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分会场“长沙美食节”

邀请方案 

——源在四海，食在长沙—— 

长沙舜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内部文件  严禁外传 



前言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沙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食

餐行业内贸流通第一展——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将于2017年9月14日—17日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食餐会分会场“2017长沙美食节”将同期在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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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目的和意义 

   食餐会的举办将会给长沙带来大量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了长沙商贸、住宿、餐饮等多种

相关产业的发展。要吸引有实力的参展商、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持续性地参展，首先应该做好展前、展中和展后

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目标受众准确了解展会信息 。 

    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是长沙城市中心一条拥有百余年商业文化沉淀的商业街，誉为“三湘商业第一

街”。宽广大气的街面，热闹蜂拥的人潮、成熟的展会经验，以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为主体辐射坡子街、解放

西路、太平街、都正街、化龙池等特色商街。嘉宾更可搭乘地铁，辐射到开福寺、橘子洲、岳麓山、梅溪湖等

，将为食餐会做好展前、展中及展后最佳的宣传与接待。 

    食餐会分会场将以“源在四海，食在长沙”为主题，与主会场相互辉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交叉整合

、立体渗透，力求信息传播最大化，取材于四海，广迎八方天下客，让消费者融入其中，从高档到时尚到健康

真正达到“食以人为本，节以人为乐”的效果， 成为一次聚人气、敛财气、弘扬中华美食文化的城市营销成

功实践，提前营造出“国庆黄金假期”的节日气氛，并利用国庆假期及中秋假期让没来得急参与主会场的海内

外人士，感受食餐会的余温，期待下一届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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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一、展会时间：2017年9月14日—9月25日 

二、展会地点：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长沙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长沙市商务局 

              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天心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长沙舜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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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区 

 展位数量:  

一．特装展区 : 8个 

二．标准展区 : 62个 

 展区规划: 

一．特色小吃区：主要展示民间风味小吃和传统手工艺小吃 

二．异国风情区：主要异国风情特色美食 

三．酒类专区：主要展示进口红酒、进口啤酒 

四．主会场特别区:主会场联动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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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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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小吃区 

主要展示民间风味小吃和传统手工艺小吃 

 

1. 台湾 : 宜兰火山爆炸鸡、官財板、逢甲鸡肉卷、蚵仔煎、炭烤大魷魚... 

2. 香港 : 弥敦道烤乳猪、鸡蛋仔冰淇淋 

3. 新疆 : 草原烤全羊、红柳枝羊肉串、羊排烧 

4. 云南 : 昆虫宴、石屏烤豆腐 

5. 北京 : 北京烤鸭、老北京雪梨汤 

6. 天津 : 狗不理包子 

7. 湖北 : 三鲜豆皮 

8. 湖南 : 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 

9. 河北 : 驴肉火烧 

10. 成都 : 钵钵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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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国风情区 

1. 美国 : 波士顿龙虾 

2. 土耳其 : 土耳其烤肉 

3. 韩国 : 啤酒炸鸡、起司炒年糕、旋风薯塔 

4. 日本 : 大阪烧 

5. 意大利 : 手工冰淇淋 

6. 西班牙 : 拉丁果 

7. 印度 : 飞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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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类专区： 

    俗话说美食要配佳酿,古今中外酒肉不分离,本次活动特别规划酒类专区，让来自四方的宾客，享受

丰盛美食，美酒相缀，畅饮冰凉啤酒体验动感音乐，观看主题节目，音乐、啤酒、美食，全新心灵感受。 

 

    美酒种类: 

    1. 进口红酒 

    2. 西班牙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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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进度 

（一）报名:目前70展位已全部报名完成，截至目前共157个品项 

（二）试吃:每一个品项逐一试吃品尝，以确保展会水平。7月15日起持续

进行，截至目前试吃完成的城市:长沙、沈阳、南京、蒙古、厦门、台湾。 

（三）遴选标准: 

1.口感 

2.产品特色 

3.摆盘卖相 

4.知名品牌:黑色经典、庆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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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仪式 

二．“万里挑一，厨王对决”美食争霸赛 

三．推介会 

四．晚会活动 

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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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仪式 

一．时间:9月15日下午18时 

二．地点: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黄兴广场 

三．邀请对象:长沙市政府领导:市领导、宣传部

、商务局、会展办、天心区人民政府、食参

会主会场嘉宾、参展商、观众代表和媒体代

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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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食地图 

活动内容: 

1. 上菜秀:来自全国34个行政区域、台

湾、香港、澳门组成大中华美食地

图，完美呈现活动主题。 

2. 领导致词 

3. 拟邀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谭小平题

字正名“长沙美食节”並宣布开幕 

4. 洞井龙舞为活动翻起开幕式的活动

热潮。 

 

※洞井龙舞表演由黄兴广场出发至火宫殿，联动坡子街商圈 



二．“万里挑一，厨王对决”美食争霸赛 

第二届 “万里挑一，厨王对决” 美食争霸赛 

     

