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品范围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路 355 号城开国际大厦 8楼

标摊  1200 元 /平方米 (12平米起 )   |   光地 1040 元 /平方米 (36 平米起 )

作为 Hotel & Shop Plus 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旗下重要展会，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

会（南京），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

文化中心联合世界展览排名第一的英富曼展览集团旗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为长三角地区带来

一场拥有 31 年历史的酒店展，汇聚 2100 家展商，展品涵盖：陶瓷卫浴、工程设计、装饰材料、室内设计、整装

定制、酒店加盟、照明灯饰、智能系统、智慧酒店、酒店用品等主题板块。同期举办以“悟与行的探索之旅”为主旨

的同期系列活动，营造 "Hotel+" 为核心的跨界生态圈，100+ 活动 & 论坛涉及酒店及商业空间设计、运营等前

沿话题轮番上演，打通酒店及商业空间工程采购产业链，展会汇集建筑师、设计师、地产商、酒店业主及跨产业

链高端买家。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坐落于南京现代化服务业载体的河西新城区，展馆内部拥有单层、无柱式空间结构优势，集

展览、会议、住宿、餐饮、赛事等多功能配套设施于一体。今年 8 月，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南京），将

在这座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核心区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为酒店及商业空间终端

买家提供建设、运营提供一站式的贸易采购盛会。

餐饮类

地产及
商业类

营造独特的酒店及商业空间
建设与运营生态圈

家展商2, 100
平方米展示面积200 , 000

位专业观众1 21 , 410
场论坛活动100+
套酒店及商业空间
实景样板房15

展会概述

整体浴室、智能马桶、浴室柜、淋浴房、智能浴镜、龙头花洒、地漏五金、台面系统、Spa、陶瓷
及马赛克、石材、地板、地毯、集装箱、移动旅居、门窗及自动门、户外家具、新风净化暖通设
备、康体健身、泳池设备

装饰板材、墙纸、墙布及装饰画、装饰玻璃及亚克力、涂料、整体家居及家具、全屋定制、装配
式内装、集成吊顶

酒店及商业照明、装饰灯、建筑照明、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智能电气、灯光设计公司、智
能门锁、影音系统、机器人、智能客控系统、自助入住系统、酒店智能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
IT 及安防、智慧酒店整体解决方案

部分买家

市场宣传

4 号馆

5 号馆

6 号馆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住建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主办单位：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China Tourist Hotel Association

Hotel & Shop Plus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系列展（南京）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会（南京）

同期举办  上海国际商业及工程照明展(南京)/第30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南京)/上海国际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展(南京)

2022年8月25-27日
南京 •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移师南京，贯通沪宁，精彩续燃！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会（南京）| 2022年8月25日-27日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首登南京 , 贯通沪宁

电话：+86 21 3339 2095 | 邮箱：hde@imsinoexpo.com | 网址：www.hd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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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展商评语

2021部分精选展商

 COSO 高斯卫浴亚太区 CEO 胡结辉  

COSO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华酒店展。展会观众的精准度比较高，有很多酒店及商业空间业主及设计师买

家。博华酒店展可以让我们在工程领域以及酒店领域有一个很好的发声，能够让专业卖家都能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品牌。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副总监  顾梦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博华的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对展会的印象非常不错，现场人流很不错，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酒店行业的买家资源，以后我们会继续来上海参加 HOTEL & SHOP PLUS 博览会。” 

 LG ( 郎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华东区域总代理 赵鑫

我们是第一年参加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展会的客流量很不错的，特别是今年加入了上海旅游产

业博览会以后，除了酒店采购及设计师买家外，还有很多来自旅游景区 等文旅产业的买家来展位咨询，拓宽

了我们 的销售思路。明年，我们也会考虑针对不同的买家群体来策划展示的产品。

2021观众行业分布

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作为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备受瞩目的一场活动，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每年邀请国内和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房地产开发集团代表和酒店管理公司代表等设计大

咖和商业大拿，共话最新的设计潮流和市场趋势。2021 年论坛以“破界•共生”为主题，12 位嘉宾分享了酒店、

零售店铺、商业综合体等设计新作和代表作，探讨设计的无限可能，为酒店和商业空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
• “破界 · 共生”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 酒店设计再出发

