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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创新展概况

        创新，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新型动能。

       2018中国（天津）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是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成立后的第一届旅游产业博览会，以旅游创新作为主体内容，

深刻表达了当今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其主要包括三会一展，即 “旅

游创新展”、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

洽谈会”、“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三会一展首度开创了旅游产业六新理论，即新业态、新技术、

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IP"、新媒体，有效地落实到国家创新战略

架构上，开启了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化的旅游产业展会

亚太区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旅游产业盛会

全球旅游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捷径，中国旅游品牌向世界展示实力的重要窗口

汇集旅游商品、旅游营销资源、旅游文化与科技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展示平台

旅游产业企业品牌推广和渠道拓展的助推器

传播崭新旅游文化理念的重要渠道

展区面积 参展企业 旅游品牌 人次观众 专业卖家

50000+ 1000+ 1000+ 300000+ 100000+

2018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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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旅游创新展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

2018旅游产业
平台大会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2018旅游创
新绿皮书

圆桌论坛 《 2018旅游创新绿皮书》

发布

投融资项目对接签约 旅游创新项目推介

旅游创新项目
推介

三会

一展

三
会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时间安排

旅游创新展（三会一展）时间一览表

序号 日期 时间 活动类别 总时长

1 2018年11月9日-11日 全天 旅游创新展 　3天

2 2018年11月9日 9:30-12:00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2.5小时

3 2018年11月9日 14:00-16:00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 2小时

4 2018年11月9日 16:30-9:00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4.5小时

欢迎旅游行业企业、人士、媒体等报名参加



独家亮点

旅游创新展 旅游优选项目投
资对接洽谈会

旅游创新发展
研讨会

2018旅游产

业平台大会

新业态创新--寻找消费新动能

旅游业的潜力大，带动作用强，对

国家的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能够带

来比较快的效果，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比很多其他服务业都来得明显。

新产品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

扩大优质旅游产品输出，调整旅

游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供

需错配，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新技术应用--实现智慧化转型

提升行业技术实力，优化创新产

品，改变人们对旅游的认知和体

验，加快智慧旅游的建设与发展。

新商业模式--引领运营管理创新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探索适应、适时、适度的

创新发展模式，全面支持旅游产业振兴，促进

第三产业发展，三产融合，促使消费全新升级。

实现全产业参与、全民参与、城乡联动、多经

营机制结合等效果。

新"IP"打造--提升品牌价值

资源赋予创新，创新结合实际，识别品牌定

位，展示品牌品味，诠释品牌内涵，修饰品

牌形象，营造品牌建设，全方位IP塑造。

新媒体应用--打造精准营销模式

拓展传播渠道、聚合精准受众、推动体验

转化，打破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垄断特权，

为旅游营销提供了广阔的创意空间和价值

转化的可能性。

六新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国内外各业界精英倾心加盟

政要嘉宾：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党政机构领导，天津市领导、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分管领导及

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

国际友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合会等国际机构、各国大使；国际知

名学者，国际著名文旅企业代表；

优秀企业：

知名文化、旅游企业和投资商代表、知名旅游运营商、服务商代表，知名旅游装备企

业代表、天津市内项目单位代表；

业内专家：

l 主旨演讲嘉宾拟邀：吴文学（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魏小安（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首席专家）、林峰（绿维文旅）、姜颖（山水盛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

l     圆桌论坛嘉宾拟邀：中国旅游报社长高舜礼、 华侨城研究院院长王刚、   中国旅

游产业基金CEO杜长峰、 康辉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总裁莫跃明、美中投资集团董事长张

家豪、首旅华龙集团营销总监尚辉、低空旅游董事长

邀请媒体：

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中国旅游报、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日

报等。

嘉宾陈容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媒体助阵

一、旅博会五大强势自媒体平台，精准覆盖业内
90%以上受众

二、与旅博会长期战略合作的外部主流媒体平台

（一）旅博会官方网站

（二）《2018旅博会参观指南》：所有现场观众在展馆内的“导航

系统”。展会期间一共印刷60000份，将在封面及每个展馆图中植

入企业信息。

（三）2018旅博会观众门票：一共印刷量为10万现场销售普通观众

5万张，提前邮寄专业观众3万张，提前邮寄商家2万张。

（四）2018旅博会官方摄影摄像、宣传片

（五）旅发网全程大会跟踪互动

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中国旅游报、

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日报等。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项目价格

