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东盟）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T h e  H o t e l  E x p o
2020.11.27-29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 后 报 告
Postshow Report

新起点 新机遇 新发展

指导单位：中国饭店协会
主办单位：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
                      海口市商务局                  

协办单位：湖南省商务厅商务展览中心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
                      海南省室内装饰协会                  
                      汕头市酒店配套行业协会
                      佛山市进出口商会
                      中山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云浮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北京泰莱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海南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OVERVIEW
展会概述



海南（东盟）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T h e  H o t e l  E x p o

2020.11.27-29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新起点 新机遇 新发展

一站式商贸平台  汇聚酒餐行业资源

展 览 面 积 / S c a l e 展 商 / E x h i b i t o r s 观 众 / V i s i t o r s

3 0 , 0 0 0 平 方 米 5 0 0 家 10,586 人 次



    2020年11月27-19日，首届海南（东盟）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南酒店展）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海口西海岸）圆满落幕。同期举办的千人规模的第五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第三届全国饭店业星级侍酒师专项
赛（全国总决赛）也完美谢幕。
    2020是特殊的一年。在疫后的特殊时刻，在这短短的3日里，我们全面地释放了疫后中国酒店及餐饮用品行业的精
粹极致，密集地展示优质产品及供应商、精湛工艺、分享面向未来的商业洞察和行业趋势，为酒店及餐饮用品行业
注入了新的能量与创新元素。
    2020亦是充满机遇的一年。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首届海南酒店展汇聚了众多来自内地、港台地区的生产商、
供应商、渠道商、行业观众、媒体、商协会等行业人士齐聚海口，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展示、商洽交流、论坛活动、
政策分享、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酒餐行业人士牵线搭桥，深入行业，进驻自贸港，开拓东盟及更多新兴市场搭建更
有价值的高效平台。



VISITORS
观众分析



观众关键数据 Visitor Key Figure

81.4% 72.3%80.8%

参观满意度
SATISFACTION

下届参观意愿
RETENTION

向同行推荐展会
NPS



参观目的 Purpuse of Visit

52%

13%

11%

3%
2%

11%

7%

1%

关注新产品新趋势，为业务规
划和采购做准备
网罗备选供应商、合作伙伴

与现有的供应商会面商谈

见特定的展商洽谈订单业务

评估展会效果，考虑是否参展 

出席会议论坛，学习提升

拓展人脉，结识朋友

观察参展的竞争对手动向



52.30%

10.80%

9.50%

3.20%
2.10%

2.60%

TOP15 城市分布占比

海口 三亚 广州 琼海 文昌 深圳 北京 汕头
江门 上海 潮州 佛山 中山 儋州 天津

观众地域分布 Visitor Region Distribution

86%

5%

3%
2%2%2%

区域分布占比

华南 华东 华北 华中 东北 西南



观众业务性质 Visitor Business Nature

36.8%

10.2%
30.2%

14.3%

8.5%

酒店用品进出口商/经销商/制造商 食品饮料进出口商/经销商/制造商
酒店/旅馆/招待所/度假村/民宿 高档餐厅/饭店/餐馆/快餐店/小食店/外卖
商贸机构、国际采办等



观众职能部门分析 Visitor Depar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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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到场大买家名单（酒店类）Partial VIP

亚特兰蒂斯酒店

希尔顿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蜈支洲岛珊瑚酒店

文昌南国温德姆花园酒店

文昌市东郊东濠大酒店

速8酒店

三亚亚龙湾维景酒店

三亚美丽之冠大树酒店

三亚福朋喜来登酒店

琼海兆南山水汇园酒店

南航基地大酒店

君华海逸酒店

皇马假日游艇度假酒店

珠海来魅力假日酒店

张家口清远梦特芳丹假日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恒大酒店集团

鸿洲埃德瑞酒店

华彩华邑酒店

华邑酒店

海南银湾美高梅花园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新燕泰大酒店

海南阳光和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天鹅湖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时光印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木棉花酒店

海南红城湖荷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

海口万豪酒店

海口西海岸假日酒店

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

海口琼山逸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口丽思卡尔顿酒店

海口红燕堂酒店

海花岛酒店群

海航酒店集团

凤凰岛度假酒店

澄迈景庭海景酒店

安徽元一国际大酒店

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

三亚西藏大厦酒店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麓湖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三亚豪威麒麟大酒店

三亚金天地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君汇酒店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兰海半山酒店

