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展国际传媒

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
Expo Project Fai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17

邀请函
Invitation

中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2017年7月4日-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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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来宾：

七月流火，相约京城。7月 4-6 日，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Expo Project Fai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17）(英文简称：EPFIC 2017)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我们

诚邀您的加盟。

本届洽谈会以“会聚•共享•融通”为主题，整合既往优势，邀请业内精英，碰撞思想火

花，洽谈会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统计显示，过去六年里，全国展览开展总数从 7330 个增加至 9892 个，涨幅达 34.95%；

展览面积从 8160 万平方米增加至 13075 万平方米，涨幅达 60.23%，中国的会展大国地位日

趋稳固，市场前景广阔，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国内经济转型

升级的深入，我国会展业的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会展业从国际市场

开拓、服务水平提升、战略产业延伸上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中外会展杂志社主

办的 EPFIC 经过六届的发展，已经成为会展业及相关产业人士寻求合作、交流思想、发掘商

机的最佳平台。2017 年，EPFIC 组委会将一如既往本着专业、务实、前瞻的精神，打造覆盖

行业全产业链的顶级盛会！

《中外会展》杂志作为国内会展行业最早创刊，最具权威的专业媒体，经过 22 年的发展

得到了行业内的广泛认可，并于 2015 年成为 UFI 在中国的独家合作媒体。中外会展项目合作

洽谈会（EPFIC）作为《中外会展》杂志社全力打造的、面向全球会展产业的 B2B 高效商务洽

谈活动，已成功举办六届，旨在打造会议与洽谈的实效性。自首届以来，出席洽谈会的国内、

国外会展专家累计超过 9000 人。来自全球超过 36 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参展参会，积累了超过

1000 家的有效 VIP 专业观众数据库，成为 EPFIC 品牌竞争力与核心服务的有效支撑。EPFIC

将融合国际性展览、前瞻性论坛、指导性讲座以及社交性商务活动，是会展及相关行业搭建

拓展国内外会展市场的最佳商务平台。此外，本届展会将继续发布《中国会展行业细分领域

系列报告（2017）》，敬请期待！

在此，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的参与，并出席洽谈会期间的各项活动！

新展国际传媒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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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会主题

会聚·共享·融通
Gathering·Sharing·Communicating

2017年7月4-6日 中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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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 年 7 月 04 日—06 日

【4 日为报到注册日，含两场非公开会前会】

地点：

中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外会展》杂志社

联合主办：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

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

协办单位：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单位：北京新展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

数据支持：新展智慧大数据研究院

邀请媒体：

新华网·会展频道

腾讯网·会展商旅

国际商报·会展周刊

环球时报·环球旅游

《中外会展》杂志

《旅游会展》杂志

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

《出展世界》杂志

中国经济网·会展中国

《会议》杂志

海外网·旅游频道

商旅圈

人民网·节庆频道

人民日报海外网·旅游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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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杂志·旅游频道

北京晨报·《旅游周刊》

千龙网·旅游频道

《机械汽车展览》杂志

《汽车商报》

《中国汽车纵横》

《中国汽车市场》

《汽车观察》

《汽车导报》

腾讯网·汽车频道

搜狐网·汽车频道

网易·汽车频道

汽车之家

爱卡汽车网

汽车点评网

易车网

洽谈会规模：

全体大会 1场：500 人

专题论坛 9场：60—150 人不等

主题圆桌会 2场：50 人

高端对话访谈 1场：50 人

主题推介会 1场：100 人

专场推介会 2场：60—150 人

专场对接洽谈 1场：25 席位

主题酒会 1场：500 人

交流餐会 3场：500 人

颁奖典礼 1场：350 人

会间交流茶歇：3场

展览区：1600 平方米；标准洽谈席(展位)50 个

流动性专业观众：8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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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结构：

