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五届全球物流企业发展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五届全球物流企业发展峰会将于2016年09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第五届全球物流企业发展峰会是物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端会议之一，是亚洲唯一的涵盖物流行业以及相关衍
生行业的盛会，也是继2015年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的再次启程。本次峰会将吸引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七百
多位知名企业高层出席，并延续参会企业间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以近3000余轮次的“一对一洽谈”为参会企业
最大程度拓展人脉，积累资源，促进相互了解，寻找合作商机，帮助企业提高影响力，为行业发展披荆斩棘提供方
向指引，为企业间合作共赢搭建平台。

本次峰会将通过演讲、论坛、名片午餐、一对一洽谈、欢迎晚宴、豪华游轮酒会等商务活动形式，来打破行业内的
交流壁垒，加强业内的合作，为行业整体环境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经营、拓展提供良好契机，促使业内人士相互交流
经验，洞察客户需求，实现行业的共赢和发展。同时，我们将举办珠江夜游豪华游轮酒会，不仅可以观赏到珠江两
岸灯光璀璨的动人美景，而且能抛开日常生活工作的烦闷和喧嚣，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与行业精英一同探讨企业
发展的新契机，为所有与会者提供最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场地场地 内容内容

2016-09-212016-09-21 9:00-18:00 酒店大堂 提前签到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0/


2016-09-222016-09-22

8:00-9:00 酒店大堂 签到

9:00-11:30 白云宴会厅 开幕式与论坛

11:30-13:30 西餐厅 名片午餐

13:30-15:0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5:00-15:30 会议厅走廊 茶歇

15:30-16:3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8:00-21:00 白云宴会厅 欢迎晚宴

2016-09-232016-09-23

9:00-10:3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0:30-11:00 会议厅走廊 茶歇

11:00-12:0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2:00-14:00 西餐厅 名片午餐

14:00-15:0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5:00-15:30 会议厅走廊 茶歇

15:30-16:3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6:30-17:00 停车场 集体登车前往码头

18:00-21:00 游轮 珠江夜游豪华游轮酒会

2016-09-242016-09-24

9:00-10:3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0:30-11:00 会议厅走廊 茶歇

11:00-12:0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2:00-14:00 西餐厅 名片午餐

14:00-15:0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15:00-15:30 会议厅走廊 茶歇

15:30-16:30 白云宴会厅 一对一洽谈

*具体峰会日程请以会议当天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中国交通中国交通运输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德荣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德荣
男，汉族，1934年6月出生，河北吴桥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 1954—
1958年在北京铁道学院（现为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
任、主任，1983年任综合运输研究所总工程师，1985年任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1982年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成立，兼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秘书长。1989年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工作，历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务副会
长。同时还兼任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院士、中国分会会长，亚洲运输学会中国分会会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成
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运输与物流研究分会会长，北京中交协物流研究院院长。 多年来从事的研究工作领域主要
有：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规划、交通运输经济与技术政策、重大运输建设项目、国际集装箱运输发展与运营、
中国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等。 1991年被授予第一批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 2002年被评为首届“中国物流
十大风云人物”。 2005年被聘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2010年被聘为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秘书长刘学德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秘书长刘学德
刘学德先生，汉族，1951年2月出生，1971年2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高级商务师。 简历如下： 1972年-1976年
山东外运财务科办事员、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1976年-1986年 山东外运政工科副科长、纪委副书记等 1986年-1990
年 山东外运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1991年-2000年 山东外运党委书记、总经理 2000年7月-2001年 外
运发展总经理 2001年8月-2007年 外运发展副董事长 2006年3月-2008年 外运集团战略执行办公室主任 2008年7月
起 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海祥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玉麟上海祥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玉麟
蒋玉麟，有着10多年的货代行业经验，实现二次创业，于2010年与合伙人张迪创办现在的上海祥威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有限公司，实现他的二次创业。公司创办初期，货代行业正处低迷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普箱利润很小的情
况下，公司就以主推特种箱，作为公司新出路。上海祥威致力于发展全球专业国际海运特种箱进出口物流服务，拥
有遍及全球各主要经济区域的代理和服务网络。与COSCO、CSCL、ZIM、MAERSK、CMA、HPL、YML、
HANJIN、APL、HMM、KMTC、MCC、PIL、MOL等船公司建立了良好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具有价格和服务优
势。并与上海的港区码头保持长期的业务联系，以便及时有效的跟踪和解决货物出运状况。目前公司正在开发华北
华南地区，2016年他希望公司能让天津，青岛，广州，深圳等更多的同行能认识与认可，结识更多物流行业朋友。
他将带领公司实现在各船公司的特种箱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蒋总表示，他认为现在物流行业正处于一个危险与机遇
并存的时刻，我国各地自贸区建立的加快，促使国际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新加坡之所以会成为亚洲航运中心就是
因为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现在的中国就像以前的新加坡，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方向发展，物流作为贸
易往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得物流行业前景一片大好，加上目前国家对物流行业的政策支持，对于未来的物流
行业，必将迎来一个巨大的行业机遇。
 