三亚理文索菲特度假酒店

三亚靓绿酒店用品

三亚阳光大酒店

三亚天通康达酒店

三亚天域度假酒店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维景酒店



部分到场大买家名单（渠道商）Partial VIP

海南久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正和酒店用品

海南美地皇家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南通红珊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酒店用品协会

海南省雅杰广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易购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同创泛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优岸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忠德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利兴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金戈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口海来运厨房酒店用品公司

海口久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南波总汇酒店用品经营部

海口琼山逸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口顺发酒店用品商行

海南海聚昌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海明辉酒店用品

海南金昌达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酒店用品城有限公司

美地皇家酒店用品

品艺酒店用品

青岛同盛源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琼海永禾丰酒店用品

三亚靓绿酒店用品

三亚艺柏嘉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宝多可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金翔隆酒店用品公司

天津米盒世家酒店用品销售中心

万豪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万宁万星酒店用品

上海迪力屋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博浩酒店用品厂

海南中强酒店用品

陵水椰林正和酒店用品总汇

万星酒店用品

湘兄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心友酒店用品

鑫龙腾酒店用品公司

永立丰酒店用品

湛江市金恒超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部分到场大买家名单（餐厅/饭店）Partial VIP

炳霖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古姑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华之尚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莲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炳霖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茶七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东榕餐饮有限公司

海南海茶休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张猫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鹏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

港利餐厅

海南大鹏中州国际饭店

海南张猫猫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中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禾顺餐饮有限公司

卡合餐饮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陵水创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麻辣香锅餐饮有限公司

益丽餐饮公司

远大顺拾蒸餐饮有限公司 

海南张猫猫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中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禾顺餐饮有限公司

卡合餐饮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陵水创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麻辣香锅餐饮有限公司

益丽餐饮公司

远大顺拾蒸餐饮有限公司 

海南沅禾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三不摆餐饮有限公司

三亚益龙海鲜餐饮店

内蒙古餐饮协会

内蒙古蜗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长快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颖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颖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鑫荣茶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甘其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钱小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饭店

港利餐厅

海南大鹏中州国际饭店

海南拾味馆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琼菜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么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品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金猪堡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茶七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海南旭杨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部分到场大买家名单（设计/装修/地产）Partial VIP

广州冠安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海口汇成名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海南凡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富元设计机构

海南美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陌阡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海南欧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京海园设计

居然之家顶层设计中心

理想设计

路恒达修饰设计有限公司

紫禁汇品设计

香港CHD设计事务所

美觉设计

欧艺设计公司

福建省酒店工程师协会

海口寰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佰年和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浩盛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华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美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三江声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远璟装饰工程

海南中核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三亚明成佳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

北京仓溢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好好好房地产业有限公司

海南宝乐居旅游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长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聚万家地产

雅居乐地产

三清山旅游集团

万众旅游

延安旅游（集团）黄龙投资有限公司



万宁迎宾馆
 市场营销部销售经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南酒店展，不得不说，新冠疫情