国内、国外会议/展览/活动的主办及相关组织

拥有该行业重要会议、展览项目的国内、国外重点行业协会与社团组织

会议/展览/会奖行业的国内、国外政府管理职能部门

国外展览公司的直属驻华代表处或在华总代理机构

各国驻华使馆/商会/贸易促进局

各国旅游局驻华代表处/机构

会议/展览/活动接待商/搭建、运输、展具等服务供应商

国内外的会议/会展行业协会组织

会议中心/会展场馆

会议/会展/会奖行业媒体

会奖公司/公关公司/旅行社

会议/会展/会奖行业专家、学者

拥有会议/会展/会奖相关专业的院校的相关领导

航空公司/景点、景区及相关服务

目的地管理公司 (DMC)/专业会议组织公司(PCO)

会议、活动支持服务公司

会议型酒店/酒店集团/单体酒店/精品酒店/酒店管理公司

旅游局/旅游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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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7 月 4 日 星期二
报到日+半天会前会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北京顶秀美泉假日酒店】【山水时尚酒店】

09:00-20:00 报到注册
从 09:00 起您可以前往报到注册处领取胸卡及会议资料。4日的注册地点为
您所入住酒店一楼大堂。

09:00-24:00 全天搭建布展

16:00-17:30 《中外会展》理事单位年会(闭门会议)
针对《中外会展》杂志的常务理事单位及理事单位召开的闭门会议，会间将
举行理事单位授牌仪式。

年会主题：会展业的共享与共赢之道

会议规模：30 人

语言环境：全场中文

参会嘉宾：新展传媒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及理事单位代表

16:00-18:00 会展城市领军者高端座谈会（闭门会议）

本场座谈会为闭门会议，嘉宾来自全国各地会展办、博览局等政府管理部门。
各地会展行业管理者相互分享本区域会展业发展的相关经验，探讨区域合
作，实现城市展会资源共享、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对“如何实现会展经济多
元化发展格局”、“如何定位政府的职能与角色”等共性问题献言献策。

会议主题：会展经济区域合作的多元化格局

会议规模：50 人

语言环境：全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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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流程：
(一)怀柔区政府有关领导发言
(二)座谈会环节：各嘉宾发言·
(三)合影留念

拟邀参会嘉宾：
张学君 北京怀柔区商务委员会 主任
彭明祥北京市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任 宇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各地方会展办领导
博览局会议局负责人

18:00-20:00 高端晚餐交流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
本次高端晚餐交流会荟聚了地方政府会展办领导、国内外会展协会负责人及
新展传媒所有理事单位代表，大家在享用晚餐的同时加强沟通、建立友谊，
在轻松愉快的社交氛围中为今后的合作共赢奠定良好的基础。

晚餐会主题：开放、创新、融合

晚餐会规模：60 人

语言环境：中文（配英语翻译人员）

受邀人员：
各地方会展办领导
博览局会议局负责人
协会领导等高层领军人物
重点会议、会展项目的主承办单位领导约 20 家
新展传媒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及理事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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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7 月 5 日 星期三
活动正日第一天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09:00-15:00 报到注册
从 09:00 起您可以前往报到注册处领取胸卡及资料。5日的注册处地点为主
会场报到处

09:00-16:30 全天展览

09:00-10:00 茶歇与会前交流

10:30-12:00 开幕全体大会
全体大会将邀请国内外会展行业专家进行主旨演讲，大会以“融合通达，共
享会展新时代”为主题，全面倡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服务创新、管理
创新、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新兴展览业态。共享理念将对传统会
展业形成具有变革意义的冲击和引导，刺激会展商业模式进行主动调整，变
革服务边界，提振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大会主题：融合通达，共享会展新时代

会议规模：500 人

语言环境：中文与英文同声传译

主办方致欢迎辞：
赵伟 EPFIC 创始人/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

重要领导致辞：
袁再青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会长（拟邀）

主旨演讲：

演讲主题一：共享时代下的会展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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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陈先进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拟邀）

