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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开幕式

6月27日，展会现场举行了开幕典礼。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监事会主席武力、中国烹饪协会国际美食委员会兼北京西餐业协会秘书
长许萌、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石建忠、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大型活动部主任郭红英、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出口及旅游顾问Juan 
Pablo Carrillo、世界面包大使团中国区主席兼烘焙艺术馆馆长曹继桐、北京酒总酒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群、博多集团（青岛腾
程伟业餐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剑锋、鲜活果汁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协理陈建昇、福建省武夷山嘉乐食品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吴章云、马来西亚浩瀚国际展团董事长魏伟汉、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副总吕铭恭、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
事业部企划部经理王清、大正集团总裁潘君飞、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章学强、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鲁孟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倪纪良、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池敏华等领导列席，与开幕
式现场的各地协会代表、展商代表、餐饮企业代表等一同参观了展会。腾讯、今日头条、Café Culture、咖啡志、咖啡沙龙、行走的
咖啡地图、餐饮头条、现代烘焙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到场并报道。

开幕式嘉宾剪彩2

1章学强总经理 致辞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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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北京西餐业协会联
合主办，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大力支持举办的“第三届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
博览会”（以下简称HOTELEX北京）历时三天，于2018年6月29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E1-E4馆顺利落下帷幕。

HOTELEX北京展以轻餐业态为核心，为服务华北餐饮企业，带来咖啡与
茶、现代化智能餐饮设备、轻食食品原料、烘焙与冰激凌、加盟及品牌连锁、桌
面用品、酒店用品以及智慧餐饮解决方案等版块类别共300家展商供观众选择。

桌面用品
TABLEWARE

加盟及品牌管理
FRANCHISE CHAIN

咖啡与茶
COFFEE & TEA

烘焙及冰淇淋
BAKERY 
 ICE CREAM

食品与饮料
FOOD & BEVERAGE

餐饮设备
CATERING

EQUIPMENT SUPPLY

酒店用品
HOTEL SUPPLIES

智慧餐饮解决方案
CATERING 
SOLUTION



部分参展
企业一览



本届HOTELEX北京展80%的国内观众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华
北地区城市，华南、华东地区国内观众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升，可
见HOTELEX北京展已然获得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酒店及餐饮人的信
赖与支持。并且本届HOTELEX北京展吸引了来自港澳台地区、韩
国、哥伦比亚、美国、意大利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观众，国际影
响进一步扩大

观众来源分析

华北地区：80%

华东地区：16.75%

海外地区：3.25%



观众数据对比

2016 2017 2018

8723

13168
15722

从2016 ~ 2018观众数量
持续增长，相较2016年
增长80.24%

2016 ~ 2018观众数量对比图



观众来源

展会现场聚集众多顶尖的酒店餐饮界经销
商、进出口商、咖啡店主，以及来自冰淇
淋、烘焙、酒吧会所、商超零售等企业的
买手及从业人员，同时更有行业协会嘉宾
莅临参与。



精彩活动
Activities



FORUM REVIEW|论坛回顾

2018北京国际咖啡美酒文化节
2018北京国际咖啡美酒文化节于2018年6月27日同期开幕。本次活动以“轻餐
印象，京城食尚”为主题，提供披萨、咖啡、茶饮、特调鸡尾酒和来自各地的精
酿啤酒，为观众提供更多机会体验轻餐业态。活动现场luckin coffee、大小咖
啡、北欧青蛙咖啡、Spaceman Coffee等知名轻餐店铺展现行业潮流，众多知
名咖啡师和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同时，GoZeroWaste在现场展示如何优雅地
享用咖啡，将环境友好理念与咖啡结合，指导观众将咖啡渣等废料变废为宝，亲
自制作一份带着咖啡香的磨砂膏。

与会观众与店主互动

活动现场部分展品



世界咖啡师大赛已经来中国16个年了，在这16年里比赛
经历众多洗礼，选手们满怀着咖啡的挚爱，站在比赛的
舞台上，评委对作品越来越高要求。比赛一直引领着国
内赛事的风向标，给更多人带来视觉、味觉的享受。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2019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选拔赛北京分赛区