  用公正的方式、最受欢迎的程度来评选出“美食王”与“人气王”，以最接

地气的方式增加市民同胞与四方贵客的参与感，增进活动粘度，通过活动的统

一宣传，使参展品牌得到推广。  

活动方式: 

1. “人气王”:依组委会销售业金总金额，进行排行给予奖项 

2. “美食王”:购买美食一份可领一张选票，依票数排行给予奖项 

3. 每周六19:00举行评比投票结算，并公布结果，每周前5名者将登入“厨

王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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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介会 

 

    为了全面推广食餐会与会项目、各地文化、美食，

展示各自当地特色，使参展商和推介对象面对面交流，

达到亲自感受美食，了解企业理念等方式，让美食深

入到各地，通过现场展示美食、提问作答等环节增进

双方彼此了解，并通过展会期间的美食推介会为参展

商扩大销售渠道以及为广大拥有创业想法人士增加了

解市场的机会、提供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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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会活动: 

1.趣味互动游戏: 

例:非“肠”高手 

以长沙特色小吃“长沙大香肠”为趣味活动，邀请市民与八方来客参

加现场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呷”最“长”的长沙大香肠，就是非

“肠”高手的得主，将获得组委会提供的代金券。 

2.“街头艺人”表演 

由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和长沙舜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甄选的城市街头艺人将

于活动期间“加档”精彩演出，让远来的客人、在地的朋友，品尝美

食之余，欣赏精彩的街头艺术，领略长沙城市文化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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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会场联动 

1. 设计:食餐会主视觉设计、颜色，分会场将配合色调设计一起营造活动氛围，相互辉映

，扩大宣传范围，制造新闻话题，以达联动宣传效应 

2. 资源共享:食餐会最主要展示各项食材与各类佐料，分会场将食材与佐料，做成一道道

各地美食与小吃，分会场可利用展会现场介绍食材来源，让市民游客享受美味的同时

，清楚知道食品的安全与卫生，食材供应商也可达到最深、最广程度的产品宣传 

3. 舞台展示:“三湘第一街”向来是企业宣传推广首选之地，黄兴广场更是聚集人气不二

之选，食餐会所邀请的各国展商，可藉此平台做为推介各国文化、旅游、美食的绝佳

舞台，现场可设置大型LED荧幕、灯光、音响，可将表演内容发挥最完美的节目效果与

最大的宣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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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气引流:黄兴南路商型街目前日均客流量逾5万人次，周末达到10万—12万人次，法定

节假日最高可达到20万人次，将是食餐会人气引流最大的推送窗口。 

5. 以步行街为食餐会社会大众宣传窗口，定点、定时发车，向主会场—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接送餐会人员。建议于黄兴广场东、西两侧设立食餐会LOGO专车区。 

6. 地铁车票报销:地铁1号线黄兴场站快速、直接运送参观人员。  

7. 礼遇优惠:食餐会与会代表可凭参会证在分会场所联合的挂牌区域（坡子街、解放西路

、太平街、都正街、化龙池等特色街区）内餐饮、门店享受XX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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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计划 

（一）黄兴南路步行街户外广告：活动前、活动中，以大型刀旗、展板、沿街各大LED屏幕进

行黄兴南路步行街整体氛围布置； 

（二）电视：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都市、长沙新闻频道、湖南公共频道等；  

（三）报纸：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潇湘晨报、湘声报、三湘都市报等； 

（四）网络：大湘网、央广网、中新社、新浪湖南、华声在线、人民网、星辰在线、新华网

湖南、凤凰网湖南、千华网、印象中国、新湖南、搜狐等； 

（五）微信、微博：微信红人号推广、微博大V推广； 

（六）搭车借力“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各项宣传资源； 

（七）开幕式邀请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做集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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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區LED屏 

黄兴广场 
黄兴广场 

司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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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展板1 

周六福对面(20*3M) 

1号地铁口对面
(3*4M、15*4M) 

1号地铁口侧面(4*3M) 

大古道巷凉亭旁(5*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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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展板2 

南街海澜之家对面
花坛旁边(20*3M) 

南街农业银行对面
(6*3M) 

小古道巷凉亭旁(5*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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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展板3 街区刀旗 

刀旗(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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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信推广 

微信朋友圈推广 
网络宣传 

腾讯广点通 

内部文件  严禁外传 



展位价格 

时间 



赞助价格 







广告位价格 



赞助方案 

1号线1号地铁口对面(3*4M、15*4M)  

周六福对面(20*3M)  

1号地铁口侧面(4*3M) 

  



赞助方案 

  

小古道巷凉亭旁(5*3M) 

 南街农业银行对面(6*3M) 

大古道巷凉亭旁(5*3M)  

南街海澜之家对面花坛旁边(20*3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