• CRIDA 中国餐饮空间设计奖论坛

• 城市更新研究：商业空间升级改造

• 艾鼎奖论坛及颁奖

25.85%

15.78%

10.96%

10.53%

8.17%

6.19%

6.05%

6.02% 5.31%

2.67%

1.45%

1.02%

星级酒店

建筑师/软装设计师

房地产开发商
物业管理

制造商

商业及零售空间

投资商/加盟商

经销商

休闲餐饮

进/出口商

协会/媒体
其他

装潢公司

将来再次参加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满意

不满意

对本展览的满意度是

向朋友或同事推荐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观众评价
酒店样板房品鉴

汇梦想·筑未来——金殿奖颁奖晚宴

悟与行探索之旅系列论坛

上届回顾 每年邀请备受关注的酒店管理集团、设计机构实景还原全新品牌或概念样板房，成为洲际、希尔顿、东呈、开
元、万达、世茂、绿地等集团旗下全新品牌的亮相地之一，对接投资商、加盟商，提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酒店品
牌解决方案。同时集结国内一流地产开发、酒店业主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盛会。过去十
年，Hotel Plus 样板房品鉴系列活动集结了超过 70 个酒店品牌样板房，500 位演讲嘉宾，数十家国内外极具
代表性的酒店产业链企业。现场以 “实景样板房”+”高峰论坛”形式，为酒店管理集团、各省市旅游局、地产开
发商、投资业主、垂直媒体等提供”行业交流、把握趋势、资源对接”的平台与枢纽，趋向 “投资方与运营方、项目
与设计师、产品与渠道”三大目标。

精彩活动，未来可期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酒店高参与 Hotel & Shop Plus 联手打造的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旨在帮助酒店业主、酒店投资人、酒店加盟商、酒店集团总裁、酒店总经理、酒

店产业链负责人等酒店行业核心决策层深入了解酒店采购痛点及未来趋势。

2021 年论坛以“重塑采购 · 创新无界”为主题，与在场 500 余位嘉宾共同

讨论疫后酒店采购新趋势，辩驳采购和供应双方的利益关系与合作机

会，共同把脉 2021 年酒店采购发展方向。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预鉴未来” HGMC 中国文旅酒店品牌高峰论坛 

• 中国酒店投资 AC 指数峰会（上海） 

• 第五届里屋里峰会

• 寻找酒店设计与筹建资源

酒店文化周 嘉佩乐酒店集团亚洲区域中国区首席代表 梅萍
在 2021 展会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材料，现场极具创意的商业橱窗、酒店样板房的沉浸式场景等都
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体验。

 希尔顿 ( 惠庭 ) 中国 执行总裁 Thomas Chen 陈君
展会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此衷心希望展会能越办越好，把更好的品牌和产品带给消费者和投资者，同
时能够让我们酒店人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最新的精品材料。

 希尔顿酒店集团 工程与设计总监 何萍女士
每年一度的 Hotel Plus 总会遇到各界新老朋友，和各种新老品牌的创新产品。设计论坛可以说一直是设计师
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和与同行交流的最佳平台。不管是经验丰富的酒店专业设计师，还是新锐文艺的年轻设
计师，台上台下都人才济济，气氛热烈。作为国外老牌酒店管理公司，我们也希望西方的文化与品牌理念能够
在中国的土壤里落地生根，成为万花筒里的风景之一。与年轻同行的交流也同样给我带来很多灵感与收获。

 洲际酒店集团 首席工程与设计总监 胡彬
每年的 Hotel plus 已经成为了在酒店设计和工程，设备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个展会品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行
业内专业公司，人士和观众。在新产品的推广和选择建立了一个商家和用户的平台，同时还特别邀请了行业内
重量级人物对发展的趋势进行了不同主题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各方的深入合作。我代表洲际酒店集团也在
近十年中多次参加了展会，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供应商以及设计师 / 业主的认识与合作都起始于酒店展会。祝愿
hotel plus 越办越好！

/ 历年参与单位 /

金殿奖颁奖晚宴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重金打造，是一
场庆祝人才卓越表现、企业创新理念和行业辉煌成就的盛宴，更
是一个让业界领袖能互相交流并建立重要联系的理想平台。
2021 年金殿奖颁奖晚宴以“汇梦想 · 筑未来”为主题，汇聚地产、
百货零售、酒店、设计等业界人士，表彰这一年涌现出的优秀人
物与项目，致敬每一位酒店及商业空间人的努力和付出。 

