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概况 
Overview

展览日期：2020年8月6-8日

展览地点：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发起单位：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商业物业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广州旭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

                  广州环卫行业协会                              广州市物业经理人协会

战略合作： 广州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微信）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展馆面积 / Scale
11,000 平方米(sqm)

展商 / Exhibitors 
200 家

观众人次 / Visits
38,025

同期活动/ Events
10+ 场



展会概况 
Overview

2020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已于8月6~8日在广州保利世

贸博览会成功举办。作为首届亮相的广州物业博览会，本届

展会深度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以国际视野和产业高度，

集中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优秀物业品牌、智慧科技、特色防

疫、机器人、清洁绿化园林、社区消费、社区服务设施、物

业制服等全产业链产品及解决方案，通过“博览会+主论坛

+分论坛+系列活动”的全方位展示，催化各方效益共享叠

加，进一步推进物业各领域融合创新发展。



展商分析
Exhibitors Profile 

覆盖物业全产业链资源

汇聚 10,000+ 种物业服务前沿产品和解决方案

部分参展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分析
Exhibitors Profile 

Product Classification  产品分类



碧桂园服务执行董事兼总裁  李长江

“这是我们行业信心的展示，又是我们交流的平台，大家相互学习的
机会”、“这是一个成功的物博会，是个让大家收获满满的物博会”

展会评价
Exhibition Profile 

中 奥 到 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裁  梁 兵

港联不动产服务(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鲁军

中海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忠

"在智慧物业博览会上，欣喜地发现同行们在智慧物业上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
这里也找到了很多新的服务工具"

“到目前来比我们预期要好得多，这次展会是由广州市物协发起，多个协会大家一起来
组织，比预期反响很强烈” 、“也体现出大家对这个行业的聚焦和关注”

“在策展方面，更注重了智能设施设备的展示”“整个展会，让我感觉到物业行业
是朝气蓬勃的，物业的业主是幸福的，物业企业是需要更加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栩模 

水平非常高、规格非常高。论坛、议题、观点都非常新，代表着行业最高的水准。 
这次参展，上下游的产业链，来的同行都特别齐全。



展会评价
Exhibition Profile 

腾讯企业微信地产物业行业总监 李影超

广州艾可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海波 

润建股份电力与新能源事业群副总裁，智慧电能事业部总经理 伍文均

这次参展，在展会上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助力物业行业、融合创新的解决方案，现场专
业观众十分对口，希望与更多的物业企业携手打造智慧物业。企业微信在物业行业深耕
数年，持续赋能企业实现对外互连，对内互通。

这次展会聚焦了众多的物业企业、科技企业、机器人企业，为我们最新打磨的智能新品
提供了成果展示和技术交流的平台，这次参展收获了多重意外之喜，有意向继续参加下
届展会。

展会现场人流量非常大，展会充分融合了新基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的先进概念，
艾可机器人的空中作业能力也精准地融入到了本届博览会，本次参展取得超乎意料的
良好效果。

92.9%97.2%

对参展效果表示满意 表示下届继续参展

广 东 芬 安 机 电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张 敬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这次展会，跟我们这次推广的主打的产品契合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来参选我们的客户，人流量也非常高”、“我们的销售人员基本上是忙不过来”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领导、贵宾、知名展商

VVIP采购商参观

全国商业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国城商联会长宣春
雷、住房和城乡建筑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陈伟、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郭壮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朝
晖、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当值执行会长杨国贤、
执行会长李健辉、黎家河、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会长李永新，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特邀嘉宾、
行业协会等出席博览会参观交流。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李大康、秘书长许杨

海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会长吴建社、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启云

安徽省物业管理协会会长凌宁、副会长曹箐、张丽、周静、翟泉

青海物业管理协会会长丁秋花、企业代表胡万佳、奎海萍，顾锡蓉

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当值会长王宏杰、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立君

武汉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张毅、副秘书长朱丹丹

甘肃省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杨民召、秘书长吴贤德，办公室主任王云

南宁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黄栎、副会长黄艳飞、杨克春

珠海高栏港区建设局刘峥、珠海市高新区建设环保局邹涵妮

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成坤、林德富、邓兆翔

茂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柯全泽、茂名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文华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曹阳、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方耀添

佛山市顺德区物业协会秘书长历娜、中山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翁冠超

清远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吴凤龙、湛江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武志成