旅游创新展（三会一展）项目价格一览表

序号 日期 活动类别 项目类别 价格

1 2018年11月9日-11
日 旅游创新展

标准展台：9㎡ 13000元/个

标准展板：1m*2m 3500元/个

旅游创新展项目册 1000元/页

2 2018年11月9日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参会 免费

3 2018年11月9日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
接洽谈会 参会 免费

4 2018年11月9日 2018旅游产业平台
大会 参会 免费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赞助项目

项目内容 \ 
级别 出现场合 协办共有权益 专有权益

旅游创新发
展研讨会协
办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1、资料入资料袋

2、座椅背logo

3、媒体报道露出

4、会场展板

5、礼品赞助体现

6、指示牌赞助

7、饮用水标贴

8、旅发网线上展

会

Logo/话筒，

Logo讲台侧

边，KT版边 

地毯广告
旅游创新展
协办 旅游创新展 LED项目发

布

旅游优选项
目投资对接
洽谈会协办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
谈会

1、晚宴赞助

2、活动抽奖2018旅游产
业平台大会
协办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三会一展总协办 享受三会一展的所有权益

联合赞助详情价格，请咨询相应联系人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旅游创新展（三会一展）赞助项目一览表

      欢迎旅游行业及热衷于旅游行业发展的企业赞助



赞助项目

项目类别 出现场合 备注

饮用水标贴

旅游创新展+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旅

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2018旅游

产业平台大会

赞助商提供水

礼品独家 赞助商提供自制
礼品

会场展板
1个/场合，共4
场合

座椅背logo露出 共4场合

其他定制化赞助 选择

媒体报道露出 不少于3篇通稿

指示牌赞助 共4场合

LED项目发布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 1个

话筒Logo/演讲台
KT板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旅游优选项目投

资对接洽谈会+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共3场

晚宴冠名赞助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平台大典专场

抽奖赞助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平台大典专场，

奖品须另提供

单项赞助详情价格，请咨询相应联系人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旅游创新展（三会一展）赞助项目一览表

      欢迎旅游行业及热衷于旅游行业发展的企业赞助



往届回顾

       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由国家旅游局和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特别支

持，自2009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八届，共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31个省区市的代

表团参展，参观者达到150余万人次，历届展会交易额达150亿元以上，签约项目达1100多项，

受到旅游业界的赞誉。

展区面积：5万平方米

展区数量：各省区市旅游展区、邮轮游艇房车露营地展区、“一带一

路”国际旅游商品展区、文旅融合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

重要活动：旅游特色小镇论坛暨天津旅游项目投资洽谈、中国体旅融

合发展高峰论坛等多项活动。

展会数据：参观者接近27万人次，交易和意向交易金额约达 200亿元

（特色小镇项目签约额198.4亿元，房车、游艇、露营地设施及木屋等

旅游设施交易额8089万元，旅游线路产品及旅游商品交易额2970万元，

意向签约额1.2亿元。）

展区面积：5万平方米

展区数量：各省区市旅游展区、邮轮游艇房车露营地展区、

“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商品展区等7大展区。

重要活动：全域旅游发展高峰论坛、中国房车露营旅游发展研

讨会、中国体旅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等多项活动。

展会数据：参展参会和采购人员超过2万人次,参观观众到达25.6

万人次，现场交易和意向交易额达28.5亿元。

展区面积：5万平方米

展区数量：国内国际旅游形象、房车露营地及房车休闲方式、邮轮

游艇通用飞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商品、国际国内旅游产品交

易、智慧旅游及教育旅游等6大展区。

重要活动：智慧旅游天津论坛、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仪式暨发展

论坛、津澳旅游商务交流会等多项活动。

展会数据：参展企业达到500家，参展参会和采购人员超过2万人、

参观观众近30万人，有29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

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泰国、马达加斯加等近23个

国家参展。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往届回顾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l 展位规划

l 展位价格

l 展商构成

l 展商权益

l 展商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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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规划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N7展厅展区规划