• 年度金奖   
• 年度最受设计师欢迎品牌奖 
• 年度酒店样板房设计奖 
• 年度杰出设计师奖

• 潮起东方民宿设计论坛

• 酒店专项设计论坛

• 零售场景创新论坛

• 新型人居模式探索

• 中国商业设计领袖论坛



观众评语

展商评语

2021部分精选展商

 COSO 高斯卫浴亚太区 CEO 胡结辉  

COSO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华酒店展。展会观众的精准度比较高，有很多酒店及商业空间业主及设计师买

家。博华酒店展可以让我们在工程领域以及酒店领域有一个很好的发声，能够让专业卖家都能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品牌。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副总监  顾梦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博华的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对展会的印象非常不错，现场人流很不错，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酒店行业的买家资源，以后我们会继续来上海参加 HOTEL & SHOP PLUS 博览会。” 

 LG ( 郎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华东区域总代理 赵鑫

我们是第一年参加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展会的客流量很不错的，特别是今年加入了上海旅游产

业博览会以后，除了酒店采购及设计师买家外，还有很多来自旅游景区 等文旅产业的买家来展位咨询，拓宽

了我们 的销售思路。明年，我们也会考虑针对不同的买家群体来策划展示的产品。

2021观众行业分布

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作为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备受瞩目的一场活动，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每年邀请国内和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房地产开发集团代表和酒店管理公司代表等设计大

咖和商业大拿，共话最新的设计潮流和市场趋势。2021 年论坛以“破界•共生”为主题，12 位嘉宾分享了酒店、

零售店铺、商业综合体等设计新作和代表作，探讨设计的无限可能，为酒店和商业空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
• “破界 · 共生”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 酒店设计再出发

• CRIDA 中国餐饮空间设计奖论坛

• 城市更新研究：商业空间升级改造

• 艾鼎奖论坛及颁奖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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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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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酒店

建筑师/软装设计师

房地产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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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商业及零售空间

投资商/加盟商

经销商

休闲餐饮

进/出口商

协会/媒体
其他

装潢公司

将来再次参加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满意

不满意

对本展览的满意度是

向朋友或同事推荐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观众评价
酒店样板房品鉴

汇梦想·筑未来——金殿奖颁奖晚宴

悟与行探索之旅系列论坛

上届回顾 每年邀请备受关注的酒店管理集团、设计机构实景还原全新品牌或概念样板房，成为洲际、希尔顿、东呈、开
元、万达、世茂、绿地等集团旗下全新品牌的亮相地之一，对接投资商、加盟商，提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酒店品
牌解决方案。同时集结国内一流地产开发、酒店业主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盛会。过去十
年，Hotel Plus 样板房品鉴系列活动集结了超过 70 个酒店品牌样板房，500 位演讲嘉宾，数十家国内外极具
代表性的酒店产业链企业。现场以 “实景样板房”+”高峰论坛”形式，为酒店管理集团、各省市旅游局、地产开
发商、投资业主、垂直媒体等提供”行业交流、把握趋势、资源对接”的平台与枢纽，趋向 “投资方与运营方、项目
与设计师、产品与渠道”三大目标。

精彩活动，未来可期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酒店高参与 Hotel & Shop Plus 联手打造的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旨在帮助酒店业主、酒店投资人、酒店加盟商、酒店集团总裁、酒店总经理、酒

店产业链负责人等酒店行业核心决策层深入了解酒店采购痛点及未来趋势。

2021 年论坛以“重塑采购 · 创新无界”为主题，与在场 500 余位嘉宾共同

讨论疫后酒店采购新趋势，辩驳采购和供应双方的利益关系与合作机

会，共同把脉 2021 年酒店采购发展方向。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预鉴未来” HGMC 中国文旅酒店品牌高峰论坛 

• 中国酒店投资 AC 指数峰会（上海） 

• 第五届里屋里峰会

• 寻找酒店设计与筹建资源

酒店文化周 嘉佩乐酒店集团亚洲区域中国区首席代表 梅萍
在 2021 展会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材料，现场极具创意的商业橱窗、酒店样板房的沉浸式场景等都
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体验。