的出现对整个酒店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上半年酒店

住宿率急剧下降对我们酒店发展的阻碍十分巨大。我

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类型的酒店展，让我们本地酒

店人能走进市场交流学习和借鉴，拓宽供应商渠道，

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海口天艺国际大酒店
销售部总监

我觉得这次海南酒店展举办的蛮好的，召集了很

多行业大咖来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关于疫情后

如何使酒店业经济复苏，我接收到了满满的干货。

还有这次展会就在海口本地举办，对我们本地酒

店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为在这之前我们都要

去外地看展，采购物料。

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
总经理

我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次的THE海南酒店展。在海南自

贸区（港）发展的这个阶段当中，很多展商企业都积

极来海口参加这次的展会。在这次参展过程中，我看

到了很多参展企业带来的产品。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

是大家对保护环境有很大的关注度，现场环保展品琳

琅满目，看来“禁塑”意识深入人心。感谢主办方和

展商们对这次展会付出的努力，期待明年再次的相会。

观众寄语 Visitor Testimonials



EXHIBITORS
展商分析



展商关键数据 Exhibitor Key Figure

73.5% 69.7%68.4%

参展满意度
SATISFACTION

下届参展意愿
RETENTION

向同行推荐展会
NPS



江门市杰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CJ15

第一次来海南参加此类展会，我们公司对未来的发

展很有信心，我们下次还会过来参加，开拓海南以

及东盟市场。这次展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这里

有很多同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们会思考未来

走哪条线路，开发哪类产品。

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CL02

公司很看重海南酒店旅游业这个市场，我们企业是

做商用厨房设备的，这是第一次来海南参展。本身

我们以前在海南也与博鳌、昌江棋子湾的五星级酒

店合作，不止做出口还做外贸交易。我们目前在海

南也成立了分公司，根据目前海南的发展前景和趋

势，明年我们会投入更大的精力在这边发展业务，

进行销售试点。在本地发展好后，就能“引进来，走

出去”，拓宽国内外市场。

广东丰华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玖荣）
展位号：CE02

这是我们企业第一次来到海南，整个企业非常重视这

次来到海南参加酒店展。海南作为全国第一批“禁塑”

试点城市，有着值得其他城市参考的方面，涵盖产品

销售模式、政府扶持监管等，都是值得我们其他城市

和企业学习的。我们这行做环保吸管餐具的，打开海

南市场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也很看好自贸港政策带

来的各项优势。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注册了企业，开启了在海南开疆辟土长期战略。

展商寄语 Exhibitor Testimonials



AWARDS
奖项



THE起点酒店用品设计用品大奖赛
THE起点酒店用品设计大奖赛是由海南省旅游与饭店业协会、海南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大赛旨在通过对酒店用品从设计、功能、产品性能特点、市场反馈等多方面元素进行综合评

选，从而起到促进产品生产商从”产品制造-产品质造-产品智造“的提升和激励作用。作为本

届展会重头戏，赛事经过从报名初选、线上投票以及专家评审团线下评选，今年有30家十佳

奖、3家年度奖展商企业站上了领奖台，赛事主办方领导上台为这些企业颁奖，对他们的匠心

制造和优质产品给与了高度肯定和祝贺。

同时展会现场为获奖产品专设展示区，以期通过展会现场、媒体曝光等多形式为获奖产品创

造更多曝光机会，让行业人士更多关注“设计”与“智造”的本质。



 十佳客房用品设计奖 获奖企业

展位号 企业名称

CS52 佛山灯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CF28 佛山市南庄恒安织造厂有限公司

CK24 佛山市易恒照明光电有限公司

CK32 广东高涤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H24 广东航牌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AH21 广东小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J16 广东永日科技有限公司

AG05 广州阿诺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AF12 广州格莱玛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CC31 马斯珍妮文化传播（深圳）有限公司



 十佳餐厨用品设计奖 获奖企业

展位号 企业名称

CL21 东莞市康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AA26 佛山市南海区前维工业产品开发部

CE02 广东丰华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CQ02 广东力王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AG02 广州市尼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H08 江门市联丰厨具有限公司

AJ32 宁波市金诺纸制品有限公司

AJ30 汕头市海华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CE16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

CQ24 阳江市三赢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十佳家具家居设计奖 获奖企业

展位号 企业名称

AD16 潮州市陶总堂电器有限公司

CF02-1 潮州市维斯信卫浴有限公司

CJ02 佛山市爱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AH10 佛山市和普电器有限公司

CD28 佛山市绿创窗饰有限公司

CK18 佛山市顺德区圣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CE34 佛山市兴旺食品有限公司

CK02 广东安彼科技有限公司

AF07 广东正商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AF16 徐州市银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HE年度最热门酒店用品奖 获奖企业

展位号 企业名称

CH24 广东航牌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CQ02 广东力王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AF16 徐州市银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ORUMS & 
COMPETITIONS

论坛及赛事



 第五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

11月27日，第五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与THE海南酒店展同

期盛大开启。本届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饭店餐饮业的新变化、

新模式，展望了饭店餐饮业绿色化、数字化、品牌化、产业

化、融合化发展的新路径、新供给和新动力，研讨了饭店餐

饮业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打造饭店餐饮业“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构建新格局。



 国际设计岛高峰对话会-装饰设计创新2.0

由海南省室内装饰协会主办国际设计岛高峰对话

会——装饰设计创新2.0论坛于展会首日下午隆重

举行。来自国内及海南省各大设计单位、自由设

计师、设计院校等专业人士参与对话会。论坛旨

在探索国际设计岛背景下，海南装饰设计领域的

传承与创新，紧紧围绕”装饰·设计“的主题，剖

析了室内设计作品追求永恒、创意，以简约、精

巧见长，擅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髓。



 酒店营销大会 

由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主办，海南潮域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海南酒店营销大会于2020

