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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组委会 

关于邀请参加第十届中外会展项目(南京)

合作洽谈会的函 

尊敬的厦门市会议展览局： 

您好！ 

为了推动会展业的创新发展，助力会展业对区域经济的推动，加强同行业间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会展经济对城市的拉动作用，第十届中外会展项目（南

京）合作洽谈会（Expo Project Fai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2020）(英文缩写为：EPFIC 2020)将于 2020 年 7 月 8—10 日在南京空港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 

本届洽谈会是由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中外会展杂志社主办，北京新展国

际传媒有限公司、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和江苏苏韵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全

国性、国际化的会展业重点经贸洽谈活动。 

溧水区倾力打造的南京空港会展小镇，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会展小镇”概念

的项目，致力于打造中国展城融合典范，“会展+ 特色小镇全国标杆”，在多模

式业态融合、产业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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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自首届以来，出席洽谈会的国内外会展专家累计超

过14000人，来自全球超过52个国家和地区专业人士参展参会，积累了超过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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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届洽谈会组委会将携手品质一流的合作伙伴，带领精诚奋进的运营团队，以更

高的视野、更务实的内容，为行业呈现一场优良的交流盛宴。 

我们诚挚邀请贵城市（单位）领导拨冗出席本次大会，共同见证行业盛典，

敬请鼎力支持，不胜感激！ 

特此邀请。 

 

附件一：大会基础信息 

附件二：参会回执表 

附件三：部分拟邀嘉宾名单 

附件四：部分拟邀专业观众名单 

 

 

 

《中外会展》杂志社 

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组委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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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会基础信息 

大会基础信息 

一、大会名称：第十届中外会展项目（南京）合作洽谈会 

二、大会时间：2020 年 7 月 8-10 日 

三、大会地点：中国 •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南京市人民政府（拟邀） 

主办单位：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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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北京新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空港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苏韵会展有限公司 

数据支持：北京新展智慧大数据技术研究院 

支持单位：上海八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天天向上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五、拟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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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会展》杂志、《旅游会展》杂志、《国际商报》、《中国贸易报》会展

周刊、《中国信息报》、《京华时报》、《会议》杂志社、今日会展、科技金融时报、

中国财经网、新华网、中国网、中新网、商旅圈、旅游刊、和讯网、海外网、龙

虎网、亚洲会展网、中国商务新闻网、澳门会展经济报、《韩国世界侨报》、《亚

洲会奖》杂志-MICE in Asia-马来西亚、《展览之窗》杂志-Exhibition Showcase-

印度、《活动营销》报-Event Marketing-日本、MICE Insight (韩国)、Travel Weekly 

Asia(新加坡)等 

六、主要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7 月 8 日 

（星期三） 

13:00-19:00 报到注册 

15:00-17:30 会展城市领军高端座谈会 

17:45-19:15 高端晚餐交流会 

09:00-24:00 全天搭建布展 

7 月 9日 

（星期四） 

09:00-17:00 报到注册 

09:00-16:30 全天展览展示 

09:00-10:00 社交&茶歇 

10:00-10:20 领导巡展 

10:30-12:20 开幕大会 

12:30-13:40 VIP高端国际午餐交流会 

12:2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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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00 会展推介会 

14:00-15:00 专场推介会 

14:00-15:30 主题推介会 

15:00-15:30 社交&茶歇 

15:15-16:45 【分论坛 1】对话政府会展项目 

15:15-17:45 【分论坛 2】会展中心运营合作论坛 

16:00-17:30 【分论坛 3】巅峰访谈 

17:00-20:00 主题冷餐酒会 

7 月 10 日 

（星期五） 

09:00-16:00 报到注册 

09:00-16:00 全天展览展示 

09:00-11:30 【分论坛 4】出展论坛 

09:30-11:30 【分论坛 5】展示创新科技论坛 

09:30-11:30 【分论坛6】会展产业链发展论坛 

10:00-11:30 【分论坛 7】会奖交流之案例分享会 

10:30-11:30 专访行业新领军人 

11:00-12:00 【分论坛 8】会展营销论坛 

12:10-13:40 VIP高端社交午餐 

12:10-13:30 午餐 

13:30-15:40 【分论坛9】会展人才与教育论坛 

14:00-16:00 专题会议会展项目对接会【机械汽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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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专题会议会展项目对接会【综合类】 

14:00-16:00 中外品牌会展主办者俱乐部专场对接会 

16:00-20:00 “金五星”颁奖典礼暨“金五星之夜”社交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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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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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地址  