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曾师、汕头市物业管理协会郑凯贤

河源市物业管理协会刘邦云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住房和城乡建筑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陈伟

全国商业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国城商联会长宣春雷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刘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宝程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农食部总经理唐金艳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监管处处长居梁、干部唐诗

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主任王太洪、四川新大正物业董事长李茂顺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程鹏、中物研协总经理杨熙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商务局科长王震、江西省峡江县商务局邹军和、陈刚

江西省吉安市峡江招商局刘文彪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徐跃明，常务副会长周宏伟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志兴，副会长兼秘书长潘国强

天津市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林谷春，副秘书长李菲菲、李隆安

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罗传嵩秘书长何伟

贵州省物业管理协会会长苗欣欣、副秘书长林瑛

内蒙古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卢丹宇、副秘书长邓俊铎

部分外省、外市领导、VVIP采购商参观（排名不分先后）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本届广州物博会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内蒙、海南、贵州、河南、山东、安徽、辽宁、浙江、南宁、武汉

等全国各地区的物业协会组团参观；江西、珠海、茂名等各省市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局、建设环保局、商务局、

房屋管理局等政府机构组团参观；以及珠海、汕头、韶关、湛江、江门、茂名、惠州、梅州、阳江、清远、东莞、中山、佛山、

肇庆、河源、揭阳、云浮等等广东各地市行业协会、投资商、集团大客户等大型采购团体前来参观、洽谈，助推物业产业的全

国性交流与合作。

Visiting Delegations 
参观团数100+ Visitors 

观众人次38,025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52.3%

62%

89.1%

50.57%

76.73%

57.37%

47.36%

建立新的商业关系

物色代理商/合伙人

了解市场信息/产品资料

采购产品

评估展会做未来参与计划

参与展会论坛及同期活动

与现有供应商/买家会面

Purpose of visiting    参观目的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81.61%

41.44%

72.82%

52.18%

30.82%

51.96%

61.84%

63.35%

By Interested Product Groups　感兴趣的展品
物业公司、房地产智慧物业

社区服务设施

智慧科技服务平台及产品

防疫技术及产品

服务型机器人产品

清洁绿化园林设备产品

社区多种经营（社区消费）

物业制服



观众分析
Visitors Profile 

By Industrial Sectors　行业分类 By Job Title　职级分类

采购人员
Purchasing Staff 其他   Other

总经理/行政总裁
General Manager / CEO

销售或品牌推广人员
Sales and Marketing

技术人员
Technical  staff

董事长/法人代表
Chairman / Legal Representative

2.42%

5.38%

6.04%

13.54%

16.53%

22.35%

51.18%

媒体及其他

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 

产业园区/酒店/医院/商超/学校/景区等

清洁/保安/绿化园林/维修/设备/制服公司

生产商/经销商/代理商/贸易商

智能科技公司

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10+
80+

2000+

场专业活动

名演讲嘉宾

名参会代表

• 2020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开幕典礼

• 主论坛：2020粤港澳大湾区物业管理产业高峰论坛

•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 分论坛：2020年粤沪京津渝五省市物业管理行业交流座谈会

• 分论坛：共筑社区通路，促进消费扩容

• 分论坛：智慧成就美好生活

• 分论坛：解锁绿色健康，智见匠心未来

• 分论坛： 新物业 80 后创新者论坛

• 分论坛：后疫情时代社区防控智慧物业新价值

• 分论坛：科技赋能，数字创新

• 分论坛：物业数字“破圈”，驱动利润增长的数字化引擎

• 供需对接会暨“最受欢迎金牌物业供应商”颁奖仪式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2020粤港澳大湾区物业管理产业高峰论坛

