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
MALL CHINA SHOPPING CENT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中国成立最早的购物中心行业交流合作平台

亚洲购物中心协会CASC创始成员

拥有研究、会展、培训、智库、传媒等多个权威平台

服务横跨全球主要市场的合作伙伴

促进千余家企业会员及三千多位个人职业精英会员的专业提升和业务合作

PROFESSION/RESPONSIBILITY/COOPERATION/WIN-WIN

专业 责任 共赢合作

创立于2002的购物中心行业交流合作平台
SHOPPING CENTER COOPERATION PLATFORM SINCE 2002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

成立至今，中购联组织完成各类行业交流活动超过300场，服

务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服务业界专业人士总量超过15000

人。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年会（完成16届）、中购联

中国零售渠道大会（完成9届）、中购联ASM认证培训和专题

培训、企业内训以及国际合作课程（完成近100期）；中购资讯

网、中购联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业内关注读者粉丝10

万人），中国购物中心会员杂志（发行87期）、铱星视频完成直

播52余场。

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购物中心行业交流合作平

台，以研究、会展、培训、智库、传媒、原创推广等多个权威平台，

服务近千家企业会员的专业提升和业务合作；中购联也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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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构成

成立背景

主要业务

中购联拥有超过1000家的机构会员，包括购物中心运营商、商

业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投资机构、商业品牌、专业咨询和设计服

务机构以及设备供应商；中购联同时吸纳了个人职业精英会

员3000余位。

中购联品牌商家俱乐部（华南区、华东区、华北区）

中购联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工作委员会

中购联产商融发展合作委员会（产商融协作体）

中购联国际商业发展合作中心

中购联开放式工作机构

中国商业日新月异,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中购联将继续秉承

兢兢业业服务行业的责任理念，做新消费和新服务专业化

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

中购联中国零售渠道大会

中购联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

中购联国际商业商务研学

中购联购物中心项目考察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职业经理人
ASM系利培训和专题培训

中购联产业智库

中购资讯网

《中国购物中心》杂志

中购联区域沙龙活动

中购联官方微信
中购联商业教育智库微信
铱星云商品牌商全服务平台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行业新年论坛

行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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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中国商业的专业能力是中购联始终如一的行业信

念，以马拉松和开拓者双重精神服务行业发展创新和企业守

正出奇是中购联的不变的任务和目标。

郭增利，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亚洲购物中心协

会副主席；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国内

贸易局等中央部委，是中国大陆最早推动购物中心和商业地

产理论研究和企业实战的专业人士之一。2002年发起并创立

中购联，主张“地产、金融、商业、社会”组合思维，倡导“专业

化推动产业化”发展导向，推出了诸多商业地产和购物中心

专业文著。

中购联专家委员会由热爱本行业、并且具有广泛和积极影响

的权威专业人士、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组成，包括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政府

主管部门的学者型公务员，实战派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咨询、顾

问、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性和地区性社会团体的有关领导

和专家以及著名传媒人士构成。行业内及相关行业从业者可

向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进行专家委员资格申报。

中购联主任和专家委员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01

中国城商联国际商业发展合作工作委员会主任02

亚洲购物中心协会副主席03

内设机构

国际交流中心

企业合作中心

培训交流中心

传播推广中心

技术服务中心



核心产品
 

中购联中国零售渠道大会
汇聚购物中心和商业地产全链条合作资源的大型交易会，是

各大零售商开店选址、各类专业机构展现技术实力、购物中

心业主和运营商进行招商运营资源对接的专业盛会，主要

特色在于著名零售商的最新渠道策略分析和全链条业务的

直接对接。2019年5月即将举办第十届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

渠道合作大会暨商业品牌原创力峰会。

参会机构：商业地产开发商、主流品牌商、第三方专业服务等企业

会议规模：600-800人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也称中购联行业年会，创立

于2003年，已完成16届，是中国购物中心和商业地产行业创

立最早、规模最大、权威最强的品牌活动，也是亚太购物中心

领域标志性专业会议，拥有极高的行业知名度和全球影响力。

参会机构：商业地产开发商、主流品牌商、第三方专业服务等企业

会议规模：800-1000人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

中购联从商业地产延伸至产业服务的创新型业务资源合作

对接平台，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的相关产业业主方、运营方以

及产业规划专业机构横向联合的发展促进机制。倡导产业、商

业、金融组合式发展模式，致力于全面提高中国产商融一体

化发展能力，并于2018年7月举办中购联第九届产·商·融发展

合作大会暨中国主题商业地产新价值峰会。

参会机构：商业地产开发商、主流品牌商、第三方专业服务等企业

会议规模：500人左右

中购联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职业经理人ASM系列认证培训、专题培训以及企业内训
ASM始于2002年，汇聚众多知名行业专家和资深讲师，帮助