 希尔顿 ( 惠庭 ) 中国 执行总裁 Thomas Chen 陈君
展会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此衷心希望展会能越办越好，把更好的品牌和产品带给消费者和投资者，同
时能够让我们酒店人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最新的精品材料。

 希尔顿酒店集团 工程与设计总监 何萍女士
每年一度的 Hotel Plus 总会遇到各界新老朋友，和各种新老品牌的创新产品。设计论坛可以说一直是设计师
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和与同行交流的最佳平台。不管是经验丰富的酒店专业设计师，还是新锐文艺的年轻设
计师，台上台下都人才济济，气氛热烈。作为国外老牌酒店管理公司，我们也希望西方的文化与品牌理念能够
在中国的土壤里落地生根，成为万花筒里的风景之一。与年轻同行的交流也同样给我带来很多灵感与收获。

 洲际酒店集团 首席工程与设计总监 胡彬
每年的 Hotel plus 已经成为了在酒店设计和工程，设备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个展会品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行
业内专业公司，人士和观众。在新产品的推广和选择建立了一个商家和用户的平台，同时还特别邀请了行业内
重量级人物对发展的趋势进行了不同主题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各方的深入合作。我代表洲际酒店集团也在
近十年中多次参加了展会，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供应商以及设计师 / 业主的认识与合作都起始于酒店展会。祝愿
hotel plus 越办越好！

/ 历年参与单位 /

金殿奖颁奖晚宴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重金打造，是一
场庆祝人才卓越表现、企业创新理念和行业辉煌成就的盛宴，更
是一个让业界领袖能互相交流并建立重要联系的理想平台。
2021 年金殿奖颁奖晚宴以“汇梦想 · 筑未来”为主题，汇聚地产、
百货零售、酒店、设计等业界人士，表彰这一年涌现出的优秀人
物与项目，致敬每一位酒店及商业空间人的努力和付出。 

• 年度金奖   
• 年度最受设计师欢迎品牌奖 
• 年度酒店样板房设计奖 
• 年度杰出设计师奖

• 潮起东方民宿设计论坛

• 酒店专项设计论坛

• 零售场景创新论坛

• 新型人居模式探索

• 中国商业设计领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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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O 高斯卫浴亚太区 CEO 胡结辉  

COSO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华酒店展。展会观众的精准度比较高，有很多酒店及商业空间业主及设计师买

家。博华酒店展可以让我们在工程领域以及酒店领域有一个很好的发声，能够让专业卖家都能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品牌。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副总监  顾梦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博华的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对展会的印象非常不错，现场人流很不错，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酒店行业的买家资源，以后我们会继续来上海参加 HOTEL & SHOP PLUS 博览会。” 

 LG ( 郎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华东区域总代理 赵鑫

我们是第一年参加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展会的客流量很不错的，特别是今年加入了上海旅游产

业博览会以后，除了酒店采购及设计师买家外，还有很多来自旅游景区 等文旅产业的买家来展位咨询，拓宽

了我们 的销售思路。明年，我们也会考虑针对不同的买家群体来策划展示的产品。

2021观众行业分布

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作为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备受瞩目的一场活动，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每年邀请国内和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房地产开发集团代表和酒店管理公司代表等设计大

咖和商业大拿，共话最新的设计潮流和市场趋势。2021 年论坛以“破界•共生”为主题，12 位嘉宾分享了酒店、

零售店铺、商业综合体等设计新作和代表作，探讨设计的无限可能，为酒店和商业空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
• “破界 · 共生”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 酒店设计再出发

• CRIDA 中国餐饮空间设计奖论坛

• 城市更新研究：商业空间升级改造

• 艾鼎奖论坛及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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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万达、世茂、绿地等集团旗下全新品牌的亮相地之一，对接投资商、加盟商，提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酒店品
牌解决方案。同时集结国内一流地产开发、酒店业主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盛会。过去十
年，Hotel Plus 样板房品鉴系列活动集结了超过 70 个酒店品牌样板房，500 位演讲嘉宾，数十家国内外极具
代表性的酒店产业链企业。现场以 “实景样板房”+”高峰论坛”形式，为酒店管理集团、各省市旅游局、地产开
发商、投资业主、垂直媒体等提供”行业交流、把握趋势、资源对接”的平台与枢纽，趋向 “投资方与运营方、项目
与设计师、产品与渠道”三大目标。

