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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解读会议目标
新零售大潮下，产业链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在全力以赴，努力探索着新的突破机
会。围绕实体零售、商业地产、智慧科技
三大关键领域，定调大势、清晰对策、密
切伙伴、整合资源，是这场重量级会议
希望达成的目标！

03
缔造商业新价值
               是购物中心与顾客之间最重要
的连接点和接触点。强化购物中心和品
牌商的原创内容和原创机制，优化“重
构、改良、孵化、跨界”等升级思路，进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商业等管理技
术和专业手段，将会更好地激活消费流
量并在挑战中获得新的增长空间，真正
构建立体化、多元化、体验化、有生活黏
性的现代消费服务平台。

02
聚焦市场热点
零售商和品牌商都很关心⸺如何评
价“新零售”发展及其对自身的影响？如
何获得合理规模和最佳利润？如何应对
同业竞争和新品挑战？如何有效把握在
购物中心的开店机会？

投资商和运营商都在思考⸺如何激
活购物中心的流量？如何赋予商业地产
新的内容和新的增长？怎样提高对品牌
商的吸引力并帮助他们提升业绩？

智慧科技和大数据机构都在研究⸺
怎样将自己的技术思想和智慧产品和购
物中心以及零售商进行更加精准的业务
对接？怎样发现购物中心和品牌商在智
慧科技领域的更新需求？

内容



谁应该参展和参会？

                                                  第九届中购联
                                              中国购物中心渠道
                                        变革大会暨商业地产
                                   内容重构新价值论坛将
                   成为一场汇集新消费和新服务行业
          各类零售商和品牌商、商业地产投资商
       和运营商、信息化和信息化专业机构的
   重量级专业盛会！或许，它将由此而
            改变许多企业的发展状态。

9

合作商

-各类经营性房地产项目的持有者、运营者和规划者
-正在招商或进行租户调整的商业地产/购物中心业
 主方以及管理公司
-致力于创造新消费领域服务内容的各类品牌潜在
 创始人
-致力于优化和导入新消费服务内容的购物中心和
 商业地产项目
-致力于开设购物中心店铺的各类零售品牌和新兴
 品牌
-致力于在商业服务业拓展业务的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互联网企业
-商业咨询、商业设计等专业公司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战略伙伴：



02
5月24日/上午，论坛和展览

本章节将全面解读购物中心品牌组合和业种组合的最新趋势和变化特点，交流创新型
原创型零售服务内容在购物中心的发展价值推动购物中心建立新内容和新组合并决
胜市场的变革方式。

⸺购物中心发展趋势及其对零售商经营创新的启示与要求
⸺购物中心承载的内容将会有哪些新变化、呈现哪些新趋势
⸺新品牌（新业种）的开发技术及可持续发展关键点
⸺商业跨界和体验提升（艺术、体育、科技、文化等元素的融合与导入）
⸺如何依据购物中心变化，对不同零售形态（餐饮、服装、运动等）进行新的改良与优化
⸺购物中心从零售渠道向新内容平台转化的关键点
⸺如何把原创、有趣味的零售商引进购物中心，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

第一部分，从量变到质变的商业地产内容重构

5月23日/下午，项目考察&专题论坛
第九届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渠道变革大会暨欢迎酒会
中购联中国智慧商业与人工智能专题论坛

01
本章节汇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拟向购物中心、百货商超、线下品牌商等展示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和应用案例，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零售行业，如何解决行
业痛点，为行业升级、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并推动行业进步。

03
5月24日/下午，论坛和展览
第二部分，激活购物中心流量入口的新方法和新手段
购物中心已成为最重要的全生活服务平台和首屈一指的流量入口，精准迎合消费
潮流，引领服务新标准，力求硬件更硬、软件不软，有助于激活消费流量和消费潜力
增进品牌商和购物中心的经营业绩。

⸺激活购物中心流量入口的思考
⸺如何将购物中心硬件设施变成有温度的场所
⸺挖掘商业空间的新服务方式
⸺购物中心租户服务的变革
⸺购物中心如何创造超越期待的消费者服务体系
⸺如何通过空间和内容的创新与融合，激活购物中心流量入口

会议日程

考察

交流

论
坛

展览

酒会
演讲



奖项设置包括：

04
5月25日，上午，论坛和展览
第三部分，用智慧科技提高商业运营效率、促进精准服务
本章节将浓缩大数据、互联网等相关领域的技术成果与应用案例，深度服务
商业项目运营机构和智慧科技创新机构，以实战交流的方式展开横向讨论全
面整合智慧商业供需双方合作资源，推动传统商业地产向智慧型商业的转型
和升级。

⸺人工智能让大数据走向微数据，帮助购物中心建立更高标准的服务体系
⸺科技手段可以为购物中心运营、营销、会员服务带来的新帮助
⸺从商品数字化到人的数字化的发展与突破
⸺全球智慧型商业的发展趋势与中国领先实践

⸺中购联中国商业品牌跨界融合新价值奖
⸺中购联中国商业品牌服务内容新价值奖
⸺中购联中国商业品牌服务体验新价值奖

面向与购物中心合作的各类品牌租户

会议评奖

展览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原创空间新价值奖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原创内容新价值奖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跨界升级新价值奖

面向商业地产开发商和购物中心运营商（业主）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智慧科技新价值奖
面向创新型智慧商业和科技企业



参会注册信息:
第九届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渠道变革大会

暨商业地产内容重构新价值论坛
2018年5月23-25日，上海

交费日期

4月25日之前 RMB 3800

RMB 4800

RMB 5500

RMB 4800 RMB 4800 RMB 5800

RMB 5800 RMB 5500 RMB 6500

RMB 6500 RMB 6000 RMB 7000

7月1日之前

5月10日之前 8月20日之前

5月10日之后 8月20日之后

会员 非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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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包价:

会员 RMB 25,800
非会员 RMB 30,000 2人参会+会刊内页1P广告+1个企业形象墙

会员 RMB 11,800
非会员 RMB 14,800 2人参会+会刊内页1P广告

（仅限于在4月25日之前报名并付款的企业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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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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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 8：特装展位，4mX3m光地
    （A2、A8：3mX3m光地）

B1-B18：标准展位
     3mX2mX2.5m标准展位

C1-C16：企业形象墙
      3mX2.5m桁架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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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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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购联全年战略合作伙伴（具体费用及广告合作方式协商确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序号 服务权益明细
开发商运营商

另行协商 另行协商 另行协商

12万元 8万元 12万元

品牌商家 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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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展位1 个（不负责画面制作）；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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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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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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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优选展览位置，预留光地（不负责搭建）或提供标准展位（不负责画面制作）；或者中购联统一制作企业
形象墙一面。中购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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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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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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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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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信息提示：

2018年5月12日前注册并完成汇款，可保

证参会者联络方式印发于嘉宾代表名录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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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前通过书面取消，可全额
退款
2018年5月20日前通过书面取消，将收取
50%注册费
2018年5月20日以后，不退会费

注册栏如不够，请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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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横跨全球主要零售市场的
合作伙伴。

主办方

上海站

联系我们
电话：010-87663168\0755-82984300
电邮：mallchinabj@126.com
网址：www.mallchina.org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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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