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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将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大湾区由此产生的虹吸效

应将为商贸、住宿、旅游、餐饮等领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市场需求。

深圳国际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简称THE深圳酒店展）顺势而行，将打造成为大湾区酒餐行业

盛会。展会内容涵盖10大热门主题专区及系列高端行业论坛赛事，以产品展示、品牌建设、商务

配对、趋势分享等多形式汇聚行业渠道、投资、酒店业主、采购商等专业买家及业界领袖，为买

卖双方搭建一站式专业高效的商贸交流平台，助力企业进军大湾区，开拓快速增长的中国及全球

酒餐行业市场。

潜力大湾区   进军全球市场的绝佳跳板

220,000m 20,000+500+

参展品牌

展会介绍

十大主题专区  覆盖市场热需

地理优势——立足深圳，位于超级城市群核心以及旅游黄金三角核心地位，辐射大湾

区，连接国内及国际市场

联动发展——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两展联动，共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以及连接

“一带一路”新兴国家地区的重要枢纽

定向邀约——多形式多维度全方面专业观众定向邀约，提升参展效益

专业团队——主办方深耕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市场，拥有资深主展经验和资源

·  展会优势  ·  

国际视野——立足国际，资源整合，助力打造大湾区品牌酒店展名片

行业标杆——汇聚国内外品牌，精彩呈现大湾区酒店餐饮行业高端盛会

品类齐全——十大主题专区，全方位一站式展示采购交易平台

趋势首发——聚集行业领军企业，高端论坛共探市场新机遇

·  展会亮点  ·  展览范围

◆ 厨房及餐饮用品
中西厨设备、厨房炉灶、刀具、烘焙/制冷设备、冷藏/保鲜柜、洗

碗机、排风/环保设备等

◆ 桌面用品
不锈钢餐具、竹木/陶瓷/玻璃餐具、美耐皿餐具、料理用具、玻璃

器皿、金银器、筷子、烛台等

◆ 大堂客房
酒店电视机、电话机、保险箱、电子门锁、客房装饰、梳妆镜、水

壶、易耗品、服务车、床头控制系统、演讲咨客台、LED指示屏等

◆ 商业照明
LED室内灯具、户外照明、墙体照明、节能灯具、智能照明系统、

灯具灯饰等

◆ 商业空间建材&家具装饰 门窗锁配、砖石板材、墙面材料、沙发椅凳、书柜、桌子等

◆ 环保餐具&包装
环保餐具、一次性环保餐盒、竹木筷、可降解餐盒、可降解包装

袋、塑封机等

◆ 清洁洗涤
洗地机、抛光机、擦地机、电子打泡箱、吸水机、吸尘器、垃圾桶、

尘推、清洁洗涤剂、石材护理设备、空净设备、洗衣房设备等

◆ 酒店布草纺织
床上用品、酒店布艺、窗帘、台布、台垫、餐巾、浴巾、地毯、

羽绒制品、酒店布草等

◆ 食材酒饮
食品及饮品原料、茶制品、咖啡及咖啡制品、奶系列、酒类产品、

调配料等

◆ 智能酒店
智能机器人、POS终端显示系统、酒店会议、监控系统、感应系

列产品、康体智能设备等

系列主题活动  汇聚行业精英 

THE深圳酒店展

饭店业文化交流大会 中国酒店业营销大会

“ 设计+，创新空间 ” 主题对话会
绿色空间 ● 健康未来行业高峰论坛

全国饭店业星级侍酒师专项赛

智慧空间-智能服务机器人现场展示秀
国际咖啡拉花大比拼

潮流饮品现场调配试饮赛 第二届THE起点酒店用品设计大奖赛

系列

主题活动

汇聚

行业精英 

大湾区人口总数近7,000万，年GDP总量1.64万亿美元是香港的逾四倍。01

预估未来三年大湾区经济增长将快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大湾区GDP到

2030年将超越东京湾、纽约湾。02

超级城市群建设、城市化进程、资本人才吸引、商贸往来等发展将极大带动

商旅住宿、办公配套、居住改善等需求，大湾区未来房地产需求空间巨大。03

国家战略地位与政策利好，以及交通连接性改善带来的强大经济协同效应，

大湾区酒店市场将处在一个渐进式的上升阶段中。04

2035 成为一流湾区

2022 实现国际一流湾区的初步构想

 
中央政府出
台另外16项
政策措施

11月
2019

 
中央政府出

台8项政策措施

3月
2019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协议》确立大湾区发
展的关键合作领域

7月
2017

一带一路

倡议

3月
2015

公布深圳示范区
发展计划，改革
目标包括经济、
法制和环境

8月

2019

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2月

2019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提出中国南部城
市群的构想

3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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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用品、酒店布艺、窗帘、台布、台垫、餐巾、浴巾、地毯、

羽绒制品、酒店布草等

◆ 食材酒饮
食品及饮品原料、茶制品、咖啡及咖啡制品、奶系列、酒类产品、

调配料等

◆ 智能酒店
智能机器人、POS终端显示系统、酒店会议、监控系统、感应系

列产品、康体智能设备等

系列主题活动  汇聚行业精英 

THE深圳酒店展

饭店业文化交流大会 中国酒店业营销大会

“ 设计+，创新空间 ” 主题对话会
绿色空间 ● 健康未来行业高峰论坛

全国饭店业星级侍酒师专项赛

智慧空间-智能服务机器人现场展示秀
国际咖啡拉花大比拼

潮流饮品现场调配试饮赛 第二届THE起点酒店用品设计大奖赛

系列

主题活动

汇聚

行业精英 

大湾区人口总数近7,000万，年GDP总量1.64万亿美元是香港的逾四倍。01

预估未来三年大湾区经济增长将快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大湾区GDP到

2030年将超越东京湾、纽约湾。02

超级城市群建设、城市化进程、资本人才吸引、商贸往来等发展将极大带动

商旅住宿、办公配套、居住改善等需求，大湾区未来房地产需求空间巨大。03

国家战略地位与政策利好，以及交通连接性改善带来的强大经济协同效应，

大湾区酒店市场将处在一个渐进式的上升阶段中。04

2035 成为一流湾区

2022 实现国际一流湾区的初步构想

 
中央政府出
台另外16项
政策措施

11月
2019

 
中央政府出

台8项政策措施

3月
2019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协议》确立大湾区发
展的关键合作领域

7月
2017

一带一路

倡议

3月
2015

公布深圳示范区
发展计划，改革
目标包括经济、
法制和环境

8月

2019

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2月

2019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提出中国南部城
市群的构想

3月

2016

2021.6.8-10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深圳国际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行业资讯

商贸机构/国际采办

酒店/旅馆/招待所/度假村/民宿

进出口商/经销商/代理商/批发商/制造商

高档餐厅/饭店/餐馆/快餐店/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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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店/烘培店/糕点店/品牌食品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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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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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Shenzhen International Hotel & Restaurant Expo

THE系列展：

2021海南（东盟）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2021海南（东盟）建材及装饰博览会
参展咨询��0898-65358515
媒体及活动合作��13337627917

新空间 · 新高地 ·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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