演讲主题二：放大展览会的商业价值

演讲嘉宾：Walter Mennekes 德国展览业协会（AUMA)主席（拟邀）

演讲主题三：城市会展业智能化管理模式

演讲嘉宾：王琼文 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局长（拟邀）

演讲主题四：中国会展业“展能过剩”，如何由大做强

演讲嘉宾：刘海莹 国家会议中心 总经理

12:00-13:30 自助午餐

12:00-13:20 VIP 高端午餐交流会（仅限受邀嘉宾参加）

13:30-15:00 会展推介会
会展城市、会展公司、主办单位等将通过播放宣传片、专题演讲、问答互动
等形式，与客户面对面推介其会展项目、城市会展环境。通过现场交流促进
双方认知的提升，达到精准的宣传效果，增进双方合作机会。

推介会主题：由各推介方拟定

会议规模：150 人

语言环境：中文（针对外宾配英文翻译）

演讲嘉宾：各推介方

15:00-15:15 下午会间交流茶歇
展场区域设置 3处茶歇区，精美的茶点、温馨的服务，不仅为参会代表、专
业观众、参展人员在论坛休会期间提供茶水、咖啡、水果、点心等，同时也
提供了一个供与会人员自由交流的空间。

15:15-16:45 【平行论坛一】对话政府会展项目
中国会展业是推动中国产业多元化的重要元素。近年来，中国会展业在加速
市场化发展的同时，政府主办的身影逐渐退后，而以民营会展企业为主体的
新型会展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建立，同时，以灵活性、市场敏锐性强为特点的
民营会展企业不断地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技术，为会展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
活力。

会议规模：80 人

语言环境：中文（配备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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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题一：探索中国会展业市场化运作新模式

对话主持人：文良武 合肥会展协会 会长（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赵 伟 北京怀柔区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
王琼文 厦门市会展局 局长
徐惠娟 无锡市会展办公室 主任
张幸迩 宁波会展办 副主任
崔 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市分会 会长 主任
韩晓红 谊和永邦（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信息发布：《全国政府主导型展会调研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
的参会代表发放）

发布人：《中外会展》杂志 编辑部主任 陈猛

对话主题二：民营企业与政府会展项目的合作之路

对话主持人：姜淮 东莞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陈泳芳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
丁 尉 苏州市会展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樊希军 辽宁华鼎会展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德文 青岛金诺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治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15-16:45 【平行论坛二】合资并购论坛
会展企业在谋求上市实现华丽转身的潮流下应备加谨慎，是融资以求创新发
展还是保命求生存？如何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做生意、
做事业更要做大行业，本次合资并购论坛将为每一位与会者带来行色各异的
答案。

会议主题：会展业并购模式新思路

会议规模：80 人（鱼骨排形）

语言环境：中文（配备英文翻译）

会议主持人： 赵伟 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待定

16:00-17:30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会员专场对接会
本场次对接会由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简称展联)与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

http://www.ccpitb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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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委会联合举办。展联旗下 43 家会员单位举办的展览均是我国装备制造
领域的顶级专业品牌展会。本场对接会旨在为产业链上的会展服务企业搭建
优质平台，帮助展联的会员单位进行业务对接洽谈、增进交流、促进合作。

会议规模：20 个洽谈席位

参会要求：仅凭参展证及嘉宾证进场

对接单位：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国铸造

协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模具工业协会/西麦

克国际展览责任有限公司/中国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中国机床总公司/中工

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公司/国机环球(北京)展览

有限公司/中国锻压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中国液压气密封

件工业协会/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中国

仪器仪表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中国电

器工业协会/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中国丝网印刷行业协会/中国塑料机械工

业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中国机

械制造工艺协会/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中国

重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仪器仪

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材料研究所/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中国