论坛开幕
——深圳之平物业管理董事、执行总裁  余绍元（主持人）
民法典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陈伟
后疫情时代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物业新常态
——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经济学家  范剑平
智慧物业助力建设智慧社区
——中铁房地产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物业总监、商业总监 李刚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物业领域中的应用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执行会长  任玉桐
基础数据在物业公司小区域空间优化中的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物业管理系系主任 程鹏
大物业时代下的数字驱动引擎
——碧桂园服务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  李长江
“连接”成就智慧物业
——腾讯微信事业群、企业微信高级行业总监  陆昊
多因驱动下的行业巨变
——永升生活服务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  周洪斌
大物业，全场景，共建全价值服务生态圈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服务产业总经理 项韬
智慧建筑的AIOT部署
——法国索迪斯大中华区工商企业事业部业务发展总监 李玲琳
科技赋予园区新生命
——华为Cloud & AI BG智慧园区业务部CTO   王结红
善用资本市场力量，助推行业健康发展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茂顺
物业转型升级的底层洞见和创新实践
——北京千丁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建辉
重塑未来
——仲量联行资深董事、营运总监  廖传胜
富力物业的智慧社区管理
——富力物业服务集团总经理 雷大乾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2020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一) 风云30年，谁在引领行业发展征集活动
——回望物业行业发展30年，广东物业人秉承革新精神，积极进取，取得了非凡成就，匠心铸
造无数行业标杆，引领物业行业的发展。在后浪奔涌的时代，弄潮儿依旧向涛头立，这一股行
业先锋力量应该成为行业标志并致以敬意。

(二) 征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美物业企业、最美物业项目和最美物业逆行者”事迹活动
——表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广东省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在管项目、物业
服务从业人员。奖项设置“抗疫先进单位”“抗疫先进项目”“抗疫先进个人”

(三) 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保利物业杯”广东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
选拔赛。为进一步提高我省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服务技能，更好地为业主提供优质服
务，作为省物协开展“能力建设年”系列活动之一，展示物业服务行业的专业形象和精神风貌。

(四) 2020年粤沪京津渝五省市物业管理行业交流座谈会
——主题：物业服务企业融入社区防控体系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由广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物业管理协会领导作主题演讲

(五)2020年部分省级物业管理协会交流座谈会
——来自全国13家省市自治区的物业协会，包括：贵州、河南、安徽、青海、内蒙古、海南、
山东、甘肃、广东、广州、湛江、韶关、清远的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负责人出席，共同探讨新时
代省级行业和协会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交流如何加强省际互联互通、推进行业能力建设全面
提升。

(六)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
——主题：砥砺奋进二十载 牢记使命谱新篇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分论坛：2020年粤沪京津渝五省市物业管理行业交流座谈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发展与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长陈必暖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监管处处长居梁、干部唐诗

广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当值执行会长杨国贤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健辉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黎家河，监事长陈家发，秘书长陈绩伟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刘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宝程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徐跃明，常务副会长周宏伟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志兴，副会长兼秘书长潘国强

天津市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林谷春，副秘书长李菲菲、李隆安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罗传嵩

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何伟

广东省物协副会长鲁军、王强、梁兵

《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主任王太洪出席了本次座谈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共筑社区通路，促进消费扩容-中国物业行业多种经营发展论坛

领导致辞
——全国商业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国城商联会长 宣春雷
物业多种经营的挑战和突破
——商物委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谢振华
智慧物流与新型物业的握手
——顺丰集团行业解决方案总监  陈超 
做好品控工作 消费提质升级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农食部总经理 唐金艳
物业多种经营运营分享
——千丁互联社商云负责人 李可
增值服务分享—社区教育
——壹福教育副总经理，社区课堂项目负责人   翟新磊
增值服务分享—社区直播
——猎科咨询创始合伙人、《新零售进化论》作者、美菜（美家优享团购）新零售顾问 陈欢
增值服务分享—拎包入住
——中国社区家装产业中心副主任、舒小壳CEO 魏凯
增值服务分享—养老服务
——怡和居品总经理（国内养老用品品牌）董跃
增值服务分享—二装旧改
——东易日盛品牌总经理（存量老旧社区）周超

圆桌论坛
日新网联合创始人 佟志强
保利物业创新产业总经理 项韬
雅生活社商事业部总经理 张小辉
奥园健康经营公司副总经理 周伟坚
美菜（美家优享团购）新零售顾问 陈欢
头部直播机构骞到传媒CEO 王涛

主办单位：中国商业物业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协办单位：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广东办事处、中国社区家装产业中心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智慧成就美好生活-社区智慧化发展论坛

2020年智慧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越秀物业副总经理，广州市物协智能化及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作勤

物业新基建
——阿里云华南大区副总经理 马云鹏

未来社区探索-新基建背景下的未来生活
——绿城生活集团CTO，绿城中国智慧园区事业部总经理  陈霄

AI助力物业全场景应用
——大华股份副总裁 杨斌

科技赋能智慧社区，缔造幸福美好空间
——兴海物联CTO 李树果

智慧社区之智慧停车场数字化运营建设规划
——华润物业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田磊

