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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智慧生活、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前沿科技产品和解决

方案，赋能物业行业新发展，物博会将隆重举行“2021 广州智

慧物业管理产业高峰论坛”，论坛以“大势所趋”、“品牌创

新”、“变革发展”三大主题活动，现场将邀请行业领军人物、

国内外知名专家和标杆企业负责人共聚一堂，解读行业政策

热点，探讨物业管理核心，跨界碰撞行业新思路，促进行业、

企业交流与合作的高效平台。同期将汇聚 10+场专题分论坛：

围绕着科技赋能、智慧科技、智慧社区等热门主题， 开展多场

专题分论坛，深度解读行业细分领域，引导产业发展方向,预

计将吸引 50,000 以上专业观众。

在此，本会诚挚邀请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房地产业协

会)、各会员单位及第三方合作单位积极参加本次物博会，

共同展示物业管理行业的前沿发展成果，引领物业行业创新

发展。为确保物博会成功举办，现将物博会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物博会日程

（一）物博会参观时间：

1.开幕典礼时间：10 月11 日9:30-10:30

2.展览时间：10 月 11 日-12 日 9:00-17:30, 10 月 13

日 9:30-15:00

3.政策宣讲会时间：10 月11 日11:00-12:00

4.主论坛时间：10 月 11 日 13:30-17:30，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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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2:00、13:30-17:30；

5.分论坛时间：10 月 11 日-10 月 13 日 9:30-12:00、

13:30-17:30

（二）论坛主题介绍

1.政策宣讲会：“十四五"规划宏观趋势与机遇

2.主论坛：2021 广州智慧物业管理产业高峰论坛

3.分论坛一：社区新通路经济内循环·中国物业行业社

区增值服务发展

4.分论坛二：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议题发布会

5.分论坛三：房地产后市场时代下社区创新服务之路

6.分论坛四：创新驱动业务·技术变革行业

7.分论坛五：共建共治共享·创建美好家园|红色物业

宣传会

8.分论坛六：智慧科技主题

9.分论坛七：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现场交流会

（三）专题系列活动

1.碧桂园服务品牌发布会

2.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改革发展 40 周年庆典

3.精品物业 T 台秀—秀出专业•绽放光彩

4.供需对接会暨“最受欢迎金牌物业供应商”颁奖仪式

开幕典礼、政策宣讲会、论坛和专题活动日程安排，详

见协会微信公众号介绍和观展时组委会现场发放的《观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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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四）物博会地址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三楼 5 号、6 号馆（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东路 1000 号，琶洲地铁站 C 出口）

二、参加对象

（一）本届物博会重点邀请参展商：

1.省内外物业管理产业链设施设备制造商、产品供应

商、技术提供商和工程服务商；

2.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运营企业、技术和服务供应商；

3.物业服务企业（上市公司、平台型公司等）；

4.房地产开发企业；

5.行业协会或组织；

（二）本届物博会重点邀请参加对象：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领

导；

2.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领导；

3.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房地产业协会）负责人及会员单位代表；

4.业主代表；

5.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代表以及物业管理行业从业

人员；

6.国内有关嘉宾和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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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闻媒体记者和物业管理行业媒体协作网通讯员。

三、组团观展安排

（一）请各执行会长、监事长、副会长、副监事长和常

务理事单位树立榜样的作用，原则上必须组织本企业职工、

在管项目的业主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不少于 50 人（不设上限）

的队伍到博览会现场参观。重点组织在管项目业主参加。

（二）请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相关房地产业协会)至

少安排一名协会负责人参加，并积极组织本协会的会员单位

集体组团前往博览会。

（三）各理事、普通会员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

况，积极组织本企业的职工、在管项目的业主及第三方合作

单位到博览会观展,重点组织在管项目业主参加。

（四）本次活动作为会员单位年度积分考核。

1.请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相关房地产业协会)、各会

员单位在 10 月 8 日前，填写附件：观展人员统计表，并发

至本会邮箱:gpmi@163.com;

2.请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相关房地产业协会)、各会

员单位在 10 月 14 日 12 时前，将一至三张在物博会现场拍

摄的观展人员集体照,集体照需要拉横幅（横幅需自行制

作），发至本会邮箱：gpmi@163.com，秘书处将根据各会员

单位集体组织观展的人数进行加分，根据《广东省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年度积分管理办法》加分标准为：属集体

mailto:gpm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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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观展的队伍，每人加 5 分，按总人数累计加分，此项加

分最高不超过 100 分。

四、鼓励参加“2021 广州智慧物业管理产业高峰论坛”

主论坛参会名额为 500 人，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各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房地产业协会）会员可参加，主论

坛邀请政府主管领导、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汇聚一堂，

围绕“大势所趋”、“品牌创新”、“变革发展”三大主题板块，

共同解读行业政策热点，探讨物业管理核心话题，跨界碰撞

行业新思路，为物业管理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了解新产品、

新技术，交流与学习先进物业建设与管理经验，探寻新时代

下的行业发展新路径。

五、报名方式

博览会观众注册请通过附件中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

会组团二维码登记报名。在 10 月 11 日-13 日博览会期间，

凭注册二维码可到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三层大会服务处领 取

相关资料，并凭证参加各分论坛和观展。（根据中国政府

新冠防疫要求，所有参观者必须提前实名制预登记，现场只

接受预登记观众入场，请使用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和本人手

机号码登记，凭注册二维码及身份证进场）

六、食宿指引

物博会期间所有住宿、用餐请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一）餐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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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保利世贸美食广场地址：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

馆负一层

2.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商业街地址：项目内的负一层

（二）住宿指引

酒店统一预订联系人： 陆小姐 电话：15360557314

序

号
酒店名称 星级 价格 房型 早餐 酒店地址 展馆距离

1
广交会威斯洒

汀酒店
五星

1000 单间 含早 海珠区凤浦中路 681 号广交会展馆

C 区

步行 6 分

钟1000 标间 含早

2
广州南丰朗豪

酒店
五星

900 单间 含早
海珠区新港东路 636 号

步行 8 分

钟900 标间 含早

3 阳光酒店 五星
800 单间 含早 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99 号中国石油

广州大厦

开车 10

分钟800 标间 含早

4 香格里拉酒店 五星
700 单间 含早

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 1 号
开车 4 分

钟800 标间 含早

5 福朋喜来登 五星
600 单间 含早

东圃汇彩路菁映路 1 号
开车 15

分钟600 标间 含早

6 广州克莱顿 准四
450 单间 含早

广州市员村四横路椰林路
开车 15

分钟450 标间 含早

7 一呆公寓 三星
500 单间 无

新港东路 1020 号保利世贸 D 座
步行 3 分

钟520 标间 无

8 喜运公寓 三星
480 单间 无

新港东路 1020 号保利世贸 D 座
步行 3 分

钟480 标间 无

9 柏曼 准三
400 单间 含早

海珠区新港中路 481 号
开车 15

分钟400 标间 含早

七、出行交通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附近交通繁忙，停车困难，建议各

位参加人员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乘地铁八号线到地铁琶

洲站 C 出入口下即可，或乘 B7 路快线、B7 路、B7 快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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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组

团单位注册登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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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
观展人员统计表

博览会时间：2021 年10 月11 日—13 日

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5、6 号馆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观展日期

备注 组团参加博览会总人数人

（此表表格可根据观展人员数量自行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