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中心/上海电缆研究所/

16:00-17:30 巅峰访谈：对话全球顶尖会展主办企业
当前，会展业迈向全球化的步伐日趋加速，如何在这次浪潮中脱颖而出，是

每一个会展人都应该思虑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对提升展会运营效率

大有助益，先进的管理理念亦是值得探究的主题，但归根结底还在于领导思

维，卓越的领导思维在会展管理中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先决作用。在本次巅

峰访谈中，多位顶尖国际展览公司负责人会深入交流，分享他们在会展前沿

领域的经营体悟，以及对于先进管理、高新技术的运用，探讨行业的最新发

展趋势。

对话主题：技术进步提升展会运营效率

会议规模：50 人（剧院式排形）

语言环境：中文（配现场英文翻译）

对话主持人：徐延波 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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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对话嘉宾：
Chet Burchett 励展博览集团 首席执行官
Stephan Buurma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 执行董事
Sergey Alexeev 俄罗斯 ExpoForum International Ltd 展览有限公司总裁
David Bondi 英富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17:45-19:45 主题冷餐酒会
初夏七月，雁栖湖畔再聚首，活动首日晚上的鸡尾酒会为参会嘉宾及代表们
提供了绝佳的社交场所。在这里，大家既可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深化社交成果，
又能感受专业场地的优质服务，让大家在举杯间“把酒祝东风！”。

酒会主题：印象雁栖，醇酿共享

酒会规模：350 人（西式冷餐酒会形式）

语言环境：中文（国外嘉宾配英文翻译）

酒会主持人：《中外会展》杂志 （待定）

致祝酒辞嘉宾：赞助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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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7 月 6 日 星期四
活动正日第二天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09:00-15:00 报到注册
从 09:00 起,您可以前往报到注册处领取胸卡及资料。6日的注册地点为主会
场报到处。

09:00-16:30 全天展览

09:00-12:00 出展交流会
出展工作作为会展行业中的重要板块，在外贸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
用。本届出展交流会将围绕“海外自办展合作模式”、“国际展会物流挑战”
等热点话题与嘉宾进行互动探讨，问道新形势下出展领域中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主题：合作共赢，提升出展产业价值

论坛规模：80 人

语言环境：中文及英文同声传译

主题演讲一：出展市场新特点分析

演讲嘉宾：中国国际商会领导（拟邀）

主题演讲二：开拓海外展览会市场

演讲嘉宾：驻华使馆商务处官员

主题演讲三：俄罗斯会展市场的发展机遇与问题

演讲嘉宾： 俄罗斯会展行业领导

主题演讲四：全球展会物流挑战应对

演讲嘉宾：何缅芝 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权威发布：《海外自办展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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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会代表发放）

发布人：陈猛 中外会展杂志社 编辑部主任

对话互动环节

对话主题一：海外自办展深度合作

对话主持人：王京东 北京展盟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李小蕾 高美艾博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Damion Angus 蒙哥马利展览集团 执行董事
黄燕 南光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揭玉斌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副主任
陈 璀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对话主题二：以展览创造更多价值

对话主持人：张雅竹 通用国际广告展览公司 副总经理（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魏 巍 英富曼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国良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陆赫杰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副董事总经理
程 伟 杭州嘉诺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程 杨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10:00-12:00 （平行论坛一）会展教育论坛
当前的中国会展业面临着一个怪圈：一方面，行业发展快，前景广，效益高，
但是专业人才紧缺；另一方面，高校会展教育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呈现
逐年萎缩之势。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会展教育论坛，捏合高校及会展企业，共
同探寻会展业人才供给矛盾的解决之道，发现会展业校企合作新的对接点。

会议主题：高校会展教育与校企合作

会议规模：60 人（对话形式）

语言环境：中文（针对外宾配英文翻译）

论坛主持人：陈泽炎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对话环节一：（会展策划专业方向）

对话主持人：李中闯 吉林艺术学院文化艺术管理学院 会展系主任（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刘大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 院长
杨为民 北京农学院城乡发展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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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敏 上海会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
白正玄 北京博乾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信息发布：《会展专业教育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的
参会代表发放）

对话环节二：（会展设计专业方向）

对话主持人：丁萍萍 浙江省会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罗润来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徐 侃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教授
马 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
张显军 北京科博瑞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明财 中展励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00-12:00 （平行论坛二）会奖交流会（案例分享）
2017 年的中国会议会奖业，企业会议及小型会议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政
务型会议、大型社团会议复苏乏力，2017 年，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
2016 年会奖业“小时代”的局面，是每一位中国会奖人都需要思考的。