展板规划区展位规划区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注：清晰版展位图请联系对接人索取



展位价格

提醒：参展商，请登录旅发网平台在线报名参展，并获得相应服务，详情可登录

旅发网www.lvfacn.com咨询

l标准展台：9㎡ （3m*3m）

l价格：13000元/个展台

l标装提供：

铺设地毯、彩色KT板（3m×50CM）企业楣

板、包括三面围板、一张洽谈桌(信息台)、

两把椅子、一只电源插座（220V/5A）

参展配置

l标准展板：2m*2.5m

l价格：3500元/个

l旅游创新展项目册

l标准：16开 彩页

l价格：1000元/页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参展商构成

新业态创新

新产品创新

新IP创新

新商业模式
创新

新技术创新

新媒体创新

餐饮业态、住宿业态、交通业态、游

览业态、娱乐业态等，如户外运动、

特色民宿、文化酒店、文创商品、精

品酒店、航空电子等

户外运动产品、康养产品、游乐产品、

光影产品、低空旅游产品、农业旅游

产品、体育旅游产品、研学旅游产品、

婚庆旅游产品、宗教旅游产品、旅拍

产品等

主题公园IP，影视IP，动漫IP等

OTA、俱乐部、分权度假、旅行服务

平台、众筹等

AR、VR、MR、过山车、水上游乐、

索道、摩天轮、数字化技术等

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短视频、自媒

体、音频媒体等

l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l北京三夫户外运动管理公司

l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l乐拓科技（游乐产品）

l中航空旅（北京）

l北京本色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l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

l广州长隆集团

l常州恐龙园股份…..

l携程旅行网

l途家

l同程金服…..

l杭州新爵科技有限公司

l上海椰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l广州海山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l抖音短视频

l二更（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l喜马拉雅FM（音频营销）…..

拟邀企业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拟邀请如下类型企业参加

      欢迎旅游行业及热衷于旅游行业发展的企业参展



参展商权益

线上线下同步参展

活动现场全程直播报道

0元入驻产业平台旅发网

免费获得商机对接

1

既可参加2018中国旅博会——旅

游创新现场展，又可参加“旅发网”

的“旅游创新”线上展

活动现场全程直播，数十家主流

媒体连续报道，更值得称赞的是

项目/商品信息可通过会场LED

全方位宣传。 

2

3

以旅游产业服务商、供货商等身份

入驻旅发网，获得旅发网提供的服

务商主页、对服务/产品进行展示

推广

4

各参展商，自入驻旅发网起，将

可免费获取旅游行业商机对接，

拓展人脉。

参与“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获得旅游创新大奖评选机会

参与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参与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

参与旅游创新项目发布活动

5

所有参展商，均可参加“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与行业专家、大咖面对面互动沟通、共叙旅游

创新发展

6

所有参展商，根据自身企业的创新性，可选

择性申请参加不同领域的创新主题演讲，宣

讲创新理念、宣传企业

7

8

参展商，可获得天津项目招商与投融资包装、

对接，获得更广阔的合作机会

9

所有参展商，均可参与本届博览会联合承办单

位绿维文旅举办的旅游行业的盛典——2018

旅游产业平台大会，获得更多商机合作与行业

人脉拓展

所有参展商，根据自身企业的创新性，将有机

会获得由”中国文旅创新联盟”颁发的，由广

大网民参选并由组委会评选得出的“10大旅游

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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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须知

1. 本届博览会旅游创新展区的招展工作，由北京绿维文旅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参展商需与我司进行展位申请，合作洽谈，

联系方式见本招商书。

2. 参展商必须保证提交产品资料的真实性，如营销执照的真实

性。

3. 参展商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知识产权的各项法律法

规。如涉嫌知识产权侵权，协办方有权要求撤销该相关违规产

品，并取消展位不予退款，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4. 参展商应严格遵守执行单位，主场搭建公司、展场场馆制定