年11月28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会议主要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酒店业如何抓住新机，重构价值，共生共荣。会议邀请

了多位行业大咖引领从业者对行业短期结构调整后的长期发展机遇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第三届全国饭店业星级侍酒师专项赛

由中国饭店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主办、北京

侍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合和品牌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饭

店业星级侍酒师专项赛于11月27-28日隆重举行。同时，首届中国侍酒师高峰论坛也

于展会现场顺利召开。此次专项赛系列赛事及活动共历时两天，从推动中国服务品

牌的需求出发，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布局及政策加持，聚焦海南酒店、饭店行业服

务板块，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一场高端的思想

盛宴和一个务实的合作平台。



PHOTO GALLERAY

现场图片集锦



2020THE海南酒店展现场



部分优质展品集锦 覆盖8大主题展区

关注公众号/或扫码小程序
了解更多优质展商及产品

回看精彩论坛及活动



部分主题展区现场掠影

关注公众号/或扫码小程序
了解更多优质展商及产品

回看精彩论坛及活动



MARKETING & 
PROMOTION

宣传推广



OFFLINE

ONLINE

媒体/KOL合作

路演&地推活动

户外广告

合作机构活动品牌露出

门户/网媒/公众号海报广告

社交媒体营销

百度搜索引擎营销SEO/SEM

公交/出租车/地铁/楼宇/户外大牌/LED广告牌
头条/抖音/朋友圈/微博/微信

大买家一对一商务配对

定向邀约买家社群营销
呼叫中心/VIP贵宾服务中心/短信/邮件

线上线下360°全方位宣传曝光



展前展中展后全面曝光
1 呼叫中心

一对一精准邀约，30人邀约实时在线观众及观展服务，展前80天集中邀约

2
短信
超过20万条邀约推广及观展推荐、提醒服务

3
社交媒体推广
百度/朋友圈/头条，超过1000万次曝光率，集中覆盖国内酒餐行业、高密度景点区域、海南省

4
社群合作
超过45个行业观众社群推广服务，面向近2000群友实时发布展会讯息、优质展品、展商推荐以及观展邀约

5
户外广告
通过出租车广告、户外大牌、LED屏等多样事型，覆盖海口机场、高铁、汽车站、商圈以及酒店集群区域

6
媒体合作及发布
展前展中发布中英文新闻稿、覆盖近3000家行业媒体（酒店、餐饮、设计、旅游、家具家居、食品等）、主流媒体、

新媒体；覆盖中国大陆、海南本土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地区。

7
渠道拓展及市场拜访
展前集中于酒店用品、餐饮用品、家居建材集散地、批发市场、商城等，拓展团队及地推人员进行上门拜访、合作

邀约、传单派发、置换广告投放等



媒体报道（部分）



媒体报道（部分）



Banner广告投放（部分）



社交媒体广告投放（部分）



户外广告(部分）



短信邀约



朋友圈互动



社群推广邀约



地推邀约



2021.11.17-19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2021THE系列展 拓东盟 连全球

2021.11.17-19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2021.6.8-10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Shenzhen International Hotel & Restaurant Expo

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桌面用品 大堂客房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布草纺织 智能酒店

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桌面用品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布草纺织

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桌面用品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大堂客房

智能酒店布草纺织

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桌面用品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商业照明

布草纺织清洁洗涤

餐厨设备 桌面用品 大堂客房 建材&家具装饰

环保餐具
及包装

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桌面用品餐厨设备 餐具&包装

清洁洗涤 食材酒饮 园林工艺&节能产品

灯具照明砖石板材 卫浴五金

门窗锁配 家具摆件

灯具照明卫浴五金

家具摆件

THE Hainan-ASEAN Hotel & Restaurant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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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深圳国际酒店及
餐 饮 用 品 博 览 会

THE Hainan-ASEAN Build & Decor Expo 

关注了解更多详情 关注了解更多详情 关注了解更多详情

●

智能酒店食材酒饮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Hain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Hain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海南（东盟）酒店及餐饮用品博览会
T h e  H o t e l  E x p o

2020.11.27-29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感 谢 阅 览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新起点 新机遇 新发展

指导单位：中国饭店协会
主办单位：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
                      海口市商务局                  

协办单位：湖南省商务厅商务展览中心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
                      海南省室内装饰协会                  
                      汕头市酒店配套行业协会
                      佛山市进出口商会
                      中山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云浮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北京泰莱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海南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