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园艺-再创新”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首届中国“园艺-再创新”峰会将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习近平——习近平

首届中国“园艺-再创新”峰会、首届植物风水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0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盛芳国际花卉总部基
地举行。

本次峰会在一次大会中结合了“园艺-再创新”和“植物风水”两个主题，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资本
创新、行业创新等多个角度，邀请多位行业大咖现场分享和交流；本次峰会还首次将植物风水学引入花卉园艺行
业，从古典国学融入现代园艺、花卉行业，以文化创新的角度整体提高整个行业层次。

我们相信本次峰会将成为行业内的一次重要的盛典，届时我们诚挚的期盼您能够拨冗出席。

 

一、会议基本信息：一、会议基本信息：

2016年10月21-23日

北京 盛芳国际花卉总部基地  12号馆 

主办机构主办机构：

中华木子兵法研究院

邱楚机易经文化研究院

世界养生大会国学委员会

等

承办机构承办机构：

北京千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北京花里巴巴科技有限公司

盛芳国际花卉总部基地

等

二、会议亮点二、会议亮点

1、行业整合与风口的关键时刻，行业大咖深度分享。来自产业内的产品发展，技术更新，资本视角，服务升级精彩
纷呈。

2、创新永不止步，本次会议创造性的将植物风水的有关知识引入到绿植花卉租摆行业，租摆服务品质与服务再提



升，花木旺人运，顺风又顺水。

3、放大人脉圈，交流分享产生新机遇

4、物超所值，学以致用。难得与国内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机会，并且有神秘礼品回馈，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所缴纳
的费用。

5、更有专家半年期的免费5次辅导，半年期花学院的线上免费学习计划。

6、与其坐而结盟等风来，不如脚踏实地苦练内功。

三、会议受众三、会议受众

如果您是：

1、园林相关行业从业者；

2、花卉相关行业从业者；

3、租摆行业从业者；

4、风水爱好者。

我们将由衷的欢迎您的到来！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

1、花卉园艺正式进入家庭市场

2、“园艺创客空间”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3、传统花卉市场如何转型升级

4、树立行业品牌，制定行业标准，建立行业从业规范

5、关注绿色，热爱自然——植物科普教育的重要性

6、风水学基础

7、建筑名园布局奥秘

8、植物风水解码

9、园林规划精要

10、植物风水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峰会日程峰会日程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提前抵达报到提前抵达报到

序号 日期 场地 时间 主讲 内容  

1 10.20 酒店大堂 13：30-23：00  提前抵达报到  

2 10.20 酒店餐厅 18:30-21:00  欢迎晚宴  



报到报到

序号 日期 场地 时间  内容  

1 10.21 会场 7:30-8:45  大会报到  

10月21日

序号 日期 场地 时间 主讲 内容 主持

1

10.21

场外

8:30-9:20 政府领导致辞 开幕词及领导讲话  

 9:10-9:20 梅峰 老师 致辞  

2 9:20-10:00  剪彩仪式  

3

会场

10:00-10:45  沙龙话题1  

4 10:45-11:00  茶歇  

5 11:00-11:45  沙龙话题2  

6 11:45-12:00  互动活动  

10 餐厅 12:00－13：30 全员 午餐  

11

会场

14:00-14:45 待定 沙龙话题3  

12 14:45-15:30 待定 沙龙话题4  

13 15:30-15:45  茶歇 Tea break  

14 15:45-16:30 待定   

15 16:30-17:15 待定   

16 展厅 17:15-17:45 全员 参观交流  

14 餐厅 18：20-21：00 全员 晚宴  

10月22日

序号 日期 场地 时间 主讲 内容 主持

1 9:00-9:45 待定 植物风水学  

2 9:45-10:30 待定   



3

10.22

会场 10:45-11:00  茶歇  

4 11:00-11:45 待定   

5 11:45-12:30 待定   

6 餐厅 12:30－13：30 全员 午餐  

7

展厅

14:00-17:15 全员 植物风水学实战  

12 17:15-17:45 全员 现场交流  

13 餐厅 18：20-21：00 全员 晚宴  

10月23日

序号 日期 场地 时间 主讲 内容 主持

1

10.23

 

9:00-9:45 待定 风水学基础  

2 9:45-10:30 待定   

3 10:45-11:00  茶歇  

4 11:00-11:45 待定   

5 11:45-12:30 待定   

6 餐厅 12:30－13：30 全员 午餐  

7

 

14:00-14:45 待定   

8 14:45-15:30 待定   

9 15:30-15:45  茶歇 Tea break  

10 15:45-16:30 待定   

11 16:30-17:15 待定   

12 17:15-17:45 全员 现场交流  

13 餐厅 18：20-21：00 全员 晚宴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七、主要嘉宾七、主要嘉宾



1、梅峰 老师1、梅峰 老师

 

北京青年商会副秘书长

中国低成本营销第一人，人称“商会诸葛”，博瑞艾科品牌营销机构总经理，北京青年商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年创
业国际计划（YBC）创业导师，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1台《企业风云路》、
中央台《奋斗》栏目顾问及点评嘉宾。

2、李德雄 2、李德雄 教授教授



中国植物风水第一人

中华木子兵法研究院院长

中华国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国际易经科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风水文化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易医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周易网首席顾问

中华周易联合会学术顾问

中华木子兵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植物学家、园林学家、生态造林专家、易学专家、诗人。中国林学会“劲松奖”获得者、中国建
设部建筑文化中心颁发的中国建筑文化特殊贡献勋章、广州军区军工创新贡献奖、 2010年国家林业局优秀勘察设计
工程一等奖。

李德雄教授是世界首位将园林艺术与中国古老《易经》结合，根据植物的气化作用，分阴阳五行、八卦方位来营
造“生态场”，设计出相应的养生生态园林的泰斗级人物。著有《木经系列丛书》，包括《植物风水》、《花木旺
人生》《植物密码》《花木人居》等。

 

33、丘楚机 、丘楚机 老师老师

 



宁波市政协委员

中国风水学会副会长

长三角易学联盟副主席

中国木子兵法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院长

道教正一派万寿宫道长

邱楚机易经文化研究院院长

美国催眠师协会授证催眠师、美国NLP国际执行师

邱老师被坊间称为当代“丘处机”，从小对易经风水有天然兴趣，天资聪慧，修习佛道，了悟天机。对易理、风
水、命学、择日、星相、中医、预测、道法、符咒、佛学、汉字、书法、绘画、气功、武术、灵界、科仪多有研
究，擅长处理阴阳两界的和谐关系，对改运、取名、婚恋风水、心灵创伤和抑郁症的治疗尤其作用，为许多楼盘和
重点工程提供风水环境规划和咨询指导的顾问服务，为千余人进行过人生指导，亲自主持的阴宅项目有数百个，担
任十余家知名公司顾问，是第七届中华周易大会风水至尊奖“大罗盘”奖获得者。

等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八、会议收费八、会议收费

10月18日前提前网上注册收费5800元/人，含20-23日三晚住宿及全部参会费用



10月18日至20日网上注册收费6800元/人，含20-23日三晚住宿及全部参会费用

现场注册收费7800元/人。含21-23日两晚住宿及全部参会费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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