精彩活动，未来可期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酒店高参与 Hotel & Shop Plus 联手打造的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旨在帮助酒店业主、酒店投资人、酒店加盟商、酒店集团总裁、酒店总经理、酒

店产业链负责人等酒店行业核心决策层深入了解酒店采购痛点及未来趋势。

2021 年论坛以“重塑采购 · 创新无界”为主题，与在场 500 余位嘉宾共同

讨论疫后酒店采购新趋势，辩驳采购和供应双方的利益关系与合作机

会，共同把脉 2021 年酒店采购发展方向。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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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鉴未来” HGMC 中国文旅酒店品牌高峰论坛 

• 中国酒店投资 AC 指数峰会（上海） 

• 第五届里屋里峰会

• 寻找酒店设计与筹建资源

酒店文化周 嘉佩乐酒店集团亚洲区域中国区首席代表 梅萍
在 2021 展会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材料，现场极具创意的商业橱窗、酒店样板房的沉浸式场景等都
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体验。

 希尔顿 ( 惠庭 ) 中国 执行总裁 Thomas Chen 陈君
展会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此衷心希望展会能越办越好，把更好的品牌和产品带给消费者和投资者，同
时能够让我们酒店人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最新的精品材料。

 希尔顿酒店集团 工程与设计总监 何萍女士
每年一度的 Hotel Plus 总会遇到各界新老朋友，和各种新老品牌的创新产品。设计论坛可以说一直是设计师
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和与同行交流的最佳平台。不管是经验丰富的酒店专业设计师，还是新锐文艺的年轻设
计师，台上台下都人才济济，气氛热烈。作为国外老牌酒店管理公司，我们也希望西方的文化与品牌理念能够
在中国的土壤里落地生根，成为万花筒里的风景之一。与年轻同行的交流也同样给我带来很多灵感与收获。

 洲际酒店集团 首席工程与设计总监 胡彬
每年的 Hotel plus 已经成为了在酒店设计和工程，设备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个展会品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行
业内专业公司，人士和观众。在新产品的推广和选择建立了一个商家和用户的平台，同时还特别邀请了行业内
重量级人物对发展的趋势进行了不同主题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各方的深入合作。我代表洲际酒店集团也在
近十年中多次参加了展会，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供应商以及设计师 / 业主的认识与合作都起始于酒店展会。祝愿
hotel plus 越办越好！

/ 历年参与单位 /

金殿奖颁奖晚宴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重金打造，是一
场庆祝人才卓越表现、企业创新理念和行业辉煌成就的盛宴，更
是一个让业界领袖能互相交流并建立重要联系的理想平台。
2021 年金殿奖颁奖晚宴以“汇梦想 · 筑未来”为主题，汇聚地产、
百货零售、酒店、设计等业界人士，表彰这一年涌现出的优秀人
物与项目，致敬每一位酒店及商业空间人的努力和付出。 

• 年度金奖   
• 年度最受设计师欢迎品牌奖 
• 年度酒店样板房设计奖 
• 年度杰出设计师奖

• 潮起东方民宿设计论坛

• 酒店专项设计论坛

• 零售场景创新论坛

• 新型人居模式探索

• 中国商业设计领袖论坛



观众评语

展商评语

2021部分精选展商

 COSO 高斯卫浴亚太区 CEO 胡结辉  

COSO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华酒店展。展会观众的精准度比较高，有很多酒店及商业空间业主及设计师买

家。博华酒店展可以让我们在工程领域以及酒店领域有一个很好的发声，能够让专业卖家都能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品牌。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副总监  顾梦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博华的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对展会的印象非常不错，现场人流很不错，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酒店行业的买家资源，以后我们会继续来上海参加 HOTEL & SHOP PLUS 博览会。” 

 LG ( 郎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华东区域总代理 赵鑫

我们是第一年参加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展会的客流量很不错的，特别是今年加入了上海旅游产

