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河控股 | 中购联

· ·第九届产  商  融发展合作大会

暨中国主题商业地产新价值峰会

主题激活内容 & 融合再造模式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



新消费趋势下，如何找到更多新主题？

——商业地产存量期，转型意愿增强，文化、

教育、体育、健康、艺术等元素，成为激活内

容的新利器。

新政策环境下，如何再造更多新产业？

——后房地产时代，融合大势已来，产业、地

产、商业、金融势力，共同构建“地产+”活

力新模式。

直击行业痛点

聚焦市场价值

　　本次大会将汇聚地产开发、金融

投资、商业运营、产业集群、品牌商家、

旅游文化、体育健康等各类主流企业

优势力量，探寻商产融创新发展的新

增长点和新价值点，开创商产融协同

并举的新生态和新模式，激活商业地

产内容服务和空间经营的新价值。

　　第一个以“产商融”发展为主旨

内容的创新型高端专业交流和业务交

易活动。大会将延续过往八届中国商

业地产合作大会的丰硕成果，并融入

更为多元丰富的合作机会，为相关企

业提供最前沿的市场资讯和最贴近需

要的业务资源。

开启商业合作



谁应该参展和参会？

—致力于在“产城融投”领域创新发展的产业方，房地产开发、商业

    运营以及金融投资机构，各类商业品牌

—从事商业运营和资产管理的相关企业

—产业地产、园区地产、文旅地产、健康地产、体育地产项目的持有

    者、运营者和规划者

—致力于开设零售店铺的各类品牌商家

—专业咨询、顾问、设计机构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企业

主办单位: 全程冠名单位:

全程支持单位:

战略伙伴：



第一天，7月4日14:00-20:30，项目考察/专业交流会/欢迎酒会

14:00-17:00 星河第三空间及星河WORLD专项考察

14:00-17:00 第二届中购联中国商业资产管理专业交流会

18:30-20:30 星河控股|中购联第九届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
欢迎晚宴暨星河商置招商发布会

第二天，7月5日09:00-20:30，论坛/展览/VIP酒会
09:00-12:00 第一部分、商业地产从量变到质变新趋势论坛

-从增量到存量、到质量，商业地产将面临哪些改变？
-产业地产与商业地产的专业融合之道
-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与实践
-影响商业地产投资回报的因素分析
-从商业地产开发运营向文旅（健康、体育）转型的关键点
-商业地产质变中的投资机会

-商业地产轻资产的发展模式及未来趋势
-商业资产管理如何提升商业地产的价值
-开发商的资产管理战略（艺术）
-通过商业资产精细化运营平台建立更加精准的服务体系 
-从投资角度看商业资产管理和零售品牌管理的专业要求

本论坛将全面诊断当前房地产企业和商业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聚焦
行业挑战和行业趋势，分享当前形势下的企业转型和突破模式，并提
出可供借鉴的发展策略。

本论坛将重点讨论商业地产和商业品牌的资产管理技术问题，进一
步明确和清晰一个高水平的商业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具备的能力、素
质和专业要求。

日程安排



第二天，7月5日14:00-20:30，论坛/展览/VIP酒会

第二部分、星河控股·产城融投新模式发展论坛

-城市更新给商业地产和金融机构带来哪些机会
-产城融投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产城融合模式与地产投资策略
-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与REITs：不动产投融资创新展望
-消费升级、产业优化与产业融合

18:30-20:30  VIP酒会（仅限特邀嘉宾）

本论坛将结合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深度解读房地产与产业、商
业、金融业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并基于产城融投新模式，研讨上
述相关企业的功能角色、价值体现以及核心诉求。

第三天，7月6日09:00-12:00，论坛/展览

文创、健康、体育、教育、科技等全新服务内容正在与商业地产、
产业地产进行深度融合，有哪些新做法和新经验值得关注和借鉴？
如何将建筑空间活化为新的经营方式，建立空间经营的新模式？经
验有哪些，需要规避的问题又有哪些？
 

第三部分、内容服务&空间经营&文化创意新价值论坛

-活化商业空间的新思维和新产品
-商业地产娱乐化和实战解决方案
-全球主要市场文创商业发展借鉴
-商业地产承载的内容有哪些新做法和新变化、呈现哪些新趋势
-运用文化、旅游、创意、体育、健康、科技、教育元素强化房地产
的产业经营/商业服务能力

