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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ty, Food & Beverage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Sinoexpo Informa Markets）经过正式授权，已成为

Informa Markets 亚太地区食品酒店系列展的中国独家代理机构，食品酒店系列展的分

布请参考上图，如果您想报名参加任何的 Informa Markets 主办的下一届食品酒店系列

展，请与我们相关负责人联系。

FHA FOOD & BEVERAGE ASIA
FHA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4月25-28日
www.fhafnb.com
新加坡

HOFEX
HOFEX香港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5月10-12日
www.hofex.com
中国香港

SEOUL FOOD & HOTEL
SFH 首尔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5月30日-6月2日
www.seoulfoodnhotel.com
韩国，首尔

FOOD & HOTEL INDONESIA
FHI 印尼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7月25-28日
www.foodhotelindonesia.com
印尼，雅加达

FOOD & HOTEL MALAYSIA
FHM 马来西亚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9月19-22日
www.foodandhotel.com
马来西亚，吉隆坡

FOOD & HOTEL HANOI
FHH 河内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11月21-23日
www.foodnhotelhanoi.com
越南，河内

FOOD & HOTEL THAILAND
FHT 泰国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8月23-26日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泰国，曼谷

2023



40,134
专业买家

6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2,100
参展商

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4月25-28日
新加坡博览中心



FHA Food&Beverage是从成功举办的Food&HotelAsia（FHA）演变而来的，是亚洲最大的食品和饮料贸易活

动，将全球食品和酒店界聚集在一起。作为全球供应商与亚太地区分销商、进口商、制造商和零售商会面

的首选平台，FHA Food&Beverage的参会者全面覆盖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团，并且展示了各大洲

最棒的产品。

本次FHA汇聚了全球较大规模的餐饮供应商阵容，在即将到来的FHA 2023上，主办方将推出一个专门针对

餐厅、酒吧和咖啡店的特别展区。通过参加届时第一场为亚洲餐饮服务业举办的贸易活动，为您2023年的

餐饮业务做好准备！

随着各国在后疫情期间重新开始努力复苏经济和旅游业，赶快抓住这次机会，与该地区及其他国家、地区

的餐饮运营商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吧！紧跟供应商步伐，探索高效的解决方案和创新想法，感受时代的发展

变化！

红酒与烈酒
与新加坡ProWine

同期举办

乳制品  饮品  食品与饮品综合 食品原料   新鲜食材

展品范围

谷物 肉类 油与脂肪 水产品 糖果与零食



展商分布区域

FHA现场展示了亚洲以

及其他地区最新的食品趋势和

创新，FHA已经成为了所有品

牌都必须参加的食品与酒店业

内领先的展会。

Jacques Poulain

Aalst Chocolate

展商评价

由我们来到FHA，与潜在客户、合作伙伴和分销商谈论我们的自有

品牌Better Naked，真是太棒了。作为世界上最有营养、最可持续的食品

之一，我们在英国本土已经声名鹊起，我们现在有着巨大的国际扩张计

划，FHA在该地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平台。我们第二天在展会现场已经

进行了很多精彩活动，下一届展会我们也将继续参加。

Jago Pearson

Finnebrogue Artisan

56个国际展团参展！

澳大利亚

日本

奥地利

韩国

比利时

荷兰

巴西

秘鲁

加拿大

葡萄牙

中国

新加坡

塞浦路斯

西班牙

捷克共和国

瑞典

丹麦

中国台湾地区

法国

泰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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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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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30,000
专业买家

4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2,000
参展商和品牌

香港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HOFEX于1987年首办，率先将环球上乘美

食、高级饮料、顶尖款待设备引入亚洲。

凭借 34 年的卓越成就，HOFEX作为亚洲领

先的餐饮业贸易展向亚洲推出了众多餐饮、

酒店设备和用品，以提升中国香港作为区域

餐饮贸易中心的地位。HOFEX是一个备受认

可的专业贸易平台，作为海外供应商进入亚

洲市场的跳板和门户，以其强大的国际影响

力和全面的展品组合而闻名。

重启及重新连接

HOFEX2023——亚洲国际食品餐饮及酒店设备展将于2023年5月10-12日重回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囊括了较