业博览会以后，除了酒店采购及设计师买家外，还有很多来自旅游景区 等文旅产业的买家来展位咨询，拓宽

了我们 的销售思路。明年，我们也会考虑针对不同的买家群体来策划展示的产品。

2021观众行业分布

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作为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备受瞩目的一场活动，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每年邀请国内和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房地产开发集团代表和酒店管理公司代表等设计大

咖和商业大拿，共话最新的设计潮流和市场趋势。2021 年论坛以“破界•共生”为主题，12 位嘉宾分享了酒店、

零售店铺、商业综合体等设计新作和代表作，探讨设计的无限可能，为酒店和商业空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上海建筑与室内设计周
• “破界 · 共生”中外设计师高峰论坛

• 酒店设计再出发

• CRIDA 中国餐饮空间设计奖论坛

• 城市更新研究：商业空间升级改造

• 艾鼎奖论坛及颁奖

25.85%

15.78%

10.96%

10.53%

8.17%

6.19%

6.05%

6.02% 5.31%

2.67%

1.45%

1.02%

星级酒店

建筑师/软装设计师

房地产开发商
物业管理

制造商

商业及零售空间

投资商/加盟商

经销商

休闲餐饮

进/出口商

协会/媒体
其他

装潢公司

将来再次参加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满意

不满意

对本展览的满意度是

向朋友或同事推荐
本展览的可能性是

可能

不可能

观众评价
酒店样板房品鉴

汇梦想·筑未来——金殿奖颁奖晚宴

悟与行探索之旅系列论坛

上届回顾 每年邀请备受关注的酒店管理集团、设计机构实景还原全新品牌或概念样板房，成为洲际、希尔顿、东呈、开
元、万达、世茂、绿地等集团旗下全新品牌的亮相地之一，对接投资商、加盟商，提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酒店品
牌解决方案。同时集结国内一流地产开发、酒店业主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盛会。过去十
年，Hotel Plus 样板房品鉴系列活动集结了超过 70 个酒店品牌样板房，500 位演讲嘉宾，数十家国内外极具
代表性的酒店产业链企业。现场以 “实景样板房”+”高峰论坛”形式，为酒店管理集团、各省市旅游局、地产开
发商、投资业主、垂直媒体等提供”行业交流、把握趋势、资源对接”的平台与枢纽，趋向 “投资方与运营方、项目
与设计师、产品与渠道”三大目标。

精彩活动，未来可期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酒店高参与 Hotel & Shop Plus 联手打造的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旨在帮助酒店业主、酒店投资人、酒店加盟商、酒店集团总裁、酒店总经理、酒

店产业链负责人等酒店行业核心决策层深入了解酒店采购痛点及未来趋势。

2021 年论坛以“重塑采购 · 创新无界”为主题，与在场 500 余位嘉宾共同

讨论疫后酒店采购新趋势，辩驳采购和供应双方的利益关系与合作机

会，共同把脉 2021 年酒店采购发展方向。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中国酒店采购高峰论坛 

•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 “预鉴未来” HGMC 中国文旅酒店品牌高峰论坛 

• 中国酒店投资 AC 指数峰会（上海） 

• 第五届里屋里峰会

• 寻找酒店设计与筹建资源

酒店文化周 嘉佩乐酒店集团亚洲区域中国区首席代表 梅萍
在 2021 展会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材料，现场极具创意的商业橱窗、酒店样板房的沉浸式场景等都
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体验。

 希尔顿 ( 惠庭 ) 中国 执行总裁 Thomas Chen 陈君
展会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此衷心希望展会能越办越好，把更好的品牌和产品带给消费者和投资者，同
时能够让我们酒店人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最新的精品材料。

 希尔顿酒店集团 工程与设计总监 何萍女士
每年一度的 Hotel Plus 总会遇到各界新老朋友，和各种新老品牌的创新产品。设计论坛可以说一直是设计师
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和与同行交流的最佳平台。不管是经验丰富的酒店专业设计师，还是新锐文艺的年轻设
计师，台上台下都人才济济，气氛热烈。作为国外老牌酒店管理公司，我们也希望西方的文化与品牌理念能够
在中国的土壤里落地生根，成为万花筒里的风景之一。与年轻同行的交流也同样给我带来很多灵感与收获。