参会期间第一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必填)*：                邮箱: 

参会期间同行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是否申报 2020 年金五星以下奖项 *： 

☐“2020 金五星——全国优秀会展&出展人物”  
☐“2020 金五星——全国优秀出展组展单位”  
☐“2020 金五星——全国优秀组展单位” 
☐“2020 金五星——全国场馆新秀奖” 
☐“2020 金五星——全国优秀出展服务商” 
☐“2020 金五星——全国优秀会展餐饮服务奖” 

☐“2020金五星——优秀会展城市奖” 
☐“2020 金五星——优秀会展服务供应商” 
☐“2020 金五星——优秀会展行业协会奖” 
☐“2020 金五星——优秀会展场馆奖” 
☐“2020 金五星——优秀会展教育机构奖”  
☐“2020 金五星——优秀会展管理机构奖” 
… … 

展位门楣信息  

▼参会类别与费用标准： 

☐参会费3980元/人  ☐标准洽谈席(展位)费15800元/个  ☐光地展区 1680元/平米(18平米

起订)  ☐推介费 69800元/项目  ☐金五星奖项评审费另见通知  ☐赞助(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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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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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帐户信息 
账户名称：北京新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25150920004719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幸福街支行 

发票抬头  

发票明细 
☐参会费  ☐会务费  ☐会议费  ☐信息费  ☐展览展示费  ☐服务费 

☐参赛费 

备注 展位布置可自行联系 

注： * 为必填项。请将回执填写完整后发送至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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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部分拟邀嘉宾名单 

袁再青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会长 

徐  兵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副总裁 

陈颢颖  厦门市商务局（会展局）局长 

郑  智  亚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 副主席/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 主席/厦门市会
议展览业协会 会长 

陈先进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名誉主席 

梁  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会长/南京市国际商会 会长/南京市人民
政府会展业办公室 主任 

胡永表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溧水区副总经理     

张效林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 名誉会长 

范  琦  中国铸造协会 执行副会长/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 秘书长   

陈树中  长沙市人民政府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主任 

徐惠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市支会 会长/无锡市会展业发展办公室 主任 

陈  赋  成都市博览局 局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市委员会 会长  

仲  刚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亚太区 主席 

Mark Cochrane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亚太区分部 经理 

赵  骏  宁波市服务业发展局 副局长 

岳贵君  沈阳市商务局 巡视员 

安建勇  西安市商务局 副巡视员 

郭海燕  太原市贸促会 会长 

胡  星  南昌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主任 

黎浩锋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会展业发展促进局 副局长 

储祥银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陈辉峰  东浩兰生会展集团 总裁   

初连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 会长  

张  铭  杭州市商务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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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晓鸥  沈阳市商务局会展业发展处 处长   

陈骥烈  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 主任 

王彦华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副主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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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珠三角城市会展联盟 主席 

王琼文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  伟  EPFIC 创始人/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 

沈彩燕  杭州市萧山区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 

邱国跃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 总经理 

程学英  福州市商务局 副调研员 

罗  智  贵阳市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 

熊  林  重庆市商务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志刚  济南市商务局 副局长 

蔡东霞  武汉市商务局 副局长 

徐卫星  江苏花桥国际商务城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晓明  广州商务会展促进服务中心 五级职员 

门  轩  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   

张熙坤  长沙市人民政府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周煜铭  余姚市人民政府会展工作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王洪波  郑州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 主任 

楼小东  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员会 主任 

崔  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市分会 会长 

葛  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宝鸡市支会会长   

曲  婕  青岛西海岸新区会展办公室 主任   

丁  尉  苏州市会展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符  俊  海南省商务厅会展处 处长 

王  芳  山西省商务厅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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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麒  福州商务局会展发展处 处长 

罗  政  广州市商务委会展处 处长 

滕玉超  大连市贸促会 副会长  

蔡  俏  海口市商务局 局长     

张继文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会展经济处 处长 

冯念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照市委员会  副会长  

陈志彬  东莞市商务局 科长 

于京海 青岛即墨区贸促会 会长 

Marsha Flanagan  国际展览与活动协会（IAEE） 执行副总裁 

M Saleem Khan Tanoli  UFI亚太区副主席/巴基斯坦 FAKT展览公司 首席执行官 

S. Balasubramanian 印度会展行业协会 主席 

魏明乾  北辰会展集团 总经理    

刘志刚  浙江省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 

郭  牧  杭州市会展协会 会长 

桑敬民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 

唐  强  江苏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  璀  浙江省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 会长 