会议主题：2017，如何玩转会奖业

会议规模：80 人（鱼骨排形）

语言环境：中文（配备英文翻译）

会议主持人：梅晓丹 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 董事长（拟邀）

对话主题：保持会奖业的创新力

对话主持人：王张荣 苏州市会奖推行中心 常务副主任（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姚 红 中国旅行社协会会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博悦咨询总经理
任 宇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陈 兮 励展旅游展览集团 会奖旅游部
曹 萱 恒瑞行传播集团 总裁
王春才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旅游经济系 副主任
田 耘 坤桐会创始人 北京坤桐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信息发布：《中国会奖业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的参
会代表发放）

10:30-12:00 汽车会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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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论坛将邀请国内品牌车展的主办方参加，围绕“中国车展近年遭遇发展
瓶颈”、“车展和地区软实力”、“中国车展的非经济作用”等话题展开讨
论。期望通过这样的有益交流与沟通，促进汽车及汽车展览行业的产业升级
与创新，赋予中国车展更深层次的意义。

论坛主题：中国车展的非经济作用

论坛规模：80 人（对话互动形式）

语言环境：中文（配备英文翻译）

致辞嘉宾：彭明祥 北京市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管理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拟
邀）

对话主持人：王蕾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裁（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张 珺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 宇 雅森集团 总裁
韩葆霜 百瑞会展集团 总裁
韩晓军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顺立 河南励展宏达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军 济南世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笃洋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 总经理

信息发布：《汽车会展数据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的参会
代表发放）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5:30 会展展示设计论坛
本场会议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与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
谈会组委会共同举办。会议将围绕“展会安全管理”、“绿色材料的推广与
应用”等主题进行主题演讲和互动交流。将“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
理念真正融入到会展展示设计过程之中。

会议主题：技术推动绿色展装发展

会议规模：60 人

语言环境：中文（针对外宾配英文翻译）

主题演讲一：如何将绿色理念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之中

演讲嘉宾：李麒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北京笔克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拟邀）

主题演讲二：政府在推动行业绿色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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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张哲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处长（拟邀）

信息发布：《中国展示设计领域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
议的参会代表发放）

对话环节一

对话主题：如何利用技术的融合创造参展新体验

对话主持人：李益 北京逸格天骄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黄 彪 灵通展览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邱 巍 广东省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李明财 中展励德展览集 总裁
江昀赟 北京东方恒美会展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荣 景桥会展集团 总裁

对话环节二

对话主题：寻找可靠的措施完成展会安全工作

对话主持人：吕玉贵 点意空间国际展览集团 总裁（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欧 迅： 广州开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晓球：上海霍克连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家泊：天津泰博展具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金跃其：上海德也篷房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志道 北京永一格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30-15:30 会议中心联盟 CEO 圆桌会（仅限受邀嘉宾参加）
聚首雁栖府邸，追寻协同双赢，会晤儒商鸿杰，共创会展盛世。
来自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各大大型会议中心代表们齐聚联盟 CEO圆桌会，展
开一场会展业前所未有的精英论策盛会。

会议主题：竞争·协同·双赢

会议规模：50 人（U字研讨会排形）

语言环境：中文（配备英文翻译）

对话环节

对话主题：会展中心运营的创新升级

会议主持人：赵琳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拟邀）

拟邀对话嘉宾：
迈克尔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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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娟 无锡市贸促会会长、无锡市会展办主任
查炜琮 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裁
任 宇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罗发明 长沙红星会展中心 总经理

信息发布：《中国会议中心数据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于现场向本场会议的
参会代表发放）

15:30-16:00 下午会间交流茶歇
展区内共设置 3处茶歇处，为参会代表、专业观众、参展人员在论坛休会期
间提供茶水、咖啡、水果、点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供与会人员自由交流的
空间。

17:00-19:30 “金五星”会展颁奖典礼暨“金五星之夜”交流晚餐会
一年一度的“金五星”颁奖盛典让行业精英再次走到台前，以表彰优秀、鼓
励创新为宗旨，为过去一年中为我国会展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机
构及个人颁发奖杯，以此见证行业发展的历史。颁奖期间亦将穿插进行前瞻
性的主题演讲，并发布“2016—2017 年会展行业综合指数”。