全面的食品和饮料、酒店和餐厅餐饮服务设备、餐饮业用品和服务等，以协助业界连接重要的业务和机遇。这

个多合一平台将重新连接商机，重启瞬息万变的市场！

食品及饮品 厨房及餐饮设备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

贸易展览会

餐具摆设及款待设备 酒店和餐饮服务

及科技

烘焙及甜点 精品咖啡

为您带来最新趋势和灵感

展商评价

感谢HOFEX的归来！这个两年一度的展览会

是业界聚首一堂的平台，也象征着餐饮和酒店行业

团结一致，我十分期待下一届的展会！

Ray Cheng先生

销售经理

嘉明海产（国际）有限公司

这一年的HOFEX令人喜出望外，汇聚了很多

旧客户和潜在的新客户。这是一场精彩而有丰硕成

果的展览，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询盘，甚至在现场也

收到了好多份订单！我认为这个展览非常成功！

Raymond Tam先生

执行总监

雅典娜(香港)有限公司



首尔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5月30日-6月2日

韩国国际展览中心 (KINTEX)，韩国

37,685
专业买家

53,541
平方米展示面积

966
参展商



作为韩国闻名的国际食品和酒店贸易展，Seoul 

Food & Hotel（SFH）被视为该行业的有效贸易平

台。SFH为高质量的韩国买家和行业专家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他们可以在各个行业寻找优质

商品，并查看全球行业趋势。

SFH与韩国贸易投资促进局（KOTRA）建立了强有

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其作为韩国食品和酒店业

进出口平台的优势。SFH继续巩固其业务，作为韩

国餐饮业的年度会议场所。2019年共有1,559家合格

参展商与来自40多个国家的50,335名观众。SFH也

是韩国唯一一个覆盖整个食品系列的展会：食品、

饮料、葡萄酒和烈酒、食品服务、加工和包装技

术、冷链、仓储以及物流解决方案等。

非常荣幸再次以奥地利展团的形式参加韩国

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贸易展会，感谢SFH的盛大组

织，我们展团中的所有奥地利公司都表示这是一次

非常成功的活动，同时这个平台也非常值得海外公

司宣传他们产品！

奥地利贸易专员兼商务参赞

奥地利大使馆商务处

展品范围

展商评价

由于SFH是韩国最大和最著名的国际食品集

散地，我们认为SFH是泰国出口商向潜在韩国买家

和消费者介绍优质泰国食品的最佳场所。尽管出现

了疫情，但我看到泰国展团充满活力，许多韩国买

家今年收获颇丰。

泰国贸易中心主任，首尔

泰国国际贸易促进部

餐厨设备

肉类 水产品 新鲜食材 乳制品 烘焙与糕点 糖果与休闲食品 加工食品 冷冻食品

食品原料 自然有机产品 素食 清真食品 饮品 茶与咖啡 红酒与烈酒 啤酒



Follow Us:  #FHI #foodhotelindonesia #hotelexindonesia #finefoodindonesia

www.foodhotelindonesia.com

incorporatingin conjunction with:

Organised by: Sustainable Events

2023年7月25-28日
印尼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FHI在过去28年中每两年定期举行一次，并将继续致力于支

持印尼酒店业和餐饮业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展览会改善

了各行业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在疫情后促进了国家的经

济复苏。

FHI主要涵盖了五个细分市场，如：酒店设

备、酒店技术、酒店风格、酒店内部设施和

餐饮服务。在最前沿的突破中，本届展会上

将展示的行业趋势包括自动化的酒店设备、

智能食品存储，以及可持续的便利设施和食

品生产设备。展会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千名零售商、企业代表和行业内专业人士，

一起探索酒店技术、酒店风格、酒店内部和

设施、餐饮服务和食品技术的关键进展。

展 品 范 围

食品与饮料 烘焙，糕点与冰淇淋 咖啡与茶 餐饮服务与酒店设备

红酒，烈酒与酒精饮料

有机食品清真食品酒店设计及供应商酒店技术

休闲食品与甜食 肉类 乳制品 水产品



30,000+
专业买家

18,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548
参展商

2023年8月23-26日
曼谷诗丽吉国际会议中心

泰国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FOOD & HOTEL THAILAND（FHT）是泰国领先的食品、饮料、酒店展览和会议，被食品与酒店专业人士认可，

