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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 

暨博鳌国际美食节邀请函 

 

尊敬的    您好！ 

由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海南广播

电视台（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

际美食节”（简称：论坛）将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海南

博鳌举办。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作为海南省政府重点培育的专业化、国际

化美食文化盛会，已经成功地举办三届，在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上起到

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旨在扩大国际投资贸易合作，积极搭建国际化合作创

新平台。论坛以“美食无国界，绿色好食材”为主题，以提升品质、

树立品牌、促进发展、扩大消费为目的，举办“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

坛”，“绿色生态食品食材展”，“金茶树美食大赛”，“食材食品

采购对接会”，“博鳌国际美食节-龙寿洋万亩田园美食音乐节”，

“海南自由贸易港资源对接”等多重活动。邀请多个地区的美食文化

与食材领域专业人士，餐饮、酒店、食品食材、生产加工企业和电商

平台等业界代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国内外美食类媒体等将汇聚博鳌，满足各个领域观众在此次论坛对

国际美食和专业服务的需求，实现合作共赢。 

我们对您长期以来为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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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带领组团代表参加此次论坛及论坛同期的重

要活动。 

期待您的光临，希望在海南博鳌与您见面。 

                                         

                                    高福 

                                     理事长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组委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联系人：陈密 

附件 1：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际美食节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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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 

博鳌国际美食节总体方案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简称“论坛”）作为海南省重点培育的

专业化、国际化美食文化盛会，已经在海南博鳌定期定址成功地举办

三届。论坛立足于博鳌，服务于中国，传播于世界。随着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全球政客商民都越来越关注海南、关注博鳌，创造良好的

服务环境尤为重要，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传播，树立国际餐饮服务标

杆，打造地方美食品牌，由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

服务协会、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27 日

共同举办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际美食节。 

论坛以“美食无国界，绿色好食材”为主题，以提升品质、树立

品牌、促进发展、扩大消费为目的，举办“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

“绿色生态食品食材展”，“金茶树美食大赛”，“食材食品采购对

接会”，“博鳌国际美食节-龙寿洋万亩田园美食音乐节”，“海南

自由贸易港资源对接”等多重活动。 

论坛连续成功地举办，必将活化地域美食文化传统，打造海南自

由贸易港高端特色的会展品牌，极大地促进美食文化、旅游产业与会

展经济的融合发展。论坛更加深入引进“世界美食之都”城市（成都、

顺德、澳门、扬州）、湘菜、清真菜、海南菜以及相关品牌和企业，

深度融入博鳌餐饮服务体系，打造美食城市新名片。论坛将邀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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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商、经销商、流通商、零售商，形成大咖云集的交流平台，汇集

优秀的中华美食文化品牌、全球绿色好食材，结合当前消费趋势，深

入贯彻弘扬中华美食文化的国家战略，全面打造中国美食文化交流和

食材荟萃的高端品牌盛会。 

 

一、 活动名称 

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际美食节 

二、 时间、地点 

(一) 时间：2020 年 11 月 24-27 日 

(二) 地点：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三) 规模：1000 人，展览面积 3000 平方米 

三、 组织机构（拟） 

主办单位：中国食文化研究会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承办单位：海南天下凤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中远海运博鳌国际会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味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成都市烹饪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厨师协会 

          澳门饮食业职工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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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三亚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 

银川市进出口商会 

支持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琼海市人民政府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海南省烹饪协会 

琼海市酒店烹饪行业协会 

琼海市优质农业品牌开发服务协会 

   合作媒体：央视科教频道(CCTV-10)《味道》栏目、 

快手短视频、抖音短视频、西瓜短视频、 

微视、凤凰网、网易、今日头条、百度、人民网、 

中国网++、新华网、光明网、新浪网、搜狐网、 

腾讯、央视网美食频道、最美食、好豆网、一亩 

田农业网等  

四、 活动内容 

(一) 主论坛 “第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全体大会 

时    间：2020 年 11 月 25-26 日 

论坛主题：美食无国界 绿色好食材 

论坛内容：大会以“美食无国界 绿色好食材”为主题，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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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食品食材领域领军人士和专业买家团，国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负责人，“世界美食之都”城市（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湘菜、