晚餐会主题： 引领会展业的新时代

晚餐会规模：350 人（桌餐宴会排形）

语言环境：中文及英文同声传译

第一单元：“金五星”会展颁奖典礼

致辞嘉宾：
赵伟 EPFIC 创始人/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
郑智 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 主席

【金五星颁奖环节一】：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城市奖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行业协会奖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组展单位奖

2016-2017 年度会展业综合指数发布

发布人：《中外会展》杂志社总编 孙永红

【金五星颁奖环节二】：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场馆奖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服务供应商奖
2017 年度“金五星”之新秀场馆奖

主题演讲：会展业的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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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万涛 31 会议 首席执行官（拟邀）

【金五星颁奖环节三】：
2016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出展组展单位奖
2016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出展服务商奖
2016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出展人物
2016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人物

主题演讲：会展场馆管理运营三部曲

演讲人：唐雪 北京北辰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五星颁奖环节四】：
2017 年度“金五星”之优秀会展管理奖

中国会展业爱心联盟信息发布

会展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第二单元：“金五星之夜”交流晚餐会

致祝酒辞：赵伟 EPFIC 创始人/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

来宾享用晚餐

餐间穿插节目表演及幸运抽奖活动

20:30 洽谈会圆满结束！

注：具体日程如有变动，组委会将在网站及微信平台及时通知，敬请关注！

费用说明：

1）参会费用：3800 元/人（含资料费、礼品费、宴会餐饮费、茶歇费等。）

注：优惠政策：《中外会展》、《旅游会展》、《出展世界》、《机械汽车》常务理事

及理事单位享受八五折优惠。

2）展位费：标准洽谈席（展位）15800 元/个；光地展区 1800 元/平米(18 平米起卖)

注：包含两名参会人员餐费、会务费。

3）推介费：60000 元/项目

注：费用包含四名参会人员参会费，推介时间 20 分钟，推介材料及演讲配套 PPT 由推介

单位自行准备，建议：推介单位自行准备一些礼品；

4）金五星奖项相关费用另行通知

注：经过初审、入围、评选、终审最终获奖单位及个人将收取一定申报费、评审费及奖

杯、证书制作费用，费用详情另询组委会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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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一）参展参会请联系:

国内客户：

赵晓凤（Ms）:Summer zhao
Tel：（86）139-1635-5804
E-mail：13916355804@139.com
韩明（Mr）：Bright Han
Tel：（86 10）51654839 ext 802
Fax：（86 10）51654839 ext 801
E-mail：1852864937@qq.com
国外客户：

陈珍妮（Ms）：Jenny Chen
Tel：（86 10）51654839 ext 809
Fax：（86 10）51654839 ext 801
E-mail：3127387397@qq.com

（二）赞助合作请联系:

欧阳晶洁（Ms）：Juice
Tel：（86 10）51654839 ext 811
Fax：（86 10）51654839 ext 801
E-mail：2256409509@qq.com

（三）VIP 专业观众请联系:

王娣（Ms.) Wang Di
Tel：（86 10）51654839
Fax：（86 10）51654839 ext.815
E-mail：317779456@qq.com

附件一：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参会回执表

附件二：部分拟邀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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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请填写全名，作为贵单位在活动中对外展示名称及展位眉头名称）

单位地址

参会代表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QQ：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QQ：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QQ：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QQ：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QQ：

▼是否有申报 2017 年金五星奖项：

☐ “2017 金五星——全国优秀会展&出展人物”

☐ “2017 金五星——全国优秀出展组展单位”

☐ “2017 金五星——全国优秀组展单位”

☐ “2017 金五星——全国场馆新秀奖”

☐ “2017 金五星——全国优秀出展服务商”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城市奖”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服务供应商”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行业协会奖”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场馆奖”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教育机构奖”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展管理奖”

☐ “2017 金五星——优秀会议型酒店奖”