涵盖了其28年的卓越历史。作为一个支持性的行业合作伙伴，FHT将为泰国和该地区带来最全面的食品和饮

料、酒店设备和用品产品选择，以重新连接业务，重新启动充满挑战的市场。2023 FHT将呈现一个集中和全

面的贸易平台，发展到两个主要领域；泰国餐厅与酒吧和咖啡烘焙店将连接来自泰国及海外的众多领先供应

商和关键买家。它将为所有与会者提供宝贵的社交机会和理想的优质采购选择。

FHT得到了领先行业协会的支持，如泰国酒店协会、泰国餐厅协会，并获得了举办咖啡比赛的许可证，以搜索

和代表来自泰国的人才参加世界锦标赛。其中包括未来酒店展示区、葡萄酒和烈酒庭院、葡萄酒和啤酒品鉴

和社交之夜、鸡尾酒会、葡萄酒和啤酒配对工作坊、国际咖啡品鉴、蛋糕和冰淇淋工作坊。

红酒与烈酒

87.36% 73.60% 59.36% 57.24% 57.06% 46.87%

买家感兴趣的产品

食品与饮料 食品服务

及厨房设备

咖啡与茶 酒店服务

及零售技术

酒店服务设备

及供应商



BRINGING SUSTAINABILITY
TO THE TABLE

Food and Hotel Malaysia

www.foodandhotel.com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E: info@foodandhotel.com
T: +603 9771 2688

马来西亚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2023年9月19-22日
吉隆坡会议中心

28,000
专业买家

2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1,500
参展商



第17届马来西亚食品与酒店展（FHM）是马来西亚

首屈一指的纯贸易食品与酒店展览会，将于2023年

9月19日至22日在吉隆坡会议中心（KLCC）举行。

FHM将使酒店、餐饮业务恢复正常，并创造新鲜事

物，此外2023年的展会现场将扩展到10个大厅。

FHM 2023的举办将帮助马来西亚或来自其他国家的

供应商、买家重新与行业建立联系，为其重返业务

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期四天的活动预计将吸引1500

家参与公司和28000名贸易买家，并在生物降解产

品、国际美食展示、营养、奥马凯酒和清酒配对

会、植物基（替代蛋白质）、葡萄酒教育中心等方

面展示新的亮点，同时还将迎来糕点创新实验室和

马来西亚美食馆等特殊活动的回归。

食品与饮料

烘焙/甜点

咖啡师相关

饮品（乳制品、酒精饮品、无酒精饮品等）

瓶装/ 罐装/ 包装设备

餐饮（工业、学术）

冷冻食品与冰柜食品

快餐/正餐

清真产品

有机/健康食品

植物基食品

水产品/肉类/禽类/水果/蔬菜

休闲食品

茶/咖啡

咖啡与茶饮设备

工业4.0软件及技术

有很多客户来到我们的展台寻求业务合作。

这次活动的质量非常好，我们希望在未来继续参加

FHM。

Christine Tham Mei Hoong

德国UNOX(优诺斯) 销售经理

展商评价

FHM是一个极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与客户面

对面交流并建立联系，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客户的

需求以及他们在整个食品服务行业的需求。FHM做

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汇集全马来西亚餐饮行业的优

质客户。

Wen Chin Chiang

Sri Manisan 总经理

展品范围

酒店

可降解产品

清洁与维护

杀菌消毒产品

交流系统/设备

顾问服务

酒店信息系统

酒店/ 度假/ 酒吧/ 餐厅管理

供应与服务

室内技术

决策者

安保系统

预防酒店行窃/ 显示设备

餐具/ 炊具



25 -27/11/2020

www.foodnhotelhanoi.com 
Follow us:  @FoodnHotelHanoi

Ban tổ chức / Organiser

河内国际食品与酒店展 

河内国际展览中心

2023年11月21-23日

6,500+
专业买家

5,6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140+
参展商



 

  

展品范围

凭借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的Food&Hotel Vietnam获得成功。

Hotel Hanoi的推出旨在为国际出口商和供应商开辟了一条通往越南北部食品与酒店业的直接通道。

酒店，技术，设计与供应

酒店/ 游泳池与温泉/ 健身设备与供应

包装设备与材料

红酒烈酒生产设备与供应

其他供应商

烘焙和甜品

咖啡与茶饮设备与供应

食品与饮品

餐饮服务——前台设备

餐饮服务——后台设备



倪佳骏 先生

021-3339 2242

Alex.ni@imsinoexpo.com

FH系列全球展参展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