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林学会
Chinese Society of Forestry   

The Bamboo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of Forestry    

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竹工艺专委会
Bamboo craft Committee of China Arts and Crafts Society 

Bamboo and woo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ranch of China Forestry Industry Federation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竹木企业发展分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竹木重组材及制品分会  
Bamboo and wood products branch of China Forest Industry Association

寰域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Huanyu Exhibition (Shanghai) Co., Ltd.

中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民宿专委会
Home stay Committee of China tourism resources integration Alliance

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Zheji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温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Wenzhou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温州市乡村民宿发展协会
Wenzhou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萨莱玛、中欧生态、巴伯瑞、巨亿集团、
小筑民宿、悬崖村、丽水民宿、万众达旅游、世界人居、古建

展团、云也酒店、柏朗、秘境空间、多咪、集装客、华夏星光、

牧童、玖米建筑、宝佳、有家、祥泰古建、斯普、盛联、木艺

坊、吉宇、三建、宜宾纸业、福建和其昌、浙江庄禾、四川环

龙、安吉展团





中国（上海）国际民宿产业发展大会
China (Shanghai) BNB Industry Development Summit Forum

参展企业产品发布

中国优质民宿评选

展会期间，组委会联合多家行业机构、媒体、品牌商等精心筹备了多场各具特色的活动，中国（上海）国际民宿产业发展大

会：搭建以艺术振兴乡村和民宿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发展对接、产业规划、多方投资、环保建设、智慧运营、创新聚合的服务平台。

中国民宿及酒店设计论坛：主办方携手多家协会，共同组织中国民宿及酒店设计论坛，论坛将邀请国内外顶级专家，向业界传

递国际、国内最新信息，介绍发展趋势、超前理念、先进技术，推广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装备。

参展企业产品发布及技术交流会：在展会现场为参展企业搭建技术交流与宣传平台，借助展会业内人士集聚优势，形成展览与

技术交流的深层互动；
Shanghai International Hostel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To build a service platform for development docking, industrial planning, multi-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convergence, with the artistic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nd residential cultural industries as the core.

China Hostel and Hotel Design Forum: Organize National Hostel and Hotel Design Forum, which will invite top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dvanced concept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Exhibitors'product releas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propaganda for exhibitors at the exhibition site, and to form 

a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exhibition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activities

Seminar on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BNB
Industry Products

Selection of High Quality BNB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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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交流会

中国民宿及酒店设计论坛
China Hostel and Hotel Design Forum

中国传统建筑及古建
装饰艺术论坛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Art Forum



展品范围 Scope of ex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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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资金、旅游投资机构、保险公司资产评
估投资、民间团体投资、旅游OTA在线预订平
台、旅游网站、旅游媒体、旅行社、行业协会及
旅游机构；

民宿投资 营销渠道
运营机构加盟、酒店管理机构加盟、艺术家加
盟、民宿短租托管机构、民宿聚落开发基地加
盟、未开发的古村落、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山
水、林地等资源引资建设。。；

民宿连锁加盟 资源开发

民宿家居    民宿景观 民宿设计建造 

民宿建造材料 民宿用品、智慧民宿

露营地装备  集成房屋  
房车露营地、游艇码头露营地、乡村露营地、
节能房屋、轻钢房屋、木屋、集装箱房屋、装
配式房屋

民宿饮食文化  非物质文化
地方特色饮食、传统药膳食材、茶文化、酒文
化、中华刺绣、民间绘画、民间歌谣、民间舞
蹈、民间曲艺、民俗服装、民间工艺品；

文创  古法养生

古村落文化体验民宿、景观特色民宿、城市
民宿、精品客栈、精品文化酒店、民宿业品
牌店、木屋、帐篷、休闲农庄、休闲度假综
合体等；

精品民宿

名贵树木花草、露天休闲设施、泳池、藤艺竹艺
、休闲庭台、湿地步道桥梁、喷泉水景与鱼池、
户外休闲家具、户外景观照明、仿真植物

;

陶瓷、窗花、新中式家具、仿古摆设、古董家
具、仿古家具、茶空间、禅意用品、艺术灯饰、、
酒店布草家庭影院、自酿啤酒设备、工艺品、
根雕、花器、家居用品、数字化管理设备；

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创客工作室、
艺术工匠、非遗传承人、大专院所及建造施工
机构、民宿建造材料;

仿古类建材、浮雕、地板、地毯、墙面装饰、门窗

、艺术陶瓷、卫浴、马桶、浴缸、涂料、硅藻泥、

、热水器、壁炉、桑拿设备、汗蒸房及配套设备

卫浴用品、民宿布草、床上用品、餐饮布草、
窗帘、床垫、民宿入住系统、民宿智能家电、
智能窗帘、智能音影、智能卫浴、智能锁、智

系统、智能家居产品；

文艺演出机构、活动策划执行机构、文化创意
产品、针灸、推拿、火罐、艾灸、太极、传统
养生器材；

康养旅游
康养城市、旅居养老、体育旅游、旅游康
养、森林康养、中医康养、康复医疗、生
态养老、健康养生、健康食品及保健品旅
游、非遗旅游新兴旅游业态及相关产品；

、登山服饰、登山设备、山地自行车、

皮划艇、急救设备、儿童游乐设备；

能安防、智能照明新风系统、空气净化、水处理
灯饰、顶墙系统、电梯、暖通空调、地暖、空气能

、防
蚊虫系统



部分参展企业 Some exhibitors

以上仅为部分参展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标准展位 光地租赁区 域

International A

Area Standard booth Charter of bare land

国际A区

International B

RMB 12,800 (9m2)

国内B区

12800元（9m2）

RMB 11,800 (9m2)11800元（9m2）

RMB 1,300/m21300元/m2

RMB 1,200/m21200元/m2

1、双开口展位加收10%元； 
2、标准展位3m×3m；配置：围板、楣板、
     地毯、一桌两椅、射灯及电源插座；
3、光地36m2起租，无展具配置。

1.Double opening booth will increase the cost of 10 % on the base of original price.
2.Standard booth 3m×3m; equipment:hoarding, lintel board, carpet, a table of two chairs, 
   spotlights and power socket: 
3.People can rent the bare land at least  36m2 without any exhibition equipment.

Remarks:

参展费用 Costs of participation

备注：

封 底
Back cover RMB 18,000

18000元

会刊广告
（展会会刊：尺寸140ｍｍ×210ｍｍ  Size of journal: 140mm×210mm）

Advertisements on the journal

礼品袋广告彩 页
Color page RMB 8,000

8000元 18000元/5000只
（尺寸295×410mm）

5000元 / 万张门 票

RMB 10,000
10000元封 二

Inside front cover RMB 12,000
12000元 封 三

Inside back c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