购物中心、商业地产、零售业从业者全面了解和掌握市场动

向及专业技巧，提升各项执行技术。

中购联培训班主要包括两部分：

中购联根据不同公司实际需要组织企业内训
服务过的公司包括：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经理人ASM系列认证培训班（投资开发、规

划设计、运营管理、招商租赁）；专题研修班（设计开发、物业

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分析、社区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招商租赁

和品牌开发拓展等）。

中购联拥有中国最权威的商业地产和零售专家智库，以及涵

盖文旅、健康、体育、科技、文创、设计以及新消费产业的专家

智库。中购联产业智库依托专家丰富的项目运营和管理经

验，有效帮助业内企业进行市场研究和拽下专项分析，从项

目立项到全程执行提供一站式的评估论证和指导，有效帮助

企业规避风险，促进科学决策。

中购联产业智库

协信控股、华联集团、磐基中心、银座集团、证大集团、

八佰伴、鸿荣源、中正集团、恒隆地产、银座集团、协信

集团、中建东孚、绿地商业、坚基集团、华联集团、卓越

集团、沈阳华锐、内蒙古众正置业、宝钢地产等。

中购联同时与海外机构合作举办多项国际课程。

中购联商业地产ASM系列培训班享有良好的国际知名度，受

到了全行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已逐步成为员工晋级的重

要依据。到目前为止，培训班已完成近100期，参与成员

超过6000名。



由中购联主办和出版的《中国购物中心》杂志发行于

2004年，现已成为中国购物中心和零售地产行业最具

权威性的专业刊物，拥有海内外包括开发商、零售品

牌、项目经理、行业专家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上万名读

者群，为业界提供最新鲜的行业资讯，最权威的专家

视点，最全面的专业资讯。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杂志

中购联购物中心项目考察
中购联每年都会组织不同主题的国内外知名购物中心的专项

考察，组织中国购物中心管理者、投资人、零售商前往中国各

大城市和海外市场参观访问当地最有特色的购物中心，了解

和学习先进的规划设计、运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方案，掌

握行业发展的新思维和新趋向，创造国内外同业获得相互交

流的专业机会。中购联海外考察已拓展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众多国家。



中购资讯网（www.mallchina.org）是中购联倾力打造的中

国商业地产新媒体第一平台。网站运用新媒体和数据技术，着

力建设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专家支持中心、数据服

务中心、招商拓展中心等资源系统，全面整合最新行业资讯、会

员动态及商务需求，分享各种会议、沙龙等品牌活动；以线上

和线下互动方式，为会员提供更为便利和更有成效的多元化

新媒体综合服务。

自有媒体和微信公众号

每日进行新闻发布、热点放送、干货分享

现累积已达100000粉丝

原创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内容精准，深受读者喜爱

中购联还建有微博、铱星视频直播等宣传推广平台

中购联通过与相关企业的合作，不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峰会、论

坛、沙龙等专题或区域活动，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分享交流机

会，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主要区域活动：中购联新春联

谊会、技术创新大会、商业优化创新论坛、社区商业发展峰会等。

中购联区域活动

中购联官方微信 铱星云商微信 中购联产业智库



中购联2019年度活动日历

新年论坛 区域活动/沙龙

专业培训 欢度新春佳节

零售渠道大会

国际考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产商融大会 行业年会 国际考察

区域活动/沙龙 专业培训 专业培训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行业新年论坛也称中购联商业地产行业

新春联谊会，至今已举办16届，在新春佳节团拜时刻，不忘使

命，总结旧年，畅想未来！全面交流行业创新突破之道，增进家

人伙伴互动合作，构建零售商与商业地产企业的增值型价值链。

参会机构：商业地产开发商、主流品牌商、第三方专业服务等企业

会议规模：1000人左右

中购联中国商业地产行业新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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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纪（2002-2019年1月部分活动展示）

