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

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
日 程 表
时间：2017 年 7 月 4-6 日
地点：中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2 层-3 层
2017 年 7 月 4 日

星期二

09:00-20:00

报道注册

16:00-17:30

《中外会展》理事单位年会(闭门会议)

321 室

16:00-17:30

会展城市领军者高端座谈会（闭门会议）

313 室

18:00-20:00

高端晚餐交流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

09:00-24:00

B 门序厅

多功能厅 A
2 层大宴会厅
A+B
A 门序厅

全天搭建布展
2017 年 7 月 5 日

星期三

09:00-17:00

报到注册

B 门序厅

09:00-10:30

展位参访·商务分享

09:30-10:30

领导巡展·茶歇时间

10:30-12:00

第七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全体大会
（大会主题：融合通达，共享会展新时代）
 致辞：
赵 伟： EPFIC 创始人 新展国际传媒 总裁
袁再青：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会长
 主旨演讲：
演讲主题一：共享时代下的会展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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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层大宴会
厅 A+B+C
A 门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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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午餐

102 室

高端自助午餐

106 室

地方城市午餐交流会

313 室

13:30-16:00

全球会展（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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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室

15:30-17:00

【平行论坛一】对话政府会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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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室

12:00-13:30

16:00-17:00

【平行论坛二】合资并购论坛
会议主题：会展业并购模式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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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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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巅峰访谈：对话全球顶尖会展主办企业
对话主题：技术进步提升展会运营效率
对话主持人：徐延波 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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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7:30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会员专场对接会
（仅凭参展证及嘉宾证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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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为产业链上的会展服务企业搭建一个平台，与展联的会员单
位对接洽谈、增进交流、促进合作。

17:45-19:45

主题冷餐酒会
（酒会主题：印象雁栖，醇酿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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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00

309 室

2 层大宴会
厅 A+B
A 门序厅

全天展展示
2017 年 7 月 6 日

09:30-12:00

321 室

星期四

出展交流会
论坛主题：合作共赢，提升出展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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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向本场会议的参会代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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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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1:00

（平行论坛一）会展教育论坛
会议主题：高校会展教育与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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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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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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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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翔 上海欧马腾软件有限公司 董事长 凤

10:00-11:00

（平行论坛二）会奖交流会（案例分享）
会议主题：2017，如何玩转会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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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室

10:30-11:30

对话雁栖湖会展 “会展+”&“会展•家”
对话雁栖湖任总

313 室

10：30-12:00

汽车会展论坛
论坛主题：中国车展的非经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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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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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会议的参会代表发放）
12:00-13:30

13:30-15:30

13:30-15:30

午餐&午休

102 室

会展展示设计论坛
会议主题：技术推动绿色展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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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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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中心联盟 CEO 圆桌会（仅限受邀嘉宾参加）
会议主题：竞争·协同·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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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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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
徐惠娟
查炜琮
任 宇
罗发明
马红定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无锡市贸促会会长、无锡市会展办主任
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裁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总经理
长沙红星会展中心 总经理
上海长风跨采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市会展业促进中心
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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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20:30

“金五星”会展颁奖典礼暨“金五星之夜”交流晚餐会
晚餐会主题： 引领会展业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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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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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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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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6:30

全天展览展示

20:30

洽谈会圆满结束！

2 层大宴会厅
A+B
A 门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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