冠军-曾光辉 

亚军-周萌 

季军-周小利

Sponsorship / 赞助商

ACTIVITIES|活动



2019世界咖啡冲煮大赛是World Coffee Events(WCE)的
一个项目。赛事重点在于突出选手用手冲器具自己冲煮
咖啡，目的在于提升手工咖啡冲煮的技艺和优秀的服务
体验。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作为一项国际性的世界赛事，
以其专业的赛事水平和优秀的服务体验，在咖啡界享有
一定的知名度，也成为了在咖啡冲煮领域衡量优秀咖啡
师的标准现场获得优胜的选手将参加于广州举办的全国
总决赛。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2019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北京分赛区

第一名-韩建宝 

第二名-赵瑞阁 

第三名-王宇鹏

Sponsorship / 赞助商

第四名 -步博君 

第五名-刘欣

第六名-陈庆权 

ACTIVITIES|活动



对比手冲和烘焙，以绚丽的手法和多变的图案为代名词
的拉花咖啡似乎显得更具有艺术性。在咖啡发展迅速的
时代，如今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咖啡师加入了拉花行
业。这一方面是对艺术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对咖啡师
的挑战。在世界拉花咖啡大赛中，中国选手获得的最好
成绩是全球第二名，这是对中国拉花咖啡师的一种认同
更是一种激励。让大家看到了拉花咖啡更大的前景。本
次世界拉花艺术大赛华北分赛区的优胜者将代表华北地
区参加2019年4月于上海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2019世界拉花艺术大赛中国区选拔赛华北分赛区

第一名-殷光辉 

第二名-裴文涛 

第三名-宋金帅

Sponsorship / 赞助商

ACTIVITIES|活动



最佳人气奖-张海军 

2014年起，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发起举办的“上海国
际潮流饮品创意制作大赛”，已经获得饮品业及大众的认知。
大赛通过指定原料和自由发挥制作创意饮品，激发饮品研发人
员的创造能力，为当下热爱饮品的食客们量身打造属于新潮流
一代的时尚饮品。第六届上海国际潮流饮品创意制作大赛北京
分赛区的冠、亚、季军将共同代表华北地区参加上海全国总决
赛的角逐。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第六届上海国际潮流饮品创意制作大赛北京分赛区

冠军-陈文展

亚军-沈亮

季军-陈志华

Sponsorship / 赞助商

ACTIVITIES|活动



最佳潜力奖-姚磊 冠军-王子一 

亚军-孙蔚 

季军-李辰

中国国际调酒大师杯是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举办的
一项专业赛事，是如今业内最具公平、公正的竞技平台。
主办方旨在通过这一赛事培训和激励优秀的调酒师，提升
开拓他们的技能与眼界，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调酒“大
师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众多参赛选手快速蜕变，技
能、眼界大幅度提升。最终该项赛事前三强选手脱颖而
出，获得进入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同时还举办了 “夏日小酒摊儿”快闪酒吧活动，为现场的
观众们提供了的色彩缤纷的调酒、美味高雅的葡萄酒、肆
意奔放的精酿啤酒等饮品，为炎热难耐的酷暑降降温。

Sponsorship/ 赞助商

第八届中国国际调酒大师杯华北赛区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ACTIVITIES|活动



冠军-林业强 

亚军-徐伟男

季军-肖文省

壹度可可西点烘焙学院

曹继桐烘焙艺术馆

中焙师俱乐部

世 界 面 包 大 赛 始 于 2 0 0 7 年 ， 由 世 界 面 包 大 使 团
（LesAmbassadeurduPain）在法国创建，代表了各个
国家及地区最高的面包烘焙水平。世界面包大赛中国队选
拔赛由世界面包大使团（中国）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主办，是有着面包届“奥林匹克”之称的顶级权威赛
事。选手通过充满表现力的面包作品来满足观众对面包所
有想象，现场琳琅满目的面包是缭乱观众的双眼。该项比
赛的分区赛冠亚军将晋级明年上海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Sponsorship/ 赞助商

