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劲旅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劲旅峰会将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劲旅峰会介绍2016劲旅峰会介绍

随着中国旅游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境游迅猛发展，入境游蓄势待发、国内游稳步提升、周边游升级换挡，中国大
型企业全球化布局进入新阶段，国际旅游巨头进入中国有了新思路，线上和线下企业的融合进入新里程，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达到新高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整合亦站在新起点，中国旅游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趋势，制
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采取高效的方式方法和实施策略，是摆在广大旅游经营管理者和业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本着高效、务实的办会原则，本次劲旅峰会将紧密把握当下行业热点，以“取势、明道、优术取势、明道、优术”为大会主题，进行
六大主题讨论，同期举办“中国国家旅游▪劲旅奖2016”颁奖盛典，将以空前的盛况，以及最具权威、最具规模、最
具影响力的特点成为中国旅游业创新发展新的里程碑！。“让创新者收获更多”是劲旅人不变的追求，让我们携手
洞察行业走势，聚焦行业热点，创新思维、务实争先，共同赢在旅游黄金机遇期。

 

峰会亮点峰会亮点

1. 本土化、接地1. 本土化、接地

立足中国市场，劲旅峰会通过汇集中国及区域内旅游业精英人士和顶级资源，以“追求实效、剖析问题、把握趋
势”为核心价值和特点，搭建中国旅游业者创新求变、务实合作、学习成长的首选平台，打造展示企业魅力、深
化品牌市场印记的最佳舞台

2. 学经验、长知识2. 学经验、长知识

本届峰会不求嘉宾级别最高，只求分享精神最强，广泛邀请并认真筛选演讲及对话嘉宾，并通过足够的时间长度安
排，让演讲及对话嘉宾能够充分分享自己的经验及理念。

3. 交朋友、促合作3. 交朋友、促合作

通过两天会议，让所有与会嘉宾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充分交流、深度互动

4. 新思维、求务实4. 新思维、求务实

搭建深度融资服务平台。“深度服务行业、深度提供价值”是劲旅人不变的追求，让我们携手洞察行业走势，聚焦
行业热点，创新思维、务实争先，共同赢在旅游黄金机遇期。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010月27日 日程安排月27日 日程安排

08:00-08:50 嘉 宾 签 到嘉 宾 签 到

09:00-09:10 嘉宾致辞：魏长仁 劲旅咨询、劲旅网总裁嘉宾致辞：魏长仁 劲旅咨询、劲旅网总裁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910470957.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910470957.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09:10-09:30 嘉宾演讲：唐彬  易宝支付CEO及联合创始人嘉宾演讲：唐彬  易宝支付CEO及联合创始人