▼参会类别与费用标准：

☐参会费 3800 元/人 ☐标准洽谈席(展位)费 15800 元/个 ☐光地展区 1500 元/平米(18 平米

起卖) ☐推介费 60000 元/项目 ☐金五星奖项评审费另见通知 ☐赞助(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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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选择：

☐参会 人 ☐标准洽谈席(展位) 个 ☐光地展区 平米 ☐推介项目

个 ☐金五星奖项评审费另见通知 ☐赞助(另议)

费用信息 共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收款帐户信息

户名：北京新展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 2515 0920 0010 23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幸福街支行

发票抬头

发票明细 ☐参会会 ☐会务费 ☐会议费 ☐其他：

注：请将回执填写完整后发送至电子邮箱：2256409509@qq.com 电话：010-51654840-811

附件二：部分拟邀请嘉宾名单：

万连坡 商务部服贸司 副司长

姜 明 中国商业联合会 会长

张效林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 秘书长

袁再青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会长

陈先进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名誉主席/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

刘海莹 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

郑 智 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 主席

刘 宁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

Hattendorf Kai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执行总经理

Mark Cochrane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亚太区分部经理

Cathy Breden 国际展览与活动协会（IAEE）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David Audrain 独立组展商协会（SISO） 主席

Aloysius Arlando 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 副主席

Michel Neijmann 国际专业会议组织者协会（IAPCO） 总裁

Paul Van Deventer 国际会议专家联盟协会（MPI）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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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eev Kohli 奖励旅游联盟（SITE） 总裁

Bo-Kyung Byun 韩国展览业振兴会 主席

Weerasak Kowsurat 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 主席

Jaruwan Suwanasat 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 展览活动部总监

Olivier Mellerio 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 主席

Laila Ahmed Gamal Eldin Elmolla 埃及会展局 总经理

Marco Spinger 德国经济展览委员会 国际市场部总监

Chet Burchett 励展博览集团 首席执行官

Charlie McCurdy 英富曼展览全球 全球事务部总裁

Axel Bartkus 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Mark Shashoua 英国 ITE 展览公司 首席执行官

爱新克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总裁

Thomas Loffler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副董事总经理

Darren Guo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叶明水 台湾贸易中心 副秘书长

张 刚 北京贸促会 副会长

常 卫 北京怀柔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张学君 北京怀柔区商务委员会 主任、副书记

赵 伟 北京怀柔区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

彭明祥 北京市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管理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袁振林 北京市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储祥银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陈泽炎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李霞辉 珠三角城市会展联盟 秘书长/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 会长

王琼文 厦门市会展局 局长

张幸迩 宁波市政府会展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周 燕 昆明市博览事务局 局长

管爱琴 苏州市会展办公室 主任

徐惠娟 无锡市会展业发展办公室 主任

蔡 俏 海口市会展局 局长

梁 洁 南京市贸促会会长 会展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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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幸 大连市会议展览行业协会 会长

王肃谨 海口市会展局 副局长

陈树中 长沙会展办 主任

俞国兴 义乌旅展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鲁树峰 余姚会展办 主任

陈骥烈 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 主任

林家阳 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

殷卫东 苏州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董事长

周启良 香港贸易发展局 副总裁

王彦华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常务副总裁

唐 雪 北京北辰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龚晓峰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常务副会长

陈 军 中国农业展览协会 主任副秘书长

刘 琳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 副主任

任 宇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索灵浇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副总经理

张 羚 北京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 副秘书长

王笃洋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付 睿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韩晓军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宇文丽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 主任

刘国良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 宇 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 鹏 南昌绿地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仲 刚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总裁

王爱民 山东丞华(企业)集团公司 董事长

张学山 振威展览集团 总裁

蒋承文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学强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明财 中展励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门振春 海名国际会展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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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珺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 钢 励展博览集团 高级副总裁

张定国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申大海 海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麒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展示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笔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昀赟 北京东方恒美会展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宝文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长

刘强德 中国畜牧业协会 副秘书长

邓正学 北京京正展览公司 总经理

曹建生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力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程 扬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Michael Kruppe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梅李玉霞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董事总经理

方佩瑛 上海长风跨采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 彪 灵通展览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