的参展规定及当地政府颁布的有关消防、安全、健康等法律法

规。

5、本届旅博会同时开通线上展厅服务，参展商可以通过登录

注册旅发网（www.lvfacn.com）进行线上参展报名与其他合

作咨询。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l 会议概述

l 会议议程

l 主讲嘉宾

l 重要嘉宾

l 圆桌论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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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述及议程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议程

序号 时间
（11月9日上午） 议程环节 备注

1 9:30-9:32 主持人开场 　

2 9:32-9:50 文化和旅游部领导、天津市领导致辞

3 9:50-10:05 主题演讲：消费升级与旅游创新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吴
文学

4 10:05-10:25 主题演讲：旅游创新与未来发展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

席专家 魏小安

5 10:25-10:35 主题演讲：旅游演艺创新探讨
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
姜颖

6 10:35-10:55 《2018旅游创新绿皮书》发布
北京绿维文旅城乡规划

设计院院长林峰

7 10:55-12:00 圆桌论坛：《创新引领的旅游发展》

主持：林峰

拟邀嘉宾：圆桌论坛神

秘嘉宾，创新企业及创

新人物

8 12:00 结束 　

旅游产业创新是中国旅游产业突破发展的源动力，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简称“三新”）的要求，借助本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契

机，以“创新引领的旅游发展”为主题召开《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力求将本论坛打

造成一场世界级、前瞻性、创新性的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研讨会将聚集国内知名文化

旅游专家、学者、企业高管、行业领袖，深入探寻旅游融合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欢迎旅游行业企业、人士、媒体等报名参加



魏小安

著名旅游经济和管理专家、旅游、酒店研究专家。

有"中国酒店业教父"美誉，国家旅游局旅行社饭店

管理司司长，全球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中国旅游文

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世界休闲组织中国分

会副会长等职务。

姜颖

拟邀圆桌论坛嘉宾

吴文学

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开大学国经系在职研

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财政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国家旅游局党组成员，规划财务司司长，兼中国

旅游协会副会长。曾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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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颖女士，山水盛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专业毕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EMBA硕士在读。国家一级演员，北京市

平谷区政协委员，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桂林市青年联合会常

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中华环保基金

会“中国环保宣传使者”。



• 经济学博士

• 资深规划设计与文旅产业运营专家

• 旅游投行领军人物

• 绿维文旅控股集团 董事长

• 绿维文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绿维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赛伯乐绿维(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川大校友基金  总裁

林  峰

发布《2018旅游创新绿皮书》

30余年政府政策研究、投资银行运作及旅游综合开发与旅

游地产顾问的从业经验，主要致力于旅游综合开发、文旅商体

养地产开发的规划设计、运营托管、投融资顾问服务，为数百

个地方政府、景区、企业提供过旅游开发咨询服务。

拟邀重要嘉宾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l 会议概述

l 会议议程

l 创新模式

l 项目宣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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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时长：2小时

11月9日下午

1、(14:00—14:10) 主持开场及领导致辞

主持开场介绍出席会议的领导、嘉宾等（5分钟）；

天津市旅游局领导致辞（5分钟）；

2、(14:10—14:50)投资洽谈会（天津专场项目推介）

天津市优质文旅项目推介（30分钟）

  和平、蓟州、滨海、西青

天津市优选旅游项目投资合作签约仪式（5分钟）

天津市旅游产业战略合作者签约仪式（5分钟）

3、(14:50—16:00)投资洽谈会（其他各省市项目推介）

其他各省市优质文旅项目推介（70分钟）

会议概述及议程

       借助”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平台，举办中国旅博会创新文旅项

目投资洽谈会，实现天津及全国各省市文旅项目招商需求的全要素全产业链

资源有效对接，项目开发及建设落地提供有效支持。

       以天津项目对接为依托，把对接会做大做强，成为全国性、高规格的盛

会，将传统的旅游项目对接转变成旅游投资对接、旅游开发资源对接、旅游

运营托管对接，构成旅游创新发展新形势下的“三朵金花”。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洽谈会议程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欢迎旅游行业企业、人士、媒体等报名参加