日程安排



更多发言嘉宾，还在进一步确认中，敬请期待······

车建芳，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副董事长
布   和，云起资本创始合伙人

程骁远，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高级董事总经理、房地产投资部主管

程祖明，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
Edward Y. Chang，TSSG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Claviger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关   山 广东东成立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东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增利，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
黄轩临，鼎晖投资地产投资董事总经理
胡若笛，红杉资本副总裁
韩智强，TONYFUN,inc董事长
何   昊，IDG资本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James Hawkey , JLL 仲量联行中国区零售地产部总监
金伟竹，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康红恩，上海理辰文化董事长/CCIM中国理事会理事长
雷易群，奥园健康生活集团副总裁、奥园商管总经理
李   磊，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文创商业研究所秘书长
李启华，台湾中华工商流通发展研究协会理事长
李耀光，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兰宇航，华侨城旅游投资管理集团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
刘思一，中瑞润和投资合伙人
马   静 ，强劲资本创始人
苗思华，奥园健康生活集团总裁
潘   攀，天图投资合伙人/VC基金管理合伙人
潘丽君，美国三五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潘淑真，多样屋生活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潇君，上海汇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宋若嘉，熙领（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苏   杰，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孙华胜，安胜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谭晓光，纽宾凯集团高级副总裁/纽宾凯商旅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王   乾，兰州赫瑞特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浩宇，抚松青旅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戈，兰州赫瑞特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雪泉，歌斐资产房地产基金合伙人
吴英南，九宜创始合伙人/首席运营官
熊   锐，成都东方文商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余栋梁，广东林安物流集团总裁
余安定，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海涛，IDG 资本董事总经理
张榕斌，斯越控股集团CEO
郑   义，深圳领丰商业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中蔵 俊明，加得商业日本首席设计师
周   亮，盈石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
周以升，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
朱   晖，腾讯商务总监

确定出席发言嘉宾（按首字母拼音排序）：



星河控股|中购联第九届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新价值峰会

2018年7月4-6日，深圳

交费日期

RMB 4800

RMB 5500

RMB 5800

RMB 6500

6月20日之前

6月20日之后

会员 非会员

RMB 4800 RMB 5800

RMB 5500 RMB 6500

RMB 6000 RMB 7000

7月1日之前

8月20日之前

8月20日之后

交费日期 会员 非会员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第十六届年会
暨亚太购物中心服务提升体验峰会

2018年9月4-6日，珠海

参会注册信息 :

参会费用包括：参会期间的考察费、会议费、资料费、午餐费、茶歇费、晚宴费（不包含住宿费与交通费）。

特别说明：以上注册费均指实际应到帐金额，汇款手续费等由汇款人承担。

同时报名参加两次会议并一起汇款，可享受合计9折优惠。

注册申请付费展位信息 :

展位类型 展位规格 会员价 非会员价

9-12m² RMB 1,900/m²RMB 1,700/m²光      地

会议包价 :

会员 RMB 25,800
非会员 RMB 28,800 2人参会+会刊内页1P广告+1个形象墙

会员 RMB 11,800
非会员 RMB 13,800

2人参会+会刊内页1P广告

展位示意图 :

形 象 墙 长*宽 3*3m RMB 18,000/个 RMB 20,000/个

Toilet

洗手间

A1
4mX4m

A2
4mX4m

A3
3mX4m

A5
3mX4m

A6
4mX4m

A7
4mX4m

A8
3mX4m

A9
3mX4m

A10
3mX4m

A11

A12

3mX4m

3mX3.5m

3mX3.5m
A13

B1

B2

B3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21

B22

B20

B19

B18

B17

B16

B15

B13

洽谈交流区

茶歇区
Tea Break Area

主 会 场    Conference Hall

手扶电梯
Escalator

欢迎背景 注册台

形象墙

年
会

日
程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Entrance Exit Entrance Exit

A1-A13    为特装展位空地

B1-B23    为长高3 X 3 m形象墙



序号 服务权益明细
开发商运营商

12万元 8万元 12万元

品牌商家 服务机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受邀成为中购联常务理事单位，并于中购联年会期间隆重颁授匾牌

