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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

全功能會展綜合體
由珠海龍頭國企華髮發集團投資建設，北辰集團運營管
理。2014年10月30日開業運營，一期項目總建築面積
約70萬平方米，是國內領先的集展覽、會議、酒店、
劇院、甲級寫字樓及商業配套於一體的大型會展綜合體

二期項目
總建築面積約27萬平方米。設有7800平方米無柱大型
多功能廳，1200平方米圓桌會議廳，500座貴賓階梯報
告廳及3層街區商業體和1層獨立商業區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



會展中心二期

27萬平方米

珠海瑞吉酒店

珠海中心

華髮中演大劇院

珠海華發喜來登酒店 華發·會展行政公寓

珠海國際展覽中心

展覽面積：30000平方米

十字門·華發商都

珠海國際會議中心

大宴會廳：4500平方米
會議室：45個

FULL FUNCITION CEC
全功能會展綜合體

澳 門



室內淨展覽面積

30000m2
可搭建標準展位

1600個
展廳可分隔連通使用

6大展廳

展覽功能
EXHIBITION CENTER 



會議中心會議面積

9,000m2
可提供會議空間

20-4,500m2
不同規格可靈活組合

的會議室

45個

會議功能
CONVENTION CENTER



發 展 機 遇
OPPORTUNITIES



世界第四大灣區經濟體的發展機遇

珠海市
香港

珠海
澳門 香港

橫琴新區

指標 香港 澳門 珠海

人口（萬人） 748.25 67.2 189

人均GDP
（萬人民幣） 32 54 16

GDP
（萬億人民幣） 2.4 0.36 0.29

7000萬
人口數量

5.65萬平方米
占地面積

1.64萬億美元
國民生產總值（GDP）

資料來源：2018年各地區政府網站收集匯總



國家級政策出臺帶來歷史性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中對珠澳合作提出建設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加強民生與對外開放合作等具體要求

澳門

被提及90次
Macao珠海

被提及36次
Zhuhai

在《灣區規劃》中

香港

被提及63次
Hong Kong

整合區域會展資源，協同打造國際會議與商品博覽
相結合、經濟活動與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國際交流及
會展中心

會展方面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大力支持澳門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橫琴國際休閒旅遊
島，協同港澳發展面向國際的遊輪市場

旅遊方面



國家級政策出臺帶來歷史性機遇

    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 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準
• 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探索協同開發模式，創新科技管理機制，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和資
訊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 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

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格局

支持深圳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建
設國家隊訓練基地，承辦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發展更具競爭力的文化產業和旅遊業

用好香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組織舉辦大型
文創展覽。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豐富中外文化
交流內容



國家級政策出臺帶來歷史性機遇

    配合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 要加快構建以休閒旅遊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深入推進粵港澳更緊密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 積極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構建開放合作新體制

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國際休閒旅遊島珠海·橫琴

打造大灣區精品旅遊線路
• 圍繞一程多站設計精品旅遊線路
• 構建不同主題、特色、檔次的多

元旅遊產品體系

積極發展商務休閒旅遊
• 吸引國際會展企業和知名會展

專案集聚橫琴
• 積極培育3-5 個國內外知名的

大型會展活動

打造通達旅遊交通體系
• 建成橫琴隧道（第三通道）
• 加強港珠澳機場連接，打通國

際航空網路



262場；1077萬平方米

55場；204萬平方米

52場；98萬平方米
22場；27萬平方米
27場；40萬平方米

24場；24萬平方米

67場；310萬平方米
112場；352萬平方米
87場；219萬平方米
51場；30萬平方米

大灣區展覽業快速發展機遇

廣州  深圳  東莞  香港  佛山
粵港澳大灣區五個城市展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

廣東省
全國三大辦展強省中辦展面積
同比增長最快

2018年廣東省展覽資料及面積對比

《2018年中國展覽經濟發展報告》

《2018年廣東省展覽業發展白皮書》

16.7%



大灣區展館建設發展機遇

專業場館助推大灣區會展業專業化、規模化發展
• 潭州國際會展中心二期
•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 廣州越秀國際會議中心
•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二期



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

PEST
分析模型

製造業轉型升級
產業重構與同構

新型城鎮化
人口結構轉變

5G通訊技術
萬物互聯時代



創 新 思 路
INNOVATIVE



差異化並行
分散式供給多樣化產品

核心城市的
差異化配套佈局

特色核心城市產業核心城市

“ ”

大灣區會展業分散式佈局

深圳   香港 澳門   珠海



深中通道

港珠澳大橋珠海

中山

深圳

香港

澳門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深圳會展中心
深圳中亞會展中心
華南城國際會展中心
深圳市工業展覽館

亞洲國際博覽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國際航空航太博覽中心

中山博覽中心
中山古鎮會議展覽中心
中山火炬國際會展中心
中山黃埔國際會展中心

威尼斯人會展中心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大灣區橋頭會展旅遊帶

大橋的通車實現了大灣區
珠江兩岸的融通發展

• 香港、澳門、深圳、中山、珠海

• 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

111萬
可租用室內展覽面積

平方米

《2018年廣東省展覽業發展白皮書》



l 建設綜合性會展目的地共同願景
打造融合互通的會展目的地，符合粵港澳大灣區會展業共同發展的願景，只有展會項目朝規模化發
展，才能實現成本最大程度的優化

l 構建“一會兩地”、“一程多站”的創新聯動模式
創新合作“一程多站”、“一展/會兩地”、“展會配套合作”等模式，加強各地現有展會的聯動；
支持展會聯合招商，協助各地展會開拓國內外市場

l 加強港珠澳會展業的聯合宣傳推廣
由港珠澳會展行業協會聯盟牽頭，整合三地的形象要素，建立區域品牌形象，進行全球聯合營銷和
推廣，共同引入世界級大型展會活動

打造“融合互通的會展目的地”



首屆澳門國際能源論壇暨能源裝備展覽會
 China (Macao)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 Energy Equipment Exhibition 2020

支援單位：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珠海市人民政府

主辦單位：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和華盛綠色工業基金會

時間：2020年4月

地點：澳門金光會展中心 &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

主題 ：能動世界，源築未來
專題：煤炭安全高效開採與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開發、智慧電網、

綠色能源發展與展望、能源裝備與技術



市場打通 資本打通信息打通 人才打通

港珠澳三地會展業融合發展的核心

互利 互補

港珠澳會展業創新發展的五個打通

供給打通



通過資本運作做大做強一批會展集團，鼓勵股份合作、兼併、收購等形式，整合大灣區的骨幹力量，
共同組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展覽集團

l 珠澳合辦展覽主辦公司

珠海華濠國際會展有限公司

積極推動兩地會展業“資本合股”的創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