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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F518 时尚创意园

之

“F518 创展中心”

一、 深圳 F518 时尚创意园简介

园区一直致力于创意文化和区域产业的对接，实现产业升级，并积极推进区域及园区文

化氛围的建设，园区有创意丰富的研发设计团队，有先锋前卫的原创艺术家，有创意孵化的

平台，有配套齐全的展示交流空间，最有效地实现创意力量的聚集，并努力成为深圳先锋文

化前进的风向标。园区以创意设计师与艺术家集聚为重点；以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为核心；

以创意项目孵化为亮点；最终形成创意产品研发与交易、版权展示与交易、创意设计、广告

策划、游戏动漫、影视制作和艺术品创作与销售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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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518 创展中心”简介

打造永不落幕的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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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18 创展中心地处 F518 时尚创意园核心位置，将园区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创意空间

和传统中国建筑风格的品味街分隔开，将整个园区分成动、静两个区域。F518 创展中心

为二三错层建筑，占地面积 13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 3400 平方米，中央展厅面积达

700 平方米，错层层高 4.2 米，二层层高 7 米。可举办各种设计展、艺术展、收藏展、画

展、时装表演、酒会、文艺晚会、学术报告、发布会、订货会、影视拍摄及各种大小会

议等各种活动。

三、“F518 创展中心”功能规划

1. 中央展厅：面积 700 m2，层高 7 米，可容纳 600 人，带有独立卫生间，展厅后共有 2

个 VIP 休息室，面积 190 m2，可做各种展会、论坛、仪式、晚会的会场。主席台可容

纳 30 人，背景墙尺寸为 17.4 米×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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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厅：面积 500m2，可容纳 250 人，包括调音室和独立卫生间，并与 VIP 休息室“问

道汇所”相连通。主席台背景尺寸为 11 米×3.4 米，配有投影机、投影幕、音响设备、

演讲台等，适合举办各种会议、拍卖、讲座论坛、产品展示、新闻发布会、摄影等活动。

3. 一楼中庭：面积 600 m2，前厅层高 7 米（后厅层高 4.2 米），中央背景板高（2.87 米+1.2

米）×7.05 米、带有独立卫生间，可做各种艺术、产品类展览及订货会、拍卖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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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道汇所：面积 250 m2，层高 4.2 米，配有有电脑、音响、投影设备及吧台、冰箱、茶

具。与综合厅相连，可作会议、讲座的 VIP 休息接待室。也可以单独开展 25 人以内的

小型会议、沙龙、聚会、艺术笔会等活动。

一、场地收费情况

1. 中央展厅（700 ㎡）：￥6，000 元/半天；

2. 综合厅（500m2）：￥3，000 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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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楼中庭（600 m2）：￥8，000 元/半天；

4. 整体出租：￥15，000 元/半天；

5.F518 主街（518m）￥1000 元/半天。

二、展厅设施收费情况：

1. 椅子：贵宾椅：15 元/把/展期 330 把

培训椅：10 元/把/展期 100 把

2. 桌子：30 元/张/天（60cm*150cm） 29 张

20 元/张/天（120cm*240cm） 13 张

3. 沙发：黑 色：120 元/套/展期

红白色：120 元/套/展期

3.积木块：10元/块/展期 150 个

4. 展板： 60元/张/展期

5. 展架：35 元/块/展期

6. 展牌：25 元/块/展期

7. 饮用水：瓶装水 2元/支

桶装水 20元/桶

饮水机 100 元/天（含两桶水）

三、其它收费情况

1. 每增加一名保安： 60 元/半天 节假日双倍

2. 每增加一名清洁工： 45 元/半天 节假日双倍

3. 传真： 2 元/张

4. 打印： 1 元/张

5. 复印： 0.5 元/张

6. LED 大屏幕：150 元/小时

四、周边配套

酒店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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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级别 距离 订房电话 网站

恒丰海悦酒店 五星级 10 分钟车程 0755-88845980 http://www.hfhotel.com

都之都酒店 四星级 15 分钟车程 0755-27783888 http://www.szcph.com

宝晖酒店（商务） 三星级 15 分钟车程 0755-88843687

骏通酒店 普通 步行 5 分钟 0755-27797777

汉鼎酒店 普通 步行 3 分钟 0755-27913333

餐饮配套：

园区内餐饮配套

名称 类别 订餐电话 位置

华尔牛西餐厅 西餐 29176238 F6 栋首层

君预临 粤菜 29558282 F13 栋二楼

鞭炮馆 综合 29558111 F8 栋一二层

烧烤吧 烧烤 13751094808 F10 栋首层

周边餐饮配套

名称 地址 电话 类别

大南香酒楼 西乡大道与宝源路交叉口 27902288 粤菜

真功夫 西乡海城路人人乐旁 29760458 快餐

兰州拉面 西乡大道缤纷世界花园 F 栋 109 铺 29558009 快餐

凡客鱼 西乡大道缤纷世界花园 F 栋 4006520517 快餐

其它配套

名称 地址 电话

美宜佳 24 小时

便利店

宝安新中心区宝源路 F518 时尚创意园品

位街 10 栋 1 楼
29558009

申通快递 毛先生 1372423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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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店 F2 栋 1010 29558331

五、地理位置

公交路线

F518 站

368 路 638 路 M200 路 B633 路

铜锣湾站

320 路 608 路 609 路 610 路 613 路 631 路 632 路 708 路 766 路 776 路

海滨新村站

319 路 368 路 601 路 609 路 613 路 630 路 631 路 632 路 777 路

自驾指南

南头出关 （107 国道）→在第二个行车天桥上西乡大道→在第四个红绿灯左转

南头出关 （宝安大道）→在第五个红绿灯左转→西乡大道第二个红绿灯左转

广深珠高速 （宝安出口）→-第五个红绿灯左转

宝安机场 （宝安大道）→西乡大道右转第二个红绿灯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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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机场 （107 国道）→西乡立交上西乡大道第四个红绿灯左转

宝安机场 （广深珠高速）→宝安出口第五个红绿灯左转

联系方式

电话/Tel：0755-29518518

传真/Fax：0755-29666000

邮箱：ecf518@126.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源路 F518 时尚创意园

网址：www.cnf51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