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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

2022年5月24-26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立即扫码
了解更多展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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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楼（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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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会及支持单位

作为FHC品牌走出上海的首站，主办方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将继续携手忠实行业伙伴，以及

粤港澳大湾区当地重要的行业协会，共同打造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为广州餐饮市场引入

更多休闲食品、高端食材供应链等领域的优质资源。

感谢以下合作协会及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 广东省食文化研究会名厨专业委员会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烘焙业公会

- 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 澳门餐饮行业协会

-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

- 澳门烹饪协会



4助力华南地区食品和餐饮行业，FHC环球食品展2022年登陆广州

作为中国餐饮第一大省，2020年广东省以4124.76亿元蝉联餐饮收入排行榜第一名。此外，来自

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广东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7.5%。消费在保持增长，投资增势

处于良好状态。后疫情时代的广州，防疫和经济两手抓，发展动力源源不断。依托FHC上海环球食

品展二十五年来积累的丰富行业资源、全球业务网络与专业运营经验，大会主办方上海博华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将首次走出上海，以华南地区作为地方战略的第一步，于2022年5月24-26日在广州保利

世贸博览馆举办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

展会将依托华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世界食品广州展及其同期联展的口碑平台，为广州餐饮市场引

入更多休闲食品、高端食材供应链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更为FHC上海环球食品展的参展企业开拓挖

掘更广泛的地域市场，高效对接华南地区的零售及批发商、星级酒店、连锁餐饮、商超采购、集团

单位等专业采购商，共享一站式采购与信息融合的平台。

展会数据

  2022 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 & 3号馆

光地 1,000元/平米（须18平米起租）
无任何设备。

另需向展馆支付搭建管理费，向指定搭建商支付电箱费。

标摊 1,200元/平米（9平米起租）
提供背板、地毯、照明、楣板、

电源插座、问询台、折叠椅及垃圾桶。

  1 & 3号馆

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

  2 & 4号馆

广州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5 & 6号馆

世界食品广州展

展品类别

为何参展？ 专业观众行业分布

展馆平面图

展览面积  
60,000 m2

专业观众
75,000 +

参展企业  
2,000 +

国际及地区
3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市

场，有192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

食品。广州作为中国最大的餐饮大

省，截至2020年，年餐饮收入已超过

4100亿元。
1 广州位于广州都市圈核心城市，是粤

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

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

拥有世界级空港、海港和四通八达的

铁路、公路交通网系。
2

FHC华南环球食品展（广州）将依托

FHC上海环球食品展二十五年来积累的

丰厚行业资源、全球业务网络与专业

运营经验。3 与世界食品广州展、广州餐饮供应链
展、中国烘焙展览会和广州国际连锁
加盟展览会形成多展联动效应，打造
华南地区食品和餐饮行业的全产业链
展示交流平台。

火锅食材及用品

肉制品 海鲜 烘焙轻餐、咖啡茶饮 休闲食品、甜食、巧克力

调味品及油品 高端食材供应链 餐饮及智能店装设计 饮料

乳制品 婴童食品 外卖产业及包装

展台形式与价格 主办方保留修改解释权，并在开展前两个月与参展商进行书面确认。

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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