第七届世界面包大赛中国队选拔赛
暨世界面包大使中国精英赛华北分区赛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ACTIVITIES|活动

Suppot Unit /  支持单位

Co-organizer /  协办单位



最佳人气奖-徐兵

最具表现力奖-姜先志

最佳速度奖-张红旗

特色风味奖-张亚杰

                   阴桢祖 

冠军-徐金成 小林家披萨 

亚军-刘宁 拼豆夜宵 

季军-周柯 Yellow Cab Pizza 

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2019上海国际披萨
大师赛华北赛区将在2018年6月27日-29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HALL3馆举办。 从2015年开始，该赛事已经在天
府之国—成都和商贸之都—广州进行区域选拨。随着在业
界的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又增设了紫荆城-北京站的选
拔。2019赛季全年一共4站，每站选拨出来的冠亚军选手
将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总决赛于2019Hotelex第二十八
届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间进行，最终的总决赛冠
军可前往意大利进行深度体验和学习。

Sponsorship/ 赞助商

2019上海国际披萨大师赛华北赛区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ACTIVITIES|活动

强安&宝浓PIZZA学院

Co-organizer /  协办单位



团体赛

      冠军-安冬队 

      亚军-北京工贸技术学院代表队 

      季军-哈尔滨商业大学

最佳技术奖-天津职业大学

最佳创意奖-太原旅游学院 

个人赛

      六强-李成亮、贾榜民、王静、

               程奇、陈富超、胡彦红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HOTELEX“明日之星”厨师大赛，通过专业权威的评定
体系对参赛选手进行专业、多层次的综合评定，评选出业
界认可、具有权威资质的“明日之星餐烹饪大师”，为未
来大厨们提供秀出自己绝技的平台。团体赛前三强及个人
赛前六强将代表华北地区参加2019年4月上海举行的
2019HOTELEX"明日之星"厨师大赛全国总决赛！ 

2019 HOTELEX“明日之星”厨师大赛华北赛区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Sponsorship/ 赞助商

ACTIVITIES|活动



第一名：黄凯（广东广州）

第二名：朱东东（北京）

第三名：汤超智（广州佛山）

第四名：毛国光（青岛）

第五名：隋野（重庆)

第六名：谢育祥（中国台湾）

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是HOTELEX与国际知名品牌强强联
合举办的国内最大规模的拉花对抗比赛之一，通过独特的
对抗赛制来考验选手基本拉花和创意拉花全方位技能，使
得观赛更为紧张刺激。
2018年第三届LAS雀巢杯拉花对抗赛，汇集北京、上海、
广州、青岛、厦门、成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8大赛区
48名选手角逐总决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作品更是
精彩纷呈。

Sponsorship/ 赞助商

Media Support / 媒体支持

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

Award List / 获奖名单

ACTIVITIES|活动

Organizer /  主办单位



权威论坛
Review Forum



主办单位：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品络匠源新连锁创投加速机构  
                 餐饮头条

2018轻餐饮主题论坛
作为占领了国内总餐饮门店数1/3的轻餐饮行业，已成为
餐饮市场不容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品络匠源新连锁创投加速机构和餐饮头条共同
主办的“2018轻餐饮主题论坛”，以“新餐饮新商机”
为主题，邀请众多知名餐饮品牌创始人、企业高管、餐饮
营销专家以及现场500多位餐饮精英们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如何“营”得先机，餐见未来。

FORUM REVIEW|论坛回顾

主题分享/ TOPICS

美味健康轻食餐，关键油选对
谢娜  意大利 EVO 国际橄榄油大赛专业评审
         意大利官方橄榄油鉴定团认证品油师

互联网经济下轻餐饮企业发展阶段的风险把控
钟彩民  天使投资人，餐饮头条发起人，原麦当劳中国区创始人之一

赋能轻餐饮，挑战新商机
汪志刚  品络匠源新连锁创投加速机构 董事长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轻快餐委员会 会长