科技赋能 ，降本增效——励心物联--电梯云监测与运维管理平台
——广州励心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耀坚

数智空间，未来已来—智慧停车5.0时代
——邦道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王宏国

主办单位：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协办单位：越秀物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后疫情时代社区防控智慧物业新价值

主持人开场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秘书长 周志辉（主持人）

嘉宾致辞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创会会长兼执行会长、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室内空气净化品牌集群常务副主席 顾士明

基于社区疾病防控的关键技术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家海  

空调卫生与管理——维护、清洗、消毒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级高工 张建鹏

新社区，新呼吸一一智慧物业呵护第一大健康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副会长，粤卫协室内污染咨询热线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
理哲学研修博士  石绪民

主办单位：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科技赋能，数字创新

主持人开场
——明德物业副总裁  董亚夫 

数字变革驱动物业良性发展
——碧桂园服务首席信息官  袁鸿凯

企业微信—智慧物业专属连接器
——腾讯企业微信地产物业行业总监 李影超

大物业、大服务、大数据
——保利物业IT总监  姚尚明

数字新基建，共筑智慧物业
——润建股份电力与新能源事业群副总裁，智慧电能事业部总经理 伍文均

企业数智化升级新动能
——博迩研究院院长、京东企业业务事业部技术负责人  陈伟

物业企业转型城市运营的数字化建设
——长城一应科技副总裁 谢礼民

物信融合，助力社区生活服务升级
——海康威视副总裁 徐习明

物业转型升级的底层洞见和创新实践
——千丁互联高级副总裁 王建辉

主办单位：中国物业CIO俱乐部、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解锁绿色健康，智见匠心未来

AIOT技术在绿色健康住宅中的应用
——广东省房协专家委委员、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智慧技术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龚
仕伟

后疫情时代，健康生活新起点
——富力集团医疗健康产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李志成

研讨沙龙
一、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居住需求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新冠疫情使人们对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制定提升新的健康生活标准上，该注
重哪些方向？
三、区别于传统住宅项目，在商业地产的建设开发过程中，如何平衡健康、绿色、硬件、商
务和人的舒适度？
四、在住宅的建筑设计方面，目前可以运用哪些前沿技术满足绿色健康要求？

研讨嘉宾
广东省房协专家委主任委员、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黎振伟
广东省房协专家委委员、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智慧技术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龚仕伟
富力集团医疗健康产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李志成
星河地产华南区域公司产品开发中心设计总监 邓立

主办单位：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新物业80后创新者论坛

绿城生活服务发展解读
——绿城服务园区集团总经理/董事  刘玲玲

社区经济渠道变革探讨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服务产业总经理 项韬

品质为本，科技为翼”——开创物业服务新格局
——合景悠活集团执行董事、住宅物业事业部总经理 王跃

科技服务创新
——中铁房地产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物业总监、商业总监 李刚

物业服务场景下客户峰值体验打造
——星河智善生活集团总经理助理  王金星

《2020中国社区经济运行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解读
——日新网联合创始人、日新智库CEO  佟志强

主办单位：日新网、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物业数字“破圈”——驱动利润增长的数字化引擎

物业数字“破圈”——驱动利润增长的数字化引擎
——碧桂园服务首席信息官  袁鸿凯

物业数字杠杆，撬动人效倍增
——碧桂园服务科技产品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  李琅

主办单位：碧桂园服务、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供需对接会暨“最受欢迎金牌物业供应商”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组委会

采购方：物业公司采购部门代表现场挑选优质供应企业，提供合作机会；

供应商：为评选大赛中优质供应商提供优先入库机会，直接向物业公司采购代表

展示公司形象、产品、服务与技术，争取合作机会，拓展销售渠道。



媒体宣传
Media Promotion

▲广东电视台 报道▲广州电视台 报道

▲广东电视台经济科教频道 报道 ▲羊城晚报 报道

▲人民视点 报道

▲中国新闻网 报道▲中国报道 报道  ▲中国贸易报 报道

▲信息时报 报道

▲南方日报 报道
200+

媒体竞相报道

       2020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期

间，吸引了各大权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人民视点、中国新闻网、中国报道、中

华网、中国交通频道、中国贸易报、新

华在线、国际新闻网、广东电视台、广

州电视台、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

州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南方新

闻网等20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竞相报道，

线上各大媒体网站话题激增，通过报纸、

网站、微信、客户端等多元渠道，全幅

度展示博览会精彩内容。



媒体宣传
Media Promotion

中央门户

中国新闻社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258106.shtml

人民视点 http://www.viewpeople.cn/a/caijing/2020/0807/7060.html?from=singlemessage

中国报道 http://szfc.chinareports.org.cn/mlxz/2020/0806/5525.html?from=singlemessage

中国交通频道 https://m.itouchtv.cn/article/fccad9b05cb86f7b2261072217ee16cb?shareId=ss6u4zjA&from=singlemessage