叶明水  台湾贸易中心 副秘书长 

刘德雄  中国农业展览协会 秘书长  

张成快  日照市会展业协会 会长 

周建军  济南市会展业协会 会长 

岳增浦  郑州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 

屠建卿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秘书长 

潘  伟  温州市会展行业协会 会长 

张定国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贺彩龙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总裁 

Michael Kruppe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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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朋辉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董事长 

王  冕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 总经理 

郑明月  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张晋云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  霖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成都市会议展览协会 会长 

王金鑫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总经理  

周小杨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总经理 

荣丽萍  湖南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会长 

刘雨声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陆文伟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唐  雪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顾春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裁 

彭  军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五洲大酒店 总经理 

黄  浩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任  宇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付  睿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丁  阔  青岛国信酒店会展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家湖  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张夏玲  云南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燕萍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光平  余姚市中塑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爱新  东浩兰生（集团）投资发展部 副总经理 

宋薛利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姜  波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潘子万  厦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伊捷民  辽宁工业展览馆 秘书长  

陶今斐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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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炜琮  苏州新时代文体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罗发明  湖南红星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  薇  重庆悦来两江国际酒店会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彦荣  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陶今斐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徐成里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  峰  宁波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锡璟  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 副 总经理 

郭颖红  沧州渤海国际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李鹿苹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副总经理 

薛  刚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总经理 

韩广朋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高  健  福州数字会展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吴  岩  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 总经理 

肖  岭  武汉新城国际博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  倩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 总经理 

卞雯丽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总经理    

赵  鹏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Tomasz Szyputa  华沙博览中心 董事长 

徐  佳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Aloysius Arlando  国际会议中心协会 主席/新加坡新展控股集团 首席执行官 

Iris Jeglitza-Moshage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 董事会成员. 

Klaus Dittrich 慕尼黑展览集团总裁兼 首席执官 

唐纳德•福睿曼  Freeman 总裁 

Atul Todi印度 10Times会展网站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陈  峰  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    

闫  峻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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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鹏  十堰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戴卫兵  昆山昆开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智  慧  连云港大陆桥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方  岚  上海世博展览馆 副总经理 

杨晓林  四川省博览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启坚  厦门佰翔汇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学柱  全国农业展览馆 主任 

杨晓康  东方环球(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文良武  合肥政文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英姿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凯兵  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 副总经理 

王晋南  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 总监 

高国兴  安格博系统（国际）公司  副总经理 

Darren Guo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卫胜  广东现代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冯向军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万  涛  31 会议  CEO、联合创始人 

叶栋辉  醴陵高新会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昕  湖南中南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奇辉  南光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  彦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杨光辉  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  彪  灵通展览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施  睿  上海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笃洋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晓敏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总经理 

许持平  三亚保利瑰丽酒店董事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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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军  全国中小会展场馆联盟 主席/襄阳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张岚岚  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麒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康新志  中国城市会展协会联盟 副主席/西宁市会展业协会 会长 

杨  明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蒋承文  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萍萍  浙江省会展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范松鹤  广州越秀智奥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兰小军  华润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罗润来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与设计学院 院长 

谢  宇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裁  

郑世钧 中国展览馆协会 理事长 

郑  超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宣武支公司 负责人 

刘  强  青岛天天向上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创办人兼总经理   

杨  琪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会展研究所 所长 

黄灿兴  广州广之旅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梅李玉霞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董事总经理 

孙建晋  西安巨人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玲玲  广东兴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助理 

赵忠政  全国中小会展场馆联盟 荣誉主席/蚌埠市文化会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晓冬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总经理 

王利锋  呼和浩特会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松萍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 会长   

张士京  中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总裁 

王  晶  宁波新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建东  廊坊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鸿儒  包头市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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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缅芝  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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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部分拟邀专业观众名单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农业展览协会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中糖新世纪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中国烹饪协会 

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组委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励展博览集团 

中国睡眠研究会 

中国体视学学会 

中国印章行业协会 

中国照明学会  

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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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兵工学会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中国电梯协会 

全国工商联烘焙业公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中国造纸协会 

中国会议酒店联盟 

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 

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化学会产学研合作与促进工作委员会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 

中国信息协会 

中电联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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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 

中国砖瓦工业协会 

中国锻压协会 

中国丝网印刷行业协会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衡器协会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北京斯迈夫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家具协会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立体绿化与生态园林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服务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 

中国奶业协会 

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分会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科印传媒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感光学会 

中国模板脚手架协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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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