 洲际酒店集团 首席工程与设计总监 胡彬
每年的 Hotel plus 已经成为了在酒店设计和工程，设备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个展会品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行
业内专业公司，人士和观众。在新产品的推广和选择建立了一个商家和用户的平台，同时还特别邀请了行业内
重量级人物对发展的趋势进行了不同主题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各方的深入合作。我代表洲际酒店集团也在
近十年中多次参加了展会，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供应商以及设计师 / 业主的认识与合作都起始于酒店展会。祝愿
hotel plus 越办越好！

/ 历年参与单位 /

金殿奖颁奖晚宴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重金打造，是一
场庆祝人才卓越表现、企业创新理念和行业辉煌成就的盛宴，更
是一个让业界领袖能互相交流并建立重要联系的理想平台。
2021 年金殿奖颁奖晚宴以“汇梦想 · 筑未来”为主题，汇聚地产、
百货零售、酒店、设计等业界人士，表彰这一年涌现出的优秀人
物与项目，致敬每一位酒店及商业空间人的努力和付出。 

• 年度金奖   
• 年度最受设计师欢迎品牌奖 
• 年度酒店样板房设计奖 
• 年度杰出设计师奖

• 潮起东方民宿设计论坛

• 酒店专项设计论坛

• 零售场景创新论坛

• 新型人居模式探索

• 中国商业设计领袖论坛



展品范围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路 355 号城开国际大厦 8楼

标摊  1200 元 /平方米 (12平米起 )   |   光地 1040 元 /平方米 (36平米起 )

作为 Hotel & Shop Plus 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旗下重要展会，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

会（南京），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

文化中心联合世界展览排名第一的英富曼展览集团旗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为长三角地区带来

一场拥有 31 年历史的酒店展，汇聚 2100 家展商，展品涵盖：陶瓷卫浴、工程设计、装饰材料、室内设计、整装

定制、酒店加盟、照明灯饰、智能系统、智慧酒店、酒店用品等主题板块。同期举办以“悟与行的探索之旅”为主旨

的同期系列活动，营造 "Hotel+" 为核心的跨界生态圈，100+ 活动 & 论坛涉及酒店及商业空间设计、运营等前

沿话题轮番上演，打通酒店及商业空间工程采购产业链，展会汇集建筑师、设计师、地产商、酒店业主及跨产业

链高端买家。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坐落于南京现代化服务业载体的河西新城区，展馆内部拥有单层、无柱式空间结构优势，集

展览、会议、住宿、餐饮、赛事等多功能配套设施于一体。今年 8 月，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南京），将

在这座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核心区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为酒店及商业空间终端

买家提供建设、运营提供一站式的贸易采购盛会。

餐饮类

地产及
商业类

营造独特的酒店及商业空间
建设与运营生态圈

家展商2, 100
平方米展示面积200 , 000

位专业观众1 21 , 410
场论坛活动100+
套酒店及商业空间
实景样板房15

展会概述

整体浴室、智能马桶、浴室柜、淋浴房、智能浴镜、龙头花洒、地漏五金、台面系统、Spa、陶瓷
及马赛克、石材、地板、地毯、集装箱、移动旅居、门窗及自动门、户外家具、新风净化暖通设
备、康体健身、泳池设备

装饰板材、墙纸、墙布及装饰画、装饰玻璃及亚克力、涂料、整体家居及家具、全屋定制、装配
式内装、集成吊顶

酒店及商业照明、装饰灯、建筑照明、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智能电气、灯光设计公司、智
能门锁、影音系统、机器人、智能客控系统、自助入住系统、酒店智能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
IT 及安防、智慧酒店整体解决方案

部分买家

市场宣传

4 号馆

5 号馆

6 号馆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住建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主办单位：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China Tourist Hotel Association

Hotel & Shop Plus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系列展（南京）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会（南京）

同期举办  上海国际商业及工程照明展(南京)/第30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南京)/上海国际酒店投资及加盟连锁展(南京)

2022年8月25-27日
南京 •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移师南京，贯通沪宁，精彩续燃！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与用品博览会（南京）| 2022年8月25日-27日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首登南京 , 贯通沪宁

电话：+86 21 3339 2095 | 邮箱：hde@imsinoexpo.com | 网址：www.hd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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