清真菜、海南菜餐饮业代表，美食类媒体运营机构及知名主播，全国

大型商超、国际连锁酒店、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美食类媒体等将

汇聚博鳌，实现创新合作共赢。 

分论坛 1: 美食城市与旅游目的地 

分论坛 2：世界美食之都合作与发展圆桌会议 

     分论坛 3: 油茶产业发展论坛 

分论坛 4：“湘菜文化薪火传承”论坛暨拜师大会 

(二) 绿色生态食品食材展 

时    间：2020 年 11 月 25-26 日 

展示内容：展览集中来自食材食品、餐饮企业机构、咖啡茶饮、

餐饮设备、烘焙与冰淇淋、酒店用品综合展商参展，将以高端品质、

专业服务推进绿色生态食品食材产业蓬勃发展，满足餐饮中高端采购

的一站式需求。 

展区规划及展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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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专题推介展示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区、绿色食品食材展

区、四大世界美食之都文化展区、衡阳山茶油特约明星厨房、湘菜文

化展区、清真菜文化展区、海南菜文化展区、名厨大咖直播专区，媒

体专访区。 

(三)金茶树美食大赛 

为了加强世界美食之都城市（成都、顺德、澳门、扬州）美食文

化传播，促进世界美食之都城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度融合，本次大

赛帮助餐饮企业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构建创新合作新平

台。根据大赛的综合性、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设有金茶树美食

评选、美食示范城市评选等等，让参加美食大赛成为一种殊荣。同时

为提升博鳌地区各大酒店为高端宾客提供餐饮的服务水准，增强美食

文化传播影响力。邀请“世界美食之都”城市美食代表团队，结合博

鳌亚洲论坛大酒店高端会议用餐需求，创新美食菜品，丰富餐饮菜系

品类，品味美食文化底蕴。 

(四)食材食品采购对接会 

将邀请（苏宁易购、京东、阿里巴巴旗下口碑网、美团网、美菜

网等线上平台采购商，万豪酒店集团、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等星级酒店

大采购商）通过论坛这个大平台，召集绿色食品食材展的参展商与全

国大型食材食品的采购商对接洽谈，通过面对面交流，降低供需双方

的采购供需成本，实现高效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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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油茶产业发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金茶树美食”餐厅授牌仪

式 

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地优势及影响力，通过博鳌国际美食文化

论坛，搭建美食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汇聚优质食材食品行业品牌企

业、知名餐饮企业等。将与中国油茶企业签约，推进油茶产业发展，

致力把“地方油茶”打造成国际品牌。与世界美食之都城市签约，助

力提升中华美食的世界知名度，加强中华美食文化传播推广。 

(六)中华厨艺传承拜师大会 

中华厨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千

百年来，师徒相授一直是厨艺传承最主要的形式，“国将兴，必贵师

而重傅”，在传统餐饮界特别强调师徒名分，讲究尊师，注重礼仪，

通过拜师入门，传承中华厨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 

(七)博鳌国际美食节-龙寿洋万亩田野美食音乐节 

时    间：2020 年 11 月 25-26 日 

地    点：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 

活动内容：邀请世界美食之都城市推荐厨师和当地餐饮厨师代

表，使用本地食材食品进行新菜品的创作，并对当地餐饮企业进行世

界美食之都厨艺标准化培训交流，深度融入博鳌餐饮服务体系，创新

中华美食文化，提高美食文化品位和餐饮服务水平，把博鳌打造成为

世界特色美食目的地。同期策划博鳌美食旅游专线，面向大湾区开展

“博鳌美食文化”之旅，进一步打响美食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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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美食+”系列活动： 

“美食+音乐”，搭建美食中心会场，让美食盛宴与音乐狂欢彼

此赋能，为景区注入新鲜活力，打造“好吃、好听、好看、好享受”