轻餐饮&大零售智慧营销
浦建东 舞象云创始人&CEO

轻餐饮-如何迎战消费升级时代
张妙苓 雅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COO

揭秘中国轻餐饮的强势扩张——博多百万门店计划
赵剑锋   博多集团青岛小博多CEO
             青岛腾程伟业餐饮实业有限公司掌舵人

轻餐饮品类创新
李效华 天津君益科技餐饮孵化器 创始人

圆桌论坛：解读轻餐饮行业的未来与机遇
主持人：汪志刚 品络匠源新连锁创投加速机构 董事长
【讨论嘉宾】
浦建东 舞象云创始人&CEO
张妙苓 雅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COO
赵剑锋 博多集团青岛小博多CEO
李效华 天津君益科技餐饮孵化器 创始人 



主办单位：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红餐网

主题分享/ TOPICS

第19届红餐大会·2018中国餐饮营销高峰论坛
作为HOTELEX北京现场规模最大的专业论坛之一，由红
餐网主办、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9届
红餐大会•2018中国餐饮营销高峰论坛」，大会特意邀请
了全国知名餐企品牌创始人、资本大鳄、产业大咖和行业
专家现身说法，以专业餐饮人的视觉分析、共同聚焦探讨
目前最炙手可热的话题：餐饮营销，如何“营”得先机，
餐见未来。

促裂变--裂变法则玩转营销
亿元导航商学院院长 许一元

看数据--大数据时代下，餐企营销如何精准化发力！
奥琦玮集团董事长 孔令博

精服务--餐饮服务营销的密码
北京宴董事长、俏江南CEO 杨秀龙

转思维--餐饮品牌运营和营销战略
切割营销理论创始人、北京赞伯营销管理咨询董事长 路长全

建品牌--如何借助公关手段启动餐饮营销
老乡鸡创始人束从轩

重口碑--一杯茶，如何触动年轻消费者？
喜茶创始团队成员、行政总监刘智超

餐饮品牌营销高峰对话：餐饮企业如何营得先机？
西少爷创始人 孟兵
品类咨询联合创始人 谭大千
gaga鲜语创始人 冯敏
花舍咖餐厅创始人 郑金艳 
串亭创始人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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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营销辩论赛：做餐饮，酒香怕不怕巷子深？
主持人：局气创始人韩桐 

【正方嘉宾】
将太无二创始人  邢力
比格餐饮创始人  赵志强
羲和餐饮集团创始人  张钧
武圣羊杂割创始人  王刚

【反方嘉宾】
和合谷创始人  赵申
杨记兴臭鳜鱼创始人  杨金祥
井格重庆火锅创始人  王贻达   
鱼你在一起创始人  魏彤蓉



在新餐饮时代，餐饮企业如何破局创新？上海博华携手北
京市旅游行业协会打造“北京国际餐饮发展高峰论坛”带
给你答案！论坛邀请餐饮业大咖共叙行业发展，从人力资
源、菜品创新及互联渠道三方面切入，分享餐饮行业的创
新发展，剖析2018餐饮发展趋势。

主题分享/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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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8北京国际餐饮发展高峰论坛

从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到心力资本价值提升
邢颖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的服务创新与菜品创新   
郑秀生，中国烹饪大师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下的餐饮行业机遇与挑战
宋杨  美团餐饮学院执行院长
         美团新到店商业智能部品牌战略分析负责人



轻餐胜在轻，胜在快，轻餐企业为消费者减负的背后，是
品牌对产品的悉心打磨，出品的标准化控制，以及不断地
优化供应链等等轻易不外传的秘籍。由北京西餐业协会与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市餐饮行业协
会协办的「2018餐饮业发展高峰论坛之超级单品 轻食主
角」，邀请业界大咖，围绕自身经营理念和行业准则，针
对如何打造轻餐超级单品这一话题进行深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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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 TOPICS