中华网 https://mtz.china.com/mtz/touzi/2020/0807/082020_32909.html?from=singlemessage

中国网海峡频道 http://m.fj.china.com.cn/p/409253.html?from=singlemessage

中国贸易报 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epaper/content/2020-08/11/content_67515.htm

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https://www.gdtv.cn/tv/6b9caa2772c50c925187d726917b373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广东电视台经济科教频道 https://m.itouchtv.cn/video/01d7f154a57e3c66993577cbea1484e0?shareId=xisMjyjA&r=1597202435457

广州电视台 https://wap.peopleapp.com/video/rmh15074337/rmh15074337?from=message

报纸媒体

羊城晚报 https://ycpai.ycwb.com/amucsite/pad/index.html?from=singlemessage#/detail/1042050

广州日报 https://www.gzdaily.cn/amucsite/pad/index.html#/detail/1342040?site4

南方日报 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008/06/c3865525.html?colID=0&firstColID=38&appversion=6850

南方日报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0806V0PNGP00?tbkt=J&uid=

南方都市报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813354216.html

新快报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f2fdbb01bc8e076120000ca

信息时报 http://epaper.xxsb.com/html/content/2020-08/07/content_827024.html

潇湘晨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321910634125836&wfr=spider&for=pc

行业媒体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http://www.ibzxchina.com/news/view?id=586

千家网 http://smartcity.qianjia.com/html/2020-08/10_369160.html 

中国触摸屏网 http://www.51touch.com/exhibition/show/202008/10-57989.html

迈点网 https://www.meadin.com/217850.html

物业信息网 http://www.wuyeb2b.com/new_view.asp?id=1384 

城瞻网 http://www.czn9.com/admin5857/wap_doc/18056620.html

OFweek维科网 https://mp.ofweek.com/exhibition/a656714231077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wv-afH6QYp2y6SSmSE_ung

中国物业教育网 https://mp.weixin.qq.com/s/zfzSzwRpvMBu1t0bi6gI9A

综合媒体
南方新闻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342907018081437&wfr=spider&for=pc

凤凰网 https://feng.ifeng.com/c/7yilUxf9nS0全网相关话题激增累计56万条

200+
媒体竞相报道

（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媒体宣传
Media Promotion

今日关注 http://dwz.date/cbwV 

金羊网 https://news.ycwb.com/2020-08/06/content_1042383.htm
中国乡镇 百家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331809487037547&wfr=spider&for=pc

一点资讯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QAXEdrZ
搜狐新闻 https://3g.k.sohu.com/t/n472593262?showType=
新浪乐居 http://jiaju.sina.cn/zixun/20200807/6697375980346213095.shtml
财经网 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200806/4687943.shtml

商界新闻   http://www.thebiz.cn/v-1-787317.aspx
浮华中文网 http://www.fuhunews.com/v-1-711922.aspx

星城网     http://www.thestarcity.com/v-1-718118.aspx
爱美丽时尚网 http://www.milivogue.com/v-1-533118.aspx

西部视点   http://www.westviews.cn/v-1-717933.aspx
环球财经   http://www.theglobale.com/v-1-735851.aspx
向上北京   http://www.upbeijing.cn/v-1-732667.aspx

先锋科技网 http://www.pioneersci.com/v-1-516678.aspx
财报网     http://www.reportf.com/v-1-728276.aspx 

云影风尚   http://www.cloudvogue.com/v-1-466798.aspx
江南在线   http://www.thejiangnan.com/v-1-723408.aspx
趣科技     http://www.ifuntech.cn/v-1-537342.aspx 

成渝在线   http://www.thechengyu.com/v-1-726930.aspx
河南网     http://www.thenan.cn/v-1-726576.aspx 
泰山网     http://www.astaishan.com/v-1-819258.aspx 

