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亚洲智能陈列展示及商超设备展
The 2nd Asia Smart Retail Display & Equipment Expo (SRDE 2021)

2021 年 5 月 10-12 日
May 10th-12th, 2021

80000m2 展会规模

中国 · 广州广交会展馆 B 区
Area B of China Import & Export Fair Complex

700+参展商

80000+观众

华南商超设备第一展！携手 2021 广州国际商业智能设备产业博览
交易会，双展联动，强强联手！
www.srd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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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速，2017-2018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36.63 万亿元增长到 38.1
万亿元，2019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41.2 万亿
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业对展
示道具投入的不断加大，我国陈列展示及商超设备市场
远未达到饱和。从我国 2014-2018 年陈列展示及商超
设备行业的市场规模的变动趋势来看，整体呈线性变化
趋势，预计 2025 年我国陈列展示及商超设备市场规模
将有望达到 1298 亿元。

展会优势
商超专展，华南首创
作为华南地区首个专业的商超设备展，SRDE 将借力珠三角地
区作为国家级经济区位重心的地位，立足中国，辐射亚洲，放眼全
球，为中国智能陈列商超设备与世界产业形成提供平台与窗口。

产业聚集，优势凸显
广东作为中国商超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汇聚了众多业内
领军企业。SRDE 将充分利用广东产业聚集优势，通过实地拜访中山、
佛山、广州、深圳、东莞等产业聚集地，集中邀请本地优质企业。

双展联动，强强联合
SRDE 2021 将与 2021 广州国际商业智能设备产业博览交易会
同期举行，实现与商博会旗下四大主题展的资源整合（自动售货机、
智慧零售、商业支付、生鲜冷链），总展览面积预计达 8 万平米，
将吸引国内外企业超 700 家，专业买家逾 8 万人次，展出规模宏大，
精彩纷呈。

鸿威集团，实力之选
作为年举办展会数量全国第二的会展公司，鸿威集团每年在全球
举办国际性展会 80 多场，18 年来总展览场次超 1000 场，服务参
展商超过 10 万家，接待专业观众超过 2000 万人次。2019 年正
式成为 UFI（国际展览联盟）成员，专业办展能力得到国际认可。

精准获客，效果卓著
为了在疫情常态化新形势下保证最佳展出效果，组委会将从百万
数据库中精准锁定专业买家，多渠道发力邀请，包括向前一万名预约
参观的专业观众赠送星级酒店住宿、海外买家线上对接、一对一买家
定制、行业协会组团参观、采购商之夜等，确保展商参展效益最大化。

2020 展会回顾
在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发展的关
键时期,在行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下,首届
亚洲智能陈列展示及商超设备展览会
（SRDE 2020）克服重重困难，于 2020
年 8 月 3-5 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交易会展
馆顺利召开。展会吸引了业内一众知名品
牌展商，其中包括格力、雅绅宝、惠诚、
九州一龙、南海王派、佳亨、百仕特、展
正、朗博通、富兴、华臻、汇宜特、千翼、
亚瑞特、美锦怡、钢鑫美、晶远、优度、
企美、熙乐、绿缔、西科、誉成、正基、
乐岁、多销宝等。

展会在三天时间内，精准汇聚了万名专业买家，包括生鲜超市、商超、便利店、百
货、鞋服美妆等零售门店、批发商、分销商、进出口商等，现场订单、合作意向不断，
为疫后商超设备行业市场复苏注入了“强心针”。
此外，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更好地应对疫
情带来的冲击，组委会特别推出的海外买家
线上对接服务吸引了来自德国、约旦、厄瓜
多尔、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新
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法国、
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商，以及
数十家优质供应商一起来云上赴会，打破了
时间空间的限制，有效地在疫情中连接了全
球贸易。

展商/观众评价

展商参展目的（多选）

观众参观目的（多选）

87% 观众对展会表示满意

86% 维护客户关系

95% 了解市场趋势

90% 观众表示受益匪浅

88% 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

69% 采购商超相关产品

96% 观众表示明年继续参观

79% 新产品发布

63% 采购其他配套产品

88% 展商打算明年继续参展

82% 技术经验交流

91%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96%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92% 寻找新技术新产品