的体验。 

“美食+旅游”，举办“万元美食优惠券大放送”活动，线上通

过官方新媒体、酒店宣传平台、短视频平台线上活动宣传，线下与旅

行社合作，研发美食+旅游产品，组织市民享受酒店特色美食与服务。 

“美食+文创”，在合作单位设立“非遗美食体验区”展示世界

美食之都特色美食、琼海市非遗美食产品、市民可以亲身体验非遗美

食的制作过程。 

“美食+”系列产品活动，提升城市活力、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消费

升级，激发文旅消费新动力。 

(八)名厨大咖直播带货 

活动目的：1.积极推动优质农副产品品牌打造；2.有效推动农产

品电商直播产业发展； 3.为优质农副产品电商整合资源、培育更多供

应链和销售链。 

活动内容：邀请名厨主播与地方政府领导、合作单位在视频直

播平台进行直播带货，通过搭建平台端内活动页面进行大流量扶持，

活动中推荐销售爆款、打造地域品牌产品、限时销售等活动。 

(九)美丽乡村食材基地考察 

对海南美丽乡村、海南农业产业基地、大健康医疗旅游先行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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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地考察，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海南的优质旅游资源和优惠政

策，通过考察加强合作关系，推动海南旅游市场快速复苏及发展，加

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五、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1 月 24 日 

全天 参会代表报到 

14:30-17:30 美丽乡村食材基地考察 

15:00-17:30 “金茶树美食大赛”-顺德分组赛 

18:30-21:00 自助晚餐 

11 月 25-26

日 
9:00-17:30 

绿色生态食品食材展 

博鳌国际美食节-龙寿洋万亩田园美食音乐节 

11 月 25 日 

9:00-17:30  名厨大咖直播带货 

9:00-11:30 “金茶树美食大赛”-成都分组赛 

9:30-11:30 分论坛 1: 美食城市与旅游目的地 

12:00-14:00 自助午餐 

13:00-15:30 “金茶树美食大赛”-澳门分组赛 

16:00-18:30 “金茶树美食大赛”-扬州分组赛 

14:30-16:30 分论坛 2: 世界美食之都合作与发展圆桌会议 

14:30-17:30 食材食品采购对接会 

18:30-21:00 自助晚餐 

11 月 26 日 8:30-9:00 领导会见及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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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00 论坛开幕&主论坛：美食无国界 绿色好食材 

10:00-12:00 
油茶产业发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金茶树美食”餐厅授

牌仪式 

10:00-12:00 新闻直播间专访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5:00 分论坛 3:油茶产业发展论坛 

15:30-17:00 分论坛 4:“湘菜文化薪火传承”论坛暨拜师大会 

19:00-21:30 冠名晚宴&颁奖典礼 

11 月 27 日 全天 参会代表返程/海南自由贸易港资源对接 

 

六、 宣传推广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的宣传工作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展开。 

（1）制定宣传计划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站等形式

进行活动宣传，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2）与央视科教频道(CCTV-10)首档美食文化探索类的全媒体

节目-《味道》合作，通过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把合作菜系或餐

饮文化在《味道》栏目进行呈现，提升论坛的专业水准。 

（3）搭建品牌项目自媒体平台，如：官方微信平台、微博、今

日头条等自媒体客户端，创新宣传形式内容，扩充粉丝数量，提高品

牌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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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进短视频媒体合作，如：抖音、快手、西瓜、火山、微

视、好看、全民小视频等平台，通过短视频平台不同的传播形式，创

新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线上流量粉丝、观众，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 

   （5）资源整合拓展宣传渠道，与酒店、旅行社再度合作，研发博

鳌国际美食节旅游产品，增加活动服务亮点，吸引更多游客导入。 

七、 相关收费 

1. A 类参会费  3880 元/每人/套；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11

月 25-26 日 2 天午餐晚餐费、3 晚五星级住宿等费用（按两人

一标间安排，如需单间，另补 900 元差价）； 

2. B 类参会费  2980 元/每人/套；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11

月 25-26 日 2 天午餐晚餐费。（住宿费用自理） 

3. 展位费  6800 元/9 平方米标准展位； 

600 元/平米光地，36 平米起订。 

联系人：米菲 13501158192（微信同号）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组委会保留对论坛全部活动的调整和最

终解释权。 

 

 

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组委会 

2020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