒店业主协会
特别支持：美团酒店学院

时间：2019年06月03日 10：30-11：30， 13：30-16：30

10：30-11：30   圆桌：“大咖论道”
 
13：30-13：40   开场主持 

13：40-14：10   主题演讲：酒店的投资，取胜王道！

14：10-14：55   圆桌讨论：精品酒店，酒店品牌的个性之选                    

14：55-15：45   圆桌讨论：酒店品牌的甄选之道

15：45-16：30   圆桌讨论：未来酒店生态的发展，路在何方？



现场论坛及活动

跨界赋能·融合共赢 -酒店与餐饮跨界合作论坛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

协办单位：美团餐饮学院

时间：2019年6月3日 13：00-16：40

13:00-13:20 嘉宾签到

13:20-13:30 主持

13:30-13:40 主题：酒店跨界合作               

13:45-14:05 主题：新餐饮·外卖精细化运营解析  

14:10-14:30 主题：用社交咖啡嫁接异业连锁     

14:35-14:55 主题：门店流量与场景化体验营销  

15:00-15:20 主题：新餐饮赋能新商旅          

15:25-15:45 主题：餐饮发展“真破局”之道     

15:55-16:20 圆桌讨论环节，主题“中端酒店与餐饮发展“真破局”跨界之道”



现场论坛及活动

餐饮产业与购物中心渠道论坛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赢商网

时间：2019年06月03日  13：30-16：30

13:00-13:20 来宾签到/主持人开场  

13:20-13:40 主办方欢迎致辞  

13:40-14:00  启动仪式  

14:00-14:20 报告发布 《赢商大数据：2019年购物中心餐饮业态发展报告》 

14:20-14:40 主题演讲 ：新餐饮时代的单品突围 

14:40-15:00 主题演讲 ：轻餐、快餐，如何实现快速区域扩张？

15:00-16:00 圆桌对话 ：如何看待2019餐饮品牌发展现状？

 



现场论坛及活动

大住宿业空间价值创新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旅搜网

时间：2019年6月4日 09：30-16：45

09:30-09:35  主持人开场

09:35-09:40  欢迎辞

09:40-10:00  酒店业2019年上半年连锁化发展暨大湾区品牌发展报告

10:00-10:20  大住宿业2019上半年经营形势报告

10:20-11:00  圆桌讨论： 中国地产界进军酒店业的号角

11:00-11:40  圆桌讨论： 国际酒店品牌在空间价值上的创新与探索

11:40-12:05  圆桌讨论：如何用增量思维运营中小酒店

14:10-14:30  酒店业2019年上半年投资发展报告

14:30-14:50  酒店业2019年上半年消费者趋势报告

14:50-15:35  圆桌讨论： 中国酒店品牌在空间价值上的创新与探索

15:35-16:20  圆桌讨论： 大住宿业场景空间价值的探索者

16:20-16:30  主题演讲：聚力 创新 共赢—VR娱乐空间



现场论坛及活动

酒店AI和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新应用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工程专业指导组

时间：2019年6月4日 09：30-12：00 

09:30-09:35  论坛开场

09:35-09:45  开幕致辞

09:45-10:05  主题发言：AI在智慧酒店的人性化应用

10:05-10:45  圆桌论坛： 人工智能助力提升酒店工程管理智慧化

10:45-11:05  主题发言：酒店筹建玻璃幕墙的选型

11:05-11:25  主题发言：中央空调风机盘管舒适性节能控制

11:25-11:45  圆桌论坛： 新形势下酒店节能减排工作如何开展

11:45-12:00  闭幕致辞



现场论坛及活动

粤港澳品牌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锦江国际会展、粤港澳酒店总经理协会

时间：2019年6月5日 09：20-12：30 

09:20-09:30  新闻发布：《2019第七届粤港澳酒店总经理协会周年庆暨粤港
澳GHM金珠奖颁奖盛典》

09:40-09:50  开场致辞：改革开放40年，粤港澳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

09:50-10:00  特邀嘉宾致辞：锦江国际会展助力粤港澳酒店业产业发展

10:00-10:15  特邀嘉宾致辞：粤港澳酒店业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

10:15-10:30  特邀嘉宾演讲一：新金融、新模式为酒店产业赋能

10:45-11:00  特邀嘉宾演讲二：粤港澳大湾区中档酒店发展未来

11:00-11:15  特邀嘉宾主题演讲四：粤港澳餐饮业投资新方向

11:15-11:30  特邀嘉宾演讲五：WAD与粤港澳酒店设计产业的有效融合

11:30-12:00  特邀嘉宾圆桌对话一：粤港澳酒店管理的品牌发展

12:00-12:30  特邀嘉宾圆桌对话二：粤港澳产业融合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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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万人次

              观众的参观目的               观众在决策中的角色

              观众的行业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