商业中文网 http://www.fbchinese.cn/v-1-755472.aspx 
知科技     http://www.zhitech.net/v-1-590626.aspx 
财商网     http://www.fbpost.cn/v-1-686631.aspx 

每日财经网 http://www.idailyfinance.com/v-1-610548.aspx

封面新闻   http://www.facenews.cn/v-1-263553.html
广深在线   http://www.gsonlinet.com/v-1-259049.html
北新网     http://www.beixinet.com/v-1-255944.html 

上海快讯   http://www.shanghaiinfo.cn/v-1-262502.html
花漾       http://www.youngvogue.cn/v-1-101258.html 

万象资讯   http://www.thewanxiang.com/v-1-258529.html 
锐眼财经   http://www.iseefn.com/v-1-247482.html 

环球企业网 http://www.globecp.cn/v-1-255864.html
华商在线  http://www.huashangol.com/v-1-259039.html 
华北新网 http://www.thehuabei.com/v-1-801983.aspx 
华南新闻 http://www.thehuanan.com/v-1-736031.aspx 
中华在线 http://www.hichinanews.com/v-1-769431.aspx 
广东之窗 http://www.theguangdong.com/v-1-747862.aspx 
潮流中国 http://www.mitide.cn/v-1-642359.aspx 
在东方 http://www.indongfang.com/v-1-769306.aspx 
豫网 http://www.yupaper.cn/v-1-73234.html 

横财网 http://www.thecai.cn/v-1-61470.html 
华夏资讯 http://www.huaxiaon.com/v-1-72843.html 
冀新网 http://www.dajiol.com/v-1-69236.html 
潮美 http://www.caovogue.com/v-1-40918.html 

欢娱网 http://www.ihappyfun.com/v-1-40041.html 
苏新网 http://www.isupaper.com/v-1-69337.html 

科技快讯 http://www.itfastinfo.com/v-1-93423.html 
佑商网 http://www.yownews.com/v-1-71133.html 

未来科技 http://www.weimotech.cn/v-1-30340.html 
亚联社     http://www.yalianews.com/v-1-282098.html 

展会开幕媒体报道 （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华北新网 http://www.thehuabei.com/v-1-803037.aspx
华南新闻 http://www.thehuanan.com/v-1-737073.aspx  
中华在线 http://www.hichinanews.com/v-1-770505.aspx 
广东之窗 http://www.theguangdong.com/v-1-748834.aspx 
潮流中国 http://www.mitide.cn/v-1-643156.aspx 
在东方 http://www.indongfang.com/v-1-770356.aspx 

亚洲在线 http://www.iasianews.com/v-1-746500.aspx 
商界新闻 http://www.thebiz.cn/v-1-788292.aspx 
中经在线 http://www.zhongjinnews.com/v-1-1042027.aspx

中华财经网 http://www.chinaf.top/v-1-719348.aspx 
浮华中文网 http://www.fuhunews.com/v-1-712931.aspx

生意人 http://www.ishengyiren.com/v-1-752545.aspx
星城网 http://www.thestarcity.com/v-1-719143.aspx

爱美丽时尚网 http://www.milivogue.com/v-1-533929.aspx
西部视点 http://www.westviews.cn/v-1-718972.aspx
环球财经 http://www.theglobale.com/v-1-736915.aspx
向上北京 http://www.upbeijing.cn/v-1-733724.aspx

先锋科技网 http://www.pioneersci.com/v-1-517509.aspx
财报网 http://www.reportf.com/v-1-729306.aspx

江南在线 http://www.thejiangnan.com/v-1-724446.aspx
趣科技 http://www.ifuntech.cn/v-1-538157.aspx

成渝在线 http://www.thechengyu.com/v-1-727971.aspx
河南网 http://www.thenan.cn/v-1-727607.aspx
泰山网 http://www.astaishan.com/v-1-820380.aspx

商业中文网 http://www.fbchinese.cn/v-1-757848.aspx
知科技 http://www.zhitech.net/v-1-592306.aspx
财商网 http://www.fbpost.cn/v-1-687679.aspx

每日财经网 http://www.idailyfinance.com/v-1-611529.aspx
亚联社 http://www.yalianews.com/v-1-283087.html

封面新闻 http://www.facenews.cn/v-1-264547.html
新联资讯网 http://www.xinlianews.com/v-1-254325.html

渝新网 http://www.theyuxin.com/v-1-299841.html
广深在线 http://www.gsonlinet.com/v-1-260021.html
北新网 http://www.beixinet.com/v-1-256881.html