展品范围
商超货架、仓储物流设备

智能陈列展示

超市、智能货架/货柜、商品陈列柜、仓储

商品展示器材与展示道具、商业展柜/展架、

设 备、冷柜/冷冻设备、收款台、购物车/

各种展具、陈列展示用品；视觉陈列，促销，

购物 篮、物流设施等； 商业仓储物流设备、

POP 营销产品、数字标识、标牌、导向标

冷藏及冷冻食品储藏运 输设备、陈列设备、

识、互动媒体、数字化商店等。 商业空间

商超专用冰箱、商用厨 房设备设施、商业

设计、展示用品及 POP 产品: 店铺 设计与

冷链、面包房设备、食品 保鲜展示柜、商

装修、商业美陈设计、服装陈列、商 业橱

业中心地面清洁、清洗材料 设备及用品。

窗展示设计、品牌形象设计、卖场设计、广
告促销系统、营销推广技术及品牌推广活

商业照明及零售展示道具

动策划、展台设计与装修、商店全面解决方
案等。

商业空间照明、卖场照明设备、陈列柜和橱
窗的展示照明、店铺设计方案、店铺装修、
陈列配件、广告器材、装饰与视觉营销、
POP 陈列、A3 展厅等。

商超零售业设备
收银设备及相关产品：POS 机、扫描设备、
自动识别设备及技术、称重技术、票据打印

商超安全设备
商业零售安全系统、防盗系统、电子货架标
签、商品防伪技术、防损技术、电子物品监
视系统，条码终端设备、门禁、监控报警系
统、智能通道、客户分流引导、出入口机、

机、显示设备、电子收款机等； 超市信息
网络技术：EDS、电子转账系统 （EFS）、
商场信息管理系统（MIS）、 POS 系统、
多媒体导购系统、电子订货系统 等；其他：
自动存包柜、寄包柜、寄物柜、标价 签器、
超市耗材等。

闸机等。

全程冷链设备
冷藏柜/冷藏车、冷冻装置、制冰机、商用厨 房、中转设备、仓储设备。

目标观众
▪

门店升级改造需求商、商超便利店、连锁品牌、零售门店、
自助餐厅、餐饮店、咖啡 店、生鲜店、美妆店、鞋服品牌店、
智慧药房、大型商场、大卖场、社区商圈、食品 饮料供应商等；

▪

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创业机构、投融资公司、商业地产、
各行业商协会、 知名行业媒体等；

▪

餐饮、酒店、连锁品牌及大型零售商；

▪

大中型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军队等后勤管理部门；

▪

国际专业观众采购团及考察团行业协会媒体参观团等；

▪

其他相关采购群体。

同期展会
▪

2021 广州国际商业智能设备产业博览交易会

▪

第九届广州国际自助售货系统与设施博览交易会

▪

第四届广州国际智慧零售博览会

▪

第四届广州国际商业支付系统及设备博览会

▪

第四届亚太生鲜配送及冷链技术设备展

组委会拟邀以下企业参展（排名不分先后）：
佛山市南海王派货架有限公司

广州市永恒货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欧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漳州市展正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度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先达货架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博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百仕特货架有限公司

东莞鑫普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佳亨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美锦怡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宁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汇宜特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市多销宝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山月货架有限公司

晋江市誉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企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乐超货架有限公司

广东富兴商超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钢鑫美货架厂

江西铝木峰展柜有限公司

广州市惠诚货架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威纳照明有限公司

南昌市木森源展柜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腾工艺品厂

宁波百飞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澌汀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尚明堂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中山沃克条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纸造家园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光同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雷舒照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千翼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燕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拓士照明厂

佛山市亚瑞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桂格货架有限公司

中山市奥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润达货架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优鲜尚品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乐岁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库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正尚展示用品制作有限公司

昆山熙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江锐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正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正基塑业有限公司

佛山智库塑料有限公司

柯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贝伦光电标识有限公司

珠海趣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八角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晶远照明灯具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铁固隆货架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楚与汉智能货架有限公司

广州市品尚货架有限公司

中山市耐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博学货架有限公司

广州博逸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浙江上扬商业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长菁展示道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达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海宇芯光(天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博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华德耐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可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逸扬广告标识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红叶商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灿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领航广告有限公司

福建明博商业设施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莱特光电有限公司

咪呀智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山东亿德货架设施有限公司

无锡蜜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世纪力拓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永冠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得友鑫物流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一龙货架有限公司

浙江上虹货架有限公司

深圳光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皇际照明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旺众商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好品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飞鸿货架厂

深圳市赛扬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锐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致诚塑料工艺制品厂

山东林泉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鑫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哔哩哔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宏宇商业展架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顺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聚特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巨人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万事达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大通广告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逸智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业成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勤信善实业有限公司

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

... ...