三个月时限中购联网站信息发布和中购联官方微信(2次头条+2次非头条)发布

获得一次中购联官方微信和官方网站有关会议宣传页面的特别推荐

中购联会员杂志《中国购物中心》高层专访一次（或者广告2P）

会刊内页广告2P

6 位贵宾参会席位

获得中购联统一制作的企业形象墙一面

会议茶歇期间企业宣传视频播放（限 5 分钟之内）

会议对话讨论

其它协商事项

LOGO 或公司名称出现在会议背景板、会刊、邀请函等全部对外宣传资料
中，1 份企业手册进入会议资料袋统一发放。

另行协商 另行协商 另行协商

√√√

√√√

√√√

√√√

√√√

√√√

√√√

√√√

√√√

√√√

备注：专场活动订制和特别推荐方式请另行协商，包括午宴冠名、贵宾礼物、会议礼品等。
• 会议茶歇期间企业宣传视频播放（限5分钟之内）2万元
• 会刊内页广告1P（位置不能指定）6000 元/P

本次会议协办单位服务权益说明（具体广告推广位置及方式需协商确定）

中购联全年战略合作伙伴（具体费用及广告合作方式协商确定）

1、 受邀成为中购联常务理事单位，并于中购联年会期间隆重颁授匾牌；

2、 单位负责人获邀成为中购联2018年度主席团成员，并颁发主席团成员纪念奖杯；

3、 Logo 出现于中购联会员杂志《中国购物中心》发刊信息页；

4、 获得中购联所属微信公众号、网站、杂志定制的整合推广和信息发布服务；

5、 获得中购联官方网站—中购资讯网全年战略伙伴友情链接；

6、 获得中购联官方微信全年特别推荐4 次（2次头条+2次非头条）；

7、 中购联会员杂志《中国购物中心》高层专访及4P 宣传广告；

8、 获得中购联两次大型行业会议会刊内页广告2P；中购联全年其它会议同时免费发布；

9、 获得中购联两次大型行业会议各6位贵宾参会席位；中购联全年其它会议免费贵宾席位；

10、获得中购联两次大型行业会议各1个优选展览位置，预留光地(不负责搭建 )；中购联统一制作企业形象墙一面。中购联

全 v.全年其它会议免费制作形象墙一面；

11、获得中购联两次大型行业会议茶歇期间的企业宣传视频播放(限5分钟之内)；中购联全年其它会议免费视频播放；

12、LOGO或公司名称出现在中购联两次大型行业会议的背景板、会刊、邀请函等全部对外宣传资料中，企业手册进入

vvv..会议资料袋统一发放；中购联全年其它会议同时免费刊登；

13、特别邀请负责人在中购联会议担任演讲或者对话嘉宾(具体会议、段落，依据日程协商安排)；

14、配合举办专场沙龙1-2次（基本费用由企业承担）；

15、相关业务合作伙伴的对接和推荐等增值服务。

无论您是商业地产开发商和投资商、购物中心和百货运营商，还是各业态业种的零售商家，以及各类信息技术和专业机构

中购联都热忱欢迎您早日加入中购联企业发展推动计划，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和协作者。

中购联诚征全年战略合作和会议协作单位，感谢您的支持！中购联将通过会议、传媒以及对接推荐等
整合服务方式，助力战略合作伙伴的业务拓展！



参会注册表

参会企业

地    址

姓    名

联 系 人

职    务

职    务

电    话

电    话

手    机

手    机

电  子  邮  件

电  子  邮  件

邮    编

注册栏如不够，请另附页: 

人民币汇款帐户信息

户　名： 北京中购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

账　号： 0200 0037 0920 0147 460 

行　号： 037

战略合作伙伴、协办单位赞助以及其它方式的合作，请与中购联联系！
合作洽谈

■ 取消规定说明
如不能按时参会，可由同一公司
其他人代替

2018年6月10日前通过书面
取消，可全额退款

2018年6月30日前通过书面
取消，将收取50%注册费

2018年6月30日以后，不退
会费



关于中购联
ABOUT

MALL CHINA

联
系
我
们

C
O

N
TA

C
T U

S

010-87663168/0755-82984300

MALLCHINABJ@126.COM

WWW.MALLCHINA.ORG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9 号联合国际大厦乙段 1210 室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大庆大厦 25 楼 D/E

主办方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成立于

2002 年 , 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购物中心行业服务组织 ,

以权威的会展、研究、培训、智库、传媒等多个

行业领导性平台，服务近千家企业会员的专业提升

和业务合作，中购联同时也是亚洲购物中心协会

CASC 的创始成员，拥有横跨全球主要市场的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