媒体宣传
Media Promotion

展会闭幕媒体报道 （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快讯 http://www.shanghaiinfo.cn/v-1-263468.html
花漾 http://www.youngvogue.cn/v-1-101629.html

万象资讯 http://www.thewanxiang.com/v-1-259507.html
锐眼财经 http://www.iseefn.com/v-1-248401.html

环球企业网 http://www.globecp.cn/v-1-256833.html
华商在线 http://www.huashangol.com/v-1-259969.html
深度财讯 http://www.deepfn.com/v-1-224061.html

当红娱乐网 http://www.danghongyule.com/v-1-122781.html
有致生活网 http://www.youzhilive.com/v-1-126498.html

摩登 http://www.modelvogue.cn/v-1-127161.html
好文社 http://www.haowenshe.cn/v-1-247567.html

星光娱乐 http://www.astarl.cn/v-1-128877.html
连线中文网 http://www.onlinknews.com/v-1-808989.aspx
商业观察网 http://www.51businessview.com/v-1-831947.aspx
海南在线 http://www.thehainan.cn/v-1-782862.aspx
爱慕网 http://www.aimuvogue.com/v-1-415206.aspx
蒙新网 http://www.mengnews.cn/v-1-203942.html

星潮娱乐 http://www.istartide.com/v-1-429629.aspx
联合中文网 http://www.unionews.cn/v-1-1104593.aspx
南方科技 http://www.isouthtech.com/v-1-475493.aspx
城市新闻 http://www.35urban.com/v1/420208.aspx
大湖在线 http://www.dahuol.com/v1/361773.aspx
科技之家 http://www.etechome.com/v1/142049.aspx
风潮网 http://www.fechao.com/v1/149356.aspx

毫厘财经 http://www.haolicaijing.com/v1/327932.aspx
大明星 http://www.ibigstar.cn/v1/136967.aspx
财牛网 http://www.icainiu.cn/v1/316542.aspx

洞见科技 http://www.insightsfy.com/v1/109732.aspx
潮天下 http://www.intideworld.com/v1/152027.aspx

国际新闻网 http://www.intnews.cn/v1/490360.aspx
互联日报 http://www.linkpaper.net/v1/169037.aspx
星视觉 http://www.starfov.com/v1/143670.aspx

麻辣重庆 http://www.chungkinghot.com/v1/549468.aspx
津门在线 http://www.jinmenonline.com/v1/479976.aspx

新商网 http://www.shangyeol.com/v1/463407.aspx
山东在线 http://www.theshandong.com/v1/476836.aspx
深圳网 http://www.theshenzhen.net/v1/482587.aspx

新华在线 http://www.thexinhua.com/v1/558529.aspx
新华商讯 http://www.theweishang.com/v1/355844.aspx
新财观 http://www.xincaiguan.com/v1/360438.aspx
红人榜 http://www.redbong.cn/v1/172325.aspx
东北网 http://www.hidongbei.com/v-1-678436.aspx
微科技 http://www.ivvtech.cn/v-1-43505.html

大观资讯 http://www.daguanews.com/v-1-77246.html
顶新资讯 http://www.dininfo.cn/v-1-75574.html
联城新闻 http://www.uncitynews.com/v-1-75929.html
鲁新网 http://www.shandongon.com/v-1-75569.html

大渝在线 http://www.dayupa.com/v-1-75395.html
豫网 http://www.yupaper.cn/v-1-74187.html

横财网 http://www.thecai.cn/v-1-62243.html
华夏资讯 http://www.huaxiaon.com/v-1-73803.html

中国江苏在线 http://www.ejiangsu.com.cn/news/loc/2020/0810/472933.html
长三角新闻网 http://www.csjzaixian.com/news/loc/2020/0810/441119.html

冀新网 http://www.dajiol.com/v-1-70131.html
中商在线 http://www.xinshangon.com/v-1-74224.html

潮美 http://www.caovogue.com/v-1-41349.html
欢娱网 http://www.ihappyfun.com/v-1-40465.html
苏新网 http://www.isupaper.com/v-1-70251.html

科技快讯 http://www.itfastinfo.com/v-1-94202.html
佑商网 http://www.yownews.com/v-1-72093.html

未来科技 http://www.weimotech.cn/v-1-30695.html
一新网 http://www.theonews.com/v-1-1105047.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