四大创新模式

编制《天津市优选旅

游项目推介手册

（2018-2019）》

投资洽谈会领导嘉宾

重点推介

大会集中展板展示及媒

体报道

线上平台

及全媒体发布

精准高效地寻找项目投资商达成战略合作

全面了解国内国际旅游界最先进的项目信息

与旅游界大佬、投资商面对面交流，获得更多商机

旅发网线上展专题页永久展示 

谈项目，找投资，商机无限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l 会议概述

l 会议议程

l 会议亮点

l 旅游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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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述及议程

         由联合承办方绿维文旅集团独立召开，正式推出泛旅游开发运营服务平台--旅发网

（网址：www.lvfacn.com）作为旅游产业创新性服务平台。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及

交流晚宴设有创新合作主题演讲、十大旅游创新奖颁奖、平台合作伙伴亮相路演等内容。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欢迎旅游行业企业、人士、媒体等报名参加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议程

时间 活动议程 题目 演讲人

16:00-16:30 嘉宾入场及签到 -- --

16:30-16:55 主题演讲 文旅乡康体学养融合发展与
整合----泛旅游平台2.0 绿维文旅集团董事长：林峰

16:55-17:10 主题演讲 让开发运营更简单----旅发网 旅发网总经理：朱建文

17:10-17:16 发起仪式 乡村振兴服务联盟发起仪式 绿维农旅、新农创、碧野、慢村等多家机构

17:16-17:22 发起仪式 中国文旅创新联盟投资促进
会发起仪式 绿维文旅副总裁 李洋

17:22-17:30 发起仪式 美中投资促进会文旅专业委
员会发起仪式

美中投资促进会会长张家豪、绿维文旅总裁杨
光

17:30-17:55 联合孵化与落地运营1 全域旅游+全域乡村振兴孵化
案例 政府代表及项目主创

17:55-18:20 联合孵化与落地运营2 重庆秀山县创新设计实践 政府代表及项目主创

18:20-18:25
主题发布

“乡土30院“国际青年建筑师
设计竞赛活动发布

绿维创意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李晓飞

18:25-18:45 嘉宾致辞 -- 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魏小安

18:45-19:00 创新奖
颁奖仪式 十大创新奖颁奖+获奖感言 获奖单位

19:00-21:00 晚宴及企业路演



十大旅游创新奖

① 旅游产品创新奖

② 旅游科技创新奖

③ 旅游业态创新奖

④ 旅游营销创新奖

⑤ 旅游商业模式创新奖

⑥ 旅游IP创新奖

⑦ 旅游设计创新奖

⑧ 旅游服务创新奖

⑨ 旅游管理创新奖

⑩ 旅游突出贡献奖

1、参评单位申报奖项，经由广大网民参选并由组委会评选，如最终获奖，

将由中国文旅创新联盟颁发奖牌，奖杯；

2、本届评选活动截止报名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请务必抓紧时间报名，

逾期不候。

      所有旅游行业的单位、企业，根据自身企业的创新性，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

文旅创新联盟”颁发的，由广大网民参选并由组委会评选得出的“十大旅游创新奖”

  “十大旅游创新奖”包括如下奖项，将以旅游行业专家评选得票为准。将在本届

博览会“旅游创新展”运营服务平台“旅发网www.lvfacn.com”投票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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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联系我们

l 展馆布局

l 参展回执

l 参会回执

l 布展时间

l 报道注册

l 酒店信息

l 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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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参展联系

序号 项目 对接人 联系方式

1 旅游创新展

孙立增 13811356885

范霄男 13811105013

杜潇 16619826005

2 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
黄晨 1362105105

臧文玲 18811483525

3
旅游优选项目投资对接

洽谈会
黄晨 1362105105

臧文玲 18811483525

4 2018旅游产业平台大会
江林樱 13521303351

方堃 17777840830

5 活动赞助 孙立增 13811356885

6 旅游创新奖
孙立增 13811356885

朱先生 18610550689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上述联系人手机号码同微信



展馆大会布局图

展馆布局图

展馆/会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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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回执