中山市古镇佐蒂灯饰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允泰货架厂

顶码(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佳维斯货架制造有限公司

组委会拟邀以下企业买家（排名不分先后）：
福建省绿洲超市有限公司

广东合家欢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东天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人人乐连锁

广州市新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昌大昌商贸有限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

深圳市家乐通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宁德市福万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维客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宜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祥睿（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惠州市好客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乐家嘉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

汕头市爽客商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安徽万家福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琪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邻里儿童级安全农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美宜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惠州市快迪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宝能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广州北华联设备采购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恒乐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自家人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中民国成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珠海市荣一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置禾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省美宜多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福满家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州市澳之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美宜佳连锁

佛山市南海恒生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比邻超市有限公司

湖北群艺生态休闲乐园

广州欧媄秀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格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丰兴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三椒口腔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玛（广东）零售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美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群豪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万田商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钱大妈农业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阳东雄达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胜佳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姝霖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客隆商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供销社

广东木可红萝卜投资有限公司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新供销商贸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捷通达电讯有限公司

雅芳婷布艺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哎呀呀饰品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衣童盟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莱克斯顿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六福珠宝有限公司

广州市蔓哲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革新舍高级皮具护理有限公司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茂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添意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合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顶好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晶灵宝石有限公司

广东新龙新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一二三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骏丰频谱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樊文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福王金六福世家珠宝有限公司

广州众上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桃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思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民润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广州速邦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佳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方眼镜连锁企业有限公司

海丰县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彩虹站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市多加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小二街生鲜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又一家超市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香冠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朵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家和乐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好客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大地通讯连锁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新供销天润农产品有限公司

喆点（东莞）电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和汽车贸易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家广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驿站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乐多多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都市邻居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之家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城市易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便宅家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嘉又明电器有限公司

惠州超人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业爱民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恩熙鞋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运多便利店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站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腾羿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汉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赛壹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州千千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及时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市善迩便利店有限公司

东莞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市为民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

广州有家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实事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亿天商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荟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七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芽希星美泽连锁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全家福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嘉峻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力元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阿里之门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广州鸵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喜洋洋便利店有限公司

深圳有车邦汽车美容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利玛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车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

展位规格(欢迎预定大于 225 平米的展位,随时等候为您规划)
光地展位 (单位: 平米)

标准展位 (单位: 平米)

9

36

81

135

18

54

90

180

27

72

108

225

标准展位

豪华展位

空地展位

参展费用
展位类型

展位价格

标准展位

国内企业

13800 元/个

3X3m2/个

境外企业

2600 美元/个

展位说明

3m×3m(三面围板（2.5 米高）、
洽谈台一张、折椅二把、日光灯二

豪华展位
3X3m2/个

空地展位
2

36m 起租

国内企业

15800 元/个

境外企业

3000 美元/个

国内企业

1500 元/m2

境外企业

260 美元/m2

盏、中英文楣板、垃圾篓、地毯。

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位需自行设
计、装修, 组委会按 RMB 50 元/m2 收
取特装管理费。

注：国内企业双开口展位另加收展位费 500 元/个，国外企业双开口展位另加收费 100 美元展位费。

会刊及其他广告

价格

会刊及其他广告
票

价格

封

面

18000 元

门

封

底

15000 元

企业简介

1000 元

封二/三、跨版

10000 元

黑白内页

3000 元

彩色内页

5000 元

参观商证件广告

30000 元/30000 个

参观指南广告

30000 元/50000 张

12000 元/20000 张

参展流程
▪

参展企业确定参展后，请确定展位位置，详细填写《参展申请表》，并加盖公章，复印 营业
执照副本，扫描发送或寄到组委会；

▪

展商报名后，参展企业请于五个工作日内汇款，请将汇款底单传至组委会（汇款帐户见 参展
申请表），逾期组委会将不保留展位；

▪

组委会在最终确认参展商展位后，邮件发送《参展商手册》，手册包括展品运输、展台 设计
搭建、 旅行及住宿安排、物品租用和服务员、广告以及签证申请等有关信息；

▪

展览会期间，组委会统一开具参展费发票；

▪

展位安排原则是“先申请、先付款、先分配”。但为保证展会的整体效果，组委会将保 留最
终调整展位的权利。

联系方式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4006-258-268
官网：www.srde-expo.com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 C
座 7 楼全层（5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