主办单位：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8餐饮业发展高峰论坛之超级单品 轻食主角

慢慢品慢慢爱，打造一餐食的幸福感
邢力 将太无二董事长

餐饮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赵志强 比格披萨董事长

从传统萨拉伯尔到新式小萨美拉德的成功转型
江方根 北京双飞马经贸发展集团执行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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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 TOPICS

餐饮行业的持续增长力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年轻厨师
更是菜品、制作方式等创新萌发的原动力，HOTELEX对
青年厨师的关注和培育从未停歇，本次展会现场联合中国
烹饪协会奉上学院+实操结合的青年厨师发展论坛，现场
将有多位大师现身传授，不容错过。由中国烹饪协会与上
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邀请数位资深餐饮界
人士，围绕“现代青年厨师职业发展之路”为主题进行探
讨交流。

主办单位：中国烹饪协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8 HOTELEX青年厨师发展论坛——北京站

行走路上的厨师——刘鑫 

Chef’s Dream——胡涵

我的职业人生——杨玉钦

2018HOTELEX“明日之星”厨师大赛-华北分赛区 
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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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 TOPICS

面包作为烘焙类的第二大品类，于本次HOTELEX北京
展第三天压轴出场。世界面包大使团中国区主席曹继
桐老师深入浅出地为现场听众讲解烘焙市场的发展趋
势，点明烘焙与轻餐行业的共同未来。随即举行的第
二届世界面包六强精英赛新闻发布会预示着面包界的
巅峰赛事即将华丽上演。

主办单位：世界面包大使团（中国）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烘焙行业发展趋势论坛暨世界面包六强精英赛发布会

烘焙行业趋势发展论坛
曹继桐 世界面包大使团中国区主席

第二届世界面包六强精英赛新闻发布会



本论坛由上海华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承办，以轻餐与咖啡为主题，邀请各路咖啡名人汇聚一堂
。与此同时，现场还包括CBC冠军和咖啡名店馆主在内的演讲嘉
宾，讲述开店成功经历，窥探咖啡行业脉搏，一整天的“知识轰
炸”必会让你不虚此行。

主题分享/ TOPICS

2018GCEF大中华区咖啡产业精英论坛  北京站

新媒体时代 我们如何助力咖啡产业
林健良 咖啡沙龙 联合创始人
高雪 自媒体“行走的咖啡地图”创始人
汤迪 《咖门》公众号 主编

在中国，咖啡馆是否被茶饮的车轮砸死？
赵珂僮 雕刻时光咖啡集团总裁
齐鸣 铂澜咖啡学院创始人、院长
阚欧礼 北京捌比特咖啡创始人
黄海强 Ncoffee创始人

阿豹与犀牛-十年 我们的梦想之路
林金豹 WBC 2008中国区冠军
朱金贵 2018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

关于咖啡市场的分析
丁江涛 Metal Hands馆主

我为什么要开一家体验式零售店
曹境 Hey!Coffee馆主

无问西东
张羽 梧桐咖啡馆主

外卖那些事儿
陈冠豪 Amber Coffee Brewery主理人

完美交融-关于黑与白的咖啡艺术
呂銘恭 杭州味全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资深副总
王学超 Creator Coffee 主理人
洪杰 上海吉晟贸易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

精品OR商业- 三位生豆界大咖把脉中国自烘焙者的未来之路
嘉宾主持人：阚欧礼 北京捌比特咖啡创始人
吴佳航 哥伦比亚国家咖啡生产者协会（FNC）驻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翁铭襄 现任守成咖啡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吴筱翎 COFFEE 薇斯卡亚危地马拉精品咖啡 副总-亚太区业务暨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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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上海海华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展位销售详情请询
公司：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 邮箱 Email：hotelex@ubmsinoexpo.com
电话：021-3339 2243 / 2244 | 网址：www.hotelex.cn | www.jdgle.com
北京分公司电话：+86 10 8776 6833 | 广州分公司电话：+86 20 8667 9383

明年再见！
2019年7月1日-3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