09:30-09:50 嘉宾演讲: 吴维略 道旅CEO嘉宾演讲: 吴维略 道旅CEO

09:50-10:10 嘉宾演讲: 冯娜 世界99 CEO嘉宾演讲: 冯娜 世界99 CEO

10:10-10:30 嘉宾演讲: 吕刚 蚂蜂窝COO嘉宾演讲: 吕刚 蚂蜂窝COO

10:30-10:50 嘉宾演讲: 陈国山 Worldpay中国区总经理嘉宾演讲: 陈国山 Worldpay中国区总经理

10:50-11:00 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

11:00-12:10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航空与旅游深度融合

吴  刚  　中国联航常务副总经理

苏志一    首都航空副总裁

谢金国    瑞丽航空总经理

曾庆艺　　深圳航空电子商务中心主任

吕  青    四川航空电商总经理

段  炼    安科运达CEO

杨  冕    春秋航空电商总经理

嘉宾主持：韩棋 易宝支付航旅事业部总经理

12:10-13:30 午   餐午   餐

13:30-13:40

抽   奖抽   奖

1.探路者探路者提供户外背包4个：价值：980元】；

2.凯撒旅游凯撒旅游提供，价值： 元；

3.海涛旅游海涛旅游提供，价值： 元；

13:40-14:00 嘉宾演讲: 甄浩 探路者控股副总裁兼易游天下董事长嘉宾演讲: 甄浩 探路者控股副总裁兼易游天下董事长

14:00-14:20 嘉宾演讲:嘉宾演讲: 李明儒 酷旅数据李明儒 酷旅数据营销营销CEOCEO

14:20-15:30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掘金中国邮轮产业链

刘淄楠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北亚太及中国区总裁

黄瑞玲  MSC地中海邮轮大中华区总裁

袁  萍  星梦邮轮中国区销售副总裁

俞  凯  丽星邮轮副总裁

向宇澄  诺唯真邮轮中国区销售副总裁

骆海菁  中青旅遨游网CEO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王竹丽  凯撒邮轮总经理

刘建斌  途牛邮轮总经理

嘉宾主持：陈杰 劲旅网副总裁、总编辑

15:30-15:40 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

15:40-17:00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深耕出境游

胡志敏    中国国旅总社副总裁

何  勇    华远国旅董事、执行副总裁

谢立新    凤凰旅游总裁

许  涛    海涛旅游董事长

孙润华    海玩网创始人CEO

黄志文     我趣网创始人

栾  杰    趣旅网CEO

罗穗湘   一起飞国际机票网产品中心总经理

赖文庆    出国去创始人

17:00-17:10

抽   奖抽   奖

1.探路者探路者提供户外背包4个：价值：980元】；

2.凯撒旅游凯撒旅游提供，价值： 元；

3.海涛旅游海涛旅游提供，价值： 元；

 当日会议结束当日会议结束

1010月28日 日程安排月28日 日程安排

08:00-08:50 嘉 宾 签 到嘉 宾 签 到

09:00-09:20 嘉宾演讲：罗军 途家网嘉宾演讲：罗军 途家网CEOCEO

09:20-09:40 嘉宾演讲:嘉宾演讲: 王旭光 海昌王旭光 海昌海洋海洋公园行政总裁公园行政总裁

09:40-10:00 嘉宾演讲: 黄春香 景域集团副总裁、驴妈妈旅游网CMO嘉宾演讲: 黄春香 景域集团副总裁、驴妈妈旅游网CMO

10:00-10:20 嘉宾演讲:嘉宾演讲: 韩棋 易宝支付航旅事业部总经理韩棋 易宝支付航旅事业部总经理

10:20-10:40 嘉宾演讲: 李玲 中国联通 集团客户事业部 旅游行业拓展经理嘉宾演讲: 李玲 中国联通 集团客户事业部 旅游行业拓展经理

10:40-10:50 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

嘉宾对话：旅游集团的做大做强之道嘉宾对话：旅游集团的做大做强之道

吴志祥   同程旅游创始人、CEO吴志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8/


10:50-12:00

祝  捷   海航旅游集团首席创新官

孙  洁   携程旅行网COO

冯  滨   众信旅游集团董事长

陈文杰   中国旅游集团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

张  泉   三特索道集团副总裁

杨  涛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张  平   中景信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嘉宾主持：曾光 国信证券旅游行业首席分析师

12:00-13:30 午   餐午   餐

13:30-13:40

抽   奖抽   奖

1.探路者探路者提供户外背包4个：价值：980元】；

2.凯撒旅游凯撒旅游提供，价值： 元；

3.海涛旅游海涛旅游提供，价值： 元；

15:00-15:10 茶歇交流 展位参观

13:40-14:00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谌振宇 去哪儿网CEO

14:00-14:20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李媛萍  暴风集团副总裁

14:20-15:40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精耕国内游

闫向军    山东省旅游局市场处处长

刘自强    青川县县长

杜  辉    峨眉山股份副总经理

汪早荣    深大智能集团董事长

丁  东    深圳鼎游总裁

陈作智    一块去旅行CEO

邓  炜    旅信通CEO

嘉宾主持：胡丹 劲旅咨询研究总监

15:40-16:00

抽   奖抽   奖

1.探路者探路者提供户外背包4个：价值：980元】；

2.凯撒旅游凯撒旅游提供，价值： 元；

3.海涛旅游海涛旅游提供，价值： 元；

16:00-17:30 会议结束 交流参观展位会议结束 交流参观展位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中国国家旅游▪劲旅奖2016颁奖盛典中国国家旅游▪劲旅奖2016颁奖盛典

时间 主题

17:30-18:00 嘉宾走红毯、签名、入场

18:00-18:15 开场表演

18:15-18:20 主持人开场白，介绍主要嘉宾、合作伙伴等

18:20-18:25 主办方致辞

18:25-18:30 主办方致辞

18:30-18:35 嘉宾1致辞

18:35-18:40 嘉宾2致辞

18:40-18:45 嘉宾3致辞

18:50-18:57 第一轮颁奖（3个奖项）

18:57-19:04 第二轮颁奖（3个奖项）

19:04-19:11 第三轮颁奖（3个奖项）

19:11-19:18 第四轮颁奖（3个奖项）

19:18-19:33 进行抽奖

19:33-19:40 第五轮颁奖（3个奖项）

19:40-19:47 第六轮颁奖（3个奖项）

19:47-19:54 第七轮颁奖（3个奖项）

19:54-20:01 第八轮颁奖（3个奖项）

20:01-20:16 进行抽奖

20:16-20:23 第九轮颁奖（3个奖项）

20:23-20:30 第十轮颁奖（3个奖项）

20:30-20:40 晚宴结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门票参会门票 2天会期参会

价格：1580/位   2天会期酒店午餐自助

　　 2天会期茶歇

　　 会后PPT分享（仅限同意分享嘉宾）

　　 　

参会门票（含住宿）参会门票（含住宿） 2天会期参会

价格：：1880/位 2天酒店午餐自助

　　 2天会期茶歇

　　 会后PPT分享（仅限同意分享嘉宾）

　　 26日，27日晚5星级酒店标间住宿（拼房）

　　 　

贵宾门票贵宾门票 2天会期参会

价格：：2280/位 2天会期酒店午餐自助

　　 2天会期茶歇

　　 会后PPT分享（仅限同意分享嘉宾）

　　 26日，27日晚5星级酒店大床房住宿（单住）

　　 　

VIP门票VIP门票 2天会期参会

价格：：3180/位 2天会期酒店午餐自助

（限30人） 2天会期茶歇

　 VIP区域参会，行业精英间直接面对面交流

　 会后PPT分享（仅限同意分享嘉宾）

　 26日，27日，28日晚三晚5星级酒店大床房住宿

　 26日，27日酒店自助晚餐

　 28日劲旅奖晚宴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晚宴门票  晚宴门票  中国国家旅游.劲旅奖晚宴

价格：500/位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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