参展企业基本信息
参展商
（企业名称）

参展企业介
绍 （200字以内）

企业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官网 企业邮箱
参展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参展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参展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主要联系人 性别 职务 手机

展位申请

展品名称 展品类别

展位/展
板申请

□标准展台（3m*3m）_________个   费用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元整）
□标准展板（2m*2.5m）_________个  费用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元整）
□旅游创新展项目册_________页      费用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元整）
□其它赞助_____________ ____        费用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元整）

酒店预定 预定方式：
自行预定

酒店信息 1、建议预定酒店：全季酒店、白天鹅精品酒
店、如家商旅酒店、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2、价格：350~750元起之间（会展期将有变动，
以实际市场价为准）
3、提前预定：建议提前至少15天预定，展会
期间房源紧张

参展付款
信息

1、户  名：文旅创联（北京）企
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
运仓支行

3、账号：
0200202709200029649

参展企业公章:

参展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参展商请提交本参展回执,填写信息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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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回执

参会企业基本信息
参会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E-mail

参会人员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参会人员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主要联系人 性别 职务 手机

企业电话 传真

参加会议类型 □旅游创
新发展研

讨会

位
置

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 N7馆 侧
二层会议厅     

时间 11月9日上午9点30分~12点

□旅游优
选项目投
资对接洽

谈会

位
置

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 N7馆展

厅内 

时间 11月9日下午14点~16点

□2018旅
游产业平
台大会

位
置

天津梅江中心
皇冠假日酒店

时间 11月9日下午16点30分~9点

酒店预定 预定方式：
自行预定

酒店信息 1、建议预定酒店：全季酒店、白天鹅精品
酒店、如家商旅酒店、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
店
2、价格：350~750元起之间（会展期将有
变动，以实际市场价为准）
3、提前预定：建议提前至少15天预定，展
会期间房源紧张

是否需要接送 □是
□否

车
辆
信
息

地点 天津站：配大巴车
滨海国际机场：配大巴车

时间 接：11月8日上午8点——晚上9点，约每
60分钟一趟

送：11月9日晚上21点至22点 
备注 参会企业公章:

参会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参会企业请提交本参会回执,填写信息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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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布展时间表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布   展   期 日   期 时   间
搭建公司进馆 2018年11月6-8日 08:30 - 17:30
参展商登记 2018年11月8日 08:30 - 17:00
参展商布展 2018年11月8日 08:30 - 17:00

开展   期 日   期 时   间
开幕式

（9:30）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参展商入场 2018年11月9日 08:00 - 09:30

观众入场 2018年11月9日
11:00

（开幕式结束后）

观 众 参 观 时 间
2018年11月9日 11:00 - 17:00

2018年11月10日 09:00 - 17:00
2018年11月11日 09:00 - 15:30

撤   展   期 日   期 时   间
停电时间 2018年11月11日 15:30
参展商撤馆时间 2018年11月11日 15:30 - 16:30
搭建商撤馆时间 2018年11月11日 16:30 - 21:30

补   货   期 日   期 时   间
开展第一天 2018年11月9日 14：00-15:00

开展第二天 2018年11月10日
10:00-11:00

14：00-15:00
开展第三天 2018年11月11日 10:00-11:00

u入场注意事项
入场人员一律通过安检后方可入场。
入场人员必须穿工作装或便装，衣着整洁，穿短裤、拖鞋或赤背者

禁止入场。
入场人员禁止携带危险物品入场，如：打火机、管制刀具、易燃易

爆及有毒物品等。
主办单位保留在无需说明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拒绝某人入场，或把

某人清除出展馆的权利。



参展商报到注册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参展商报到注册

1.报到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登陆大厅。
2.展馆接待服务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登陆大厅。
3.组委会现场办公室：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会议室207。请各参展商于

规定时间到位置办理相关手续（持参展确认书），领取贵单位参展证
等证件。请预先联系你的参展对接人领取。

4.每个标摊（每9平方米）免费配备2个参展商证。
5.布展期间容易丢失财物，请各位参展商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

物品。
6.为了保证您与他人的共同利益，请各参单位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配合场馆做好现场管理工作。场馆禁止易燃易爆物
品和外部盒饭进入，馆内严禁明火和一切违章违规操作。
7.参展商及施工人员进入展览场馆时必须佩带证件。

衷心感谢各位对大会工作的配合与支持，预祝各位参展商本次展会
取得圆满成功!