 
天津淼森三和港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本森天津淼森三和港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本森
卢本森，男，36岁，山东乐陵人，2003年大学毕业于青岛，毕业后依托青岛经济开发区前湾港优势，白手起家，艰
苦创业，现拥有青岛淼森三和港口服务、青岛淼森三和港站、淼森三和国际贸易、天津淼森三和港口服务等四家企
业，2015年实现年营业收入4000多万元，解决100多人的就业问题。 淼森三和主要致力于提供港口和港站物流服务
项目，主要包括集装箱加固、卷钢加固、托盘加工、打托缠膜、包装箱生产、真空包装以及吊箱装箱等，公司凭借
着优质的产品质量和高效的服务水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出口贸易公司、国际货运代理、船务代理、物流等行业的青
睐，成为青岛、天津港口业界首屈一指的港口综合服务类公司。 2015年公司总体业务量持续、稳定增长，位于青岛
前湾港的淼森三和港站正式成立，天津和青岛的港口服务公司也顺利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
全国港口服务行业中首家通过该认证的公司。
 
广州中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吕洁嫦广州中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吕洁嫦
吕洁嫦，广州中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十年专注伊朗物流！直达、双清、包税、价格真优
惠。 中赞货运，您身边的品牌物流服务商！2006年，吕洁嫦下海创业，建办中赞国际货运，专注伊朗物流；吕董总
问：如果您担心伊朗代理难以控货？如果您担心伊朗货款难以收回？或者您担心伊朗关税居高不下或者政策朝令夕
改？无论是海陆空，还是伊朗不同港口的优惠政策，我们绝对相信中赞货运可以帮上您。空运方面，中赞物流已与
伊朗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W5签约，与QR、EK、TK等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海运方面：与伊朗最大的航运公司及直达
强势班轮HMM、ESL、EMC、WHL、HPL、PIL、SAF等签约,只要您有货，请大胆让我们帮您谈价格，一切为了给
您最好的服务。2014年，中赞国际投资成立了广州中赞国际仓储有限公司，在广州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白云区江高
镇府后自建自营20000㎡仓库，给同行、外贸商集拼货物进出口，24小时监控、通行，无论你选择黄埔还是南沙或
者深圳进口或出口，拖车费都是极具竞争性和方便性；而且中赞仓还是食品备案仓，如果是进口货，让我们同行朋
友的货物海关放行直接通关，避免高昂的仓租及码头费，如果是出口货，可以直接在仓内完成CIQ、SGS、BV等权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64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7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75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7/


威检测。仓库虽然高大尚，但优惠的仓租全部让利给同行朋友盈利。我们现在合作的同行超过500家，行业横跨200
多个，产品超过10000个品类，每周都有船公司和航空公司过来参观学习、开讲座，如果您需要认识他们，欢迎加
入我们。
 
更多嘉宾敬请期待...更多嘉宾敬请期待...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门票类型 国内价格（人民币） 备注

非会员 3800

2016年5月31日前付款会员 3500

陪同 3300

非会员 4300

2016年5月31日后付款会员 3900

陪同 3300

门票权益
参加大会开幕式、论坛和一对一洽谈
尽享每日自助午餐和茶歇
参加盛大欢迎晚宴
参加珠江夜游豪华游轮酒会
峰会资料一套（含会刊）
峰会参会企业电子名录
峰会官网持续曝光
锦程物流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强力推广（超4万业内活跃用户关注）

 

类别类别 序号序号 赞助名称赞助名称 数量数量 金额/元金额/元

冠名冠名

1 欢迎晚宴冠名 仅限一家 80000

2 游轮酒会冠名 仅限一家 80000

3 奖项策划 每类奖项仅限1家 50000

背景板背景板

4 日程水牌logo赞助 仅限一家 9000

5 战略合作伙伴 不限 30000

6 室内巨幅广告 仅限四家 30000

音视频广告音视频广告

7 视频宣传片 仅限三家 15000

8 嘉宾演讲 仅限五家 30000

9 会刊彩色广告 不限 封一,封二,底一,底二:15000/P; 普通：10000/P

10 会议记录纸 仅限一家 6000

11 手提袋广告 仅限一家 15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4/


宣传品宣传品

12 资料入袋 仅限六家 6000

13 易拉宝 仅限六家 6000/2个

14 资料袋广告 仅限一家 8000

15 会议记录笔 仅限一家 10000

16 会场椅套 仅限一家 20000

17 会议用餐券 仅限一家 5000

卡牌类卡牌类

18 胸牌赞助 仅限一家 10000

19 吊绳赞助 仅限一家 10000

20 桌牌广告 仅限一家 18000

其他其他

21 纪念品赞助 仅限一家 协商

22 品牌展位 仅限六家 18000

23 品牌广告扇 仅限一家 15000

24 电子广告屏 仅限三家 8000/两张图片

因赞助产品数量有限，故请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谢谢您的配合；部分图片为效果图，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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