中购联北京办公室成立
国内首家商业地产行业网站
—中国购物中心产业资讯网
开通

第一部《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报
告》正式发布

中购联举办国内首次购物中
心总经理培训班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一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购物中心》杂志创刊发
行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上海峰会召开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天
河城集团全程支持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兰州峰会召开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三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四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成为亚洲购物中心协
会创始成员

中购联与澳大利亚不动产委
员会（PCA）举办购物中心高
端培训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五届年会召开，亚洲购物
中心协会年会首次亮相中国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六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七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第一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在深圳举行

2002年04月

2002年08月

 

fe

2003年06月

2004年09月

2003年07月

2003年11月

2004年05月

2004年06月

2005年07月

2005年09月

2006年09月

2006年12月

2007年07月

2007年09月

2008年09月

2009年09月

2010年04月

中购联首次举办澳大利亚购
物中心高端商务考察团

2010年07月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八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第二届中国商业房地
产合作大会举行，首次设置
品牌商合作洽谈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九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组织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三国购物中
心考察

中购联第三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中购联美国购物中心考察，到
访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尔湾、
夏威夷等城市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十届年会暨亚洲购物中
心协会年会召开

中购联第四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投资开
发经理人SADM二级专业培
训课于成都开课

中购联购物中心考察首次前
往英国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十二届年会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十一届年会召开

中购联第五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职业经
理人ASM综合研修班在广东
举办

中购联日本购物中心考察，并
参加第39届日本购物中心协
会全国大会

中购联第六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中购联中国城市商业优化创
新论坛华中峰会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第十

三届年会与亚洲购物中心协
会2015年会于深圳举办，配
套进行了香港购物中心考察

2015年10月

 

fe

2010年09月

2011年04月

2011年09月

2012年02月

2012年04月

2012年05月

2012年09月

2013年04月

2013年06月

2013年09月

2014年04月

2014年06月

2014年09月

2015年01月

2015年04月

2015年07月

2015年09月

2015年11月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技术创
新大会第一届年会在北京举
办

2016年01月
中购联新春联谊会暨中国购
物中心产业新趋势论坛在深
圳召开



中购联购物中心运营优化训
练营在济南举行

N

2018年09月

2018年07月

2018年05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1月

2017年09月

 

fe

2016年01月

2016年04月

2016年09月

2016年10月

2017年01月

2017年08月

2017年08月

2017年07月

2017年07月

2017年04月

中购联携手华发股份在珠海
举办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
际论坛第十六届年会暨服务
提升价值峰会，并首次组织澳
门购物中心考察

2018年11月 2018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总
经理 ASM 综合管理研修班

2019年01月
中购联2019新春联谊会暨中
购联中国商业地产行业新年
论坛

中购联联合星河控股举办第
九届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

2018年11月2018中购联“英国购物中心
和商业建筑及文化艺术”高
端考察

2019年01月中购联总部乔迁北京大族
广场暨2019年北京站新春
联谊会

中购联第九届零售渠道大会
举行

中购联购物中心大数据和技
术应用考察交流会（广深站）
在广州、深圳成功举办

中购联日本购物中心商务考
察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
坛第十五届年会暨亚太购物
中心服务竞争力峰会在成都
召开

中购联与天华迈卓联合发布
《中国社区商业规范化研究报

告》，社区商业规范化研究工
作委员会成立

中购联成功组织澳大利亚购
物中心学习考察团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
联合日本明治大学在明治大
学校园开办商业管理总裁班
培训课程

中购联购物中心大数据和技
术应用考察交流会（北京站）
圆满落幕

中购联第八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举行

中购联和2017年新春联谊会
暨铱星云商欣商业与欣品牌
发展论坛举行，并正式成立中
购联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应用
工作委员会

中购联日本高端购物中心商
务考察，到达北海道、东京、大
阪地区的多个商业设施及项
目

中购联第七届零售渠道大会
暨中国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

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第十
四届年会于福州召开，泰禾
集团全程支持



电话：010-67860095

邮箱：MALLCHINABJ@126.COM

网址：WWW.MALLCHINA.ORG

010-67868509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开发区大族广场T3栋1202室

PROFESSION/RESPONSIBILITY/COOPERATION/WIN-WIN

专业 责任 共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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