提醒：所报名的参展商请预先联系你的参展对接人办理



参会参展酒店信息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酒店名称 标准 地址 电话
乘车时

长

打车费

用

天津丽思卡尔顿酒店 五星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67号 022-
58578888

26分钟 25元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五星 和平区张自忠路158号 022-
58309999

32分钟 26元

天津喜来登大酒店 五星 河西区紫金山路
022-

27313388
16分钟 16元

新桃园酒店 五星 河西区广东路235号 022-
58688888

16分钟 16元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

酒店

河西区友谊南路东侧团结大

厦2号
022-

58576666
步行6分钟

天津金皇大酒店 五星 河西区南京路20号
022-

23038866
26分钟 21元

天津水晶宫饭店 四星 河西区友谊路28号
022-

28356888
13分钟 15元

天津津利华大酒店 四星 河西区友谊路32号
022-

28352222
11分钟 14元

天津海景花园酒店 四星 黑牛城道与解放南路交口
022-

28327788
15分钟 20元

天津世纪酒店 四星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79号
022-

88291888
11分钟 14元

天津市美都大酒店 四星 河西区围堤道117号
022-

28361818
16分钟 17元

全季酒店(友谊路店) 快捷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环
岛东路交口

022-
28367755

15分钟 16元

天津汉庭酒店友谊路店 快捷 河西区友谊路5号
022-

58370818
16分钟 17元

天津如家快捷酒店国展

中心店
快捷 河西区宾馆南道4号

022-

28362888
11分钟 14元

IU酒店（天津友谊路梅

江会展店）
快捷 河西区友谊路58号

022-

85581616
10分钟 12元

7天连锁酒店（天津解放

南路店）
快捷 河西区珠江道69号

022-

28308600
8分钟 12元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周边酒店，供参考，请提前自行预定。



乘车路线

目的地名称：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18号

交通方式：

1.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至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1）从滨海国际机场乘坐地铁2号线（曹庄方向）到长虹公园站，换乘地铁6

号线（梅林路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2）从滨海国际机场打车，车程约34分钟，费用约64元。

2.天津站火车站至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1）从天津站乘坐地铁3号线（南站方向）到红旗南路站，换乘地铁6号线

（梅林路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2）从天津站打车，车程约38分钟，费用约30元。

3.天津西站火车站至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1）从天津西站乘坐地铁6号线（梅林路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

站）。

（2）从天津西站步行至西站公交车站乘坐161路（大港老客运站方向）至八

里台站下车，换乘615路（天南大新址公交站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下车。

（3）从天津西站打车，车程约30分钟，费用约45元。

4.天津南站火车站至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1）从天津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小淀方向）到红旗南路站，换乘6号线（梅

林路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2）从天津南站打车，车程约38分钟，费用约52元。

5.天津客运站至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1）通莎客运站：步行至天津站地铁站，乘坐地铁3号线（南站方向）到红

旗南路站，换乘地铁6号线（梅林路方向）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2）天环客运站：步行至鞍山西道站（B口），乘坐地铁6号线（梅林路方向）

至梅江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创新展



其他

天津市出租车收费标准：
白天(不分)晚上(不分)，起步价：8元(3公里)，超过3公里后1.7元/公里，超过

10公里加收50%的返程费，燃油费：1元每程加收，叫车费：免费。
 
天津小型客车限行规定：

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2和7、3和8、4和9、5和0、1和6。

工作日(因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而调整为上班的星期六、星期日除外)每日7时至

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北京牌照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除外)

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

 

注:请各位参展商临近展会自行查看小型客车限行规定，以免耽误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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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vfacn.com

网上报名参展

旅游产业开发运营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