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世界机场城市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 世界机场城市大会将于2016年11月在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我们非常荣幸地宣布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Qingd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Group Co.,Ltd）将作为东道主
承办2016年世界机场城市大会（Airport Cities 2016）。本届大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及全球领先的展会公司英国博
闻公司（UBM）联合主办。 世界机场城市大会是全球民航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世界性民航大会和展览之一，同
时也是国际主要机场和全球机场临空区域建设的年度盛会，至今已在全球连续成功举办了14届。2016年世界机场城
市大会来到青岛，这充分体现了对青岛国际化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对青岛机场航空枢纽、临空经济区建设成就的肯
定。为期三天的世界机场城市大会将搭建一个国际商务交流平台，围绕当前航空城建设的全球趋势，带来具有思维
突破、最优实践、创新理念的产业发展动态，并对未来发展机遇进行深入讨论。

本届大会将于2016年11月15日-17日在中国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届时将吸引近500位与会嘉宾，包括来
自世界各地的机场投资方、航空公司、建设公司、规划设计研究院、物流仓储公司、商业地产商、咨询公司、金
融服务公司及其他第三产业等企业的高管和行业精英。

通过本次活动，您可以：通过本次活动，您可以：

与已采用了航空城模式的国际机场进行交流

分享国际顶尖顾问团队的经验

了解如何建立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上有动力的航空城

与其他国内外机场及相关行业进行交流，了解它们的航空城计划以及机场建设

 

我们期待向您展示正在建设中的青岛新机场即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最新情况，与您探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及临空区
域的布局规划和发展机遇。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期待与全球行业专家、学者及企业分享丰富经验，寻找商业
脉络，实现互利共赢。

全球知名机场城市专家、美国北卡来罗纳大学航空商业中心主任——约翰卡萨达（John D.Kasarda）教授将再次在
本次世界机场城市大会上组织大师讲堂，为全球业内人士提供专业培训和讲座。

此次大会堪称国际航空城发展领域的顶级盛会，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参与，这是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与潜在客户建
立联系，与决策者对话的绝佳机会。作为2016年世界机场城市大会的承办方，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希望您能
把握此次良机，探寻绝佳临空经济商脉。

 

谁来参会谁来参会

机场的首席执行官、负责人、经理和主管
房地产投资信托和金融机构
机场建设建筑师和规划师
有意向定位在机场附近的运营商
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者
物流仓储公司、航空运输公司、货运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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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商
咨询公司、金融服务公司
工程建设公司
酒店集团、休闲机构、旅游集团 

 

研讨会——约翰. D. 卡萨达教授大师讲堂研讨会——约翰. D. 卡萨达教授大师讲堂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深入理解机场城市概念以及航空大都市模型 深入理解机场城市概念以及航空大都市模型 
无论你是否曾经参与过我们的活动，由航空大都市理论之父，卡罗纳大学航空商业中心负责人约翰. D. 卡萨达教授
主讲的两部分系列研讨会，都能让你对机场城市乃至航空大都市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初级课程和进阶课程涵
盖了基本原理、主要用户、案例、挑 战，以及成功的机场城市战略等内容。
参与课程需另外付费。

初级课程初级课程
如果您从未参加过机场城市大会或者对于这个商业概念感到很陌生，那么初级课程是您必备的选择。课程涵盖了基
本原理、主要用户以及对机场城市乃至航空大都市发展的一个全面理解。

进阶课程进阶课程
若您曾参加过我们的课程，或者已经有相应的背景知识，那么第二部分的课程就会让您更深入的了解如何计划、设
计、融资和发展一个成功的机场城市乃至航空大都市。

讲堂主讲人讲堂主讲人
约翰. D. 卡萨达教授约翰. D. 卡萨达教授

John 约翰. D. 卡萨达教授是航空大都市概念的领军人物，他定义了在21世纪投资选址、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中，机
场城市的独特角色。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克南-弗拉格勒商学 院教授，航空商业中心总监。卡萨达教授发表过10本
关于航空基础设施、物流和城市发展的书籍，100余篇相关论文。

*请注意，本课程不包含在(11月15-17日)大会门票中，需另外选择购买。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一天2016年11月15日 第一天2016年11月15日 

上
午
9:00

市内参观

下
午
1:00

约翰 D·卡萨达教授的大师讲堂

 

初级课程: 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基本原理
中级&高级课程: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投资和规划事宜

来自美国北卡罗纳大学航空商务中心总监约翰 D· 卡萨达教授主持下，两个大师讲堂课程将为首次与会代表和
以前参加过世界机场城市大会的与会代表全面介绍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初级和中级／高级 课
程将涉及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发展的基本原理、主要趋势、案例、面临的挑战、战略、设计以及整体规划
等问题.

约翰 D·卡萨达,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克南-佛拉格勒商学院教授，航空商业中心总监；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院
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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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5:15

大会演讲嘉宾准备会

下
午
6:00

欢迎酒会

 

 

第二天2016年11月16日第二天2016年11月16日

上午
8:00

展会开放；与会代表参观展览区

上午
9:00

开幕式；大会主席和承办城市和单位领导致欢迎辞

上午
9:30

大会主席约翰 D·卡萨达教授致辞： 本届大会的主题和主体结构

上午
9:40

主旨演讲：中国民用航空局在促进中国临空经济中的角色

 

国内外航空大都市发展实践表明，临空经济的发展演进是“港-产 -城”（空港、产业、空港新城）三位一
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作为最核心的驱动要素—空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空港作为航空资源配置的增长空
间，而中国民用航 空局是引导航空资源配置的行业性政府，中国民用航空局在促进中国临空经济发展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尤其体现在中国民用航空局通过政策和体制设 计，打破各部门各行业单独编
制规划的模式，使民航单位（如机场、航空公司、监管局或管理局）能够参与到地方政府主持的临空经济规
划的过程中去

上午
10:00

茶歇

上午
10:20

专题讨论：全球机场城市领袖论坛

 

机场城市和航空城大都市模式正在全世界各地广泛得到采用。对于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发展的最佳方式，
来自全球的机场领导者将会一起进行讨论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见解。

斯考特 A. 布罗克曼, 孟菲斯国际机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GK．齐硕, GMR海德拉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汤姆·莫高特, 松岛国际航空大都市
阿让·路金, 万塔市Aviapolis项目总监
张延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上午
11:40

主旨演讲：航线拓展战略与机场城市的发展

 



 
 

大卫·斯托德, ASM总裁

下午
12:00

午餐

下午
1:00

专题谈论：航空大都市的管理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

 

航空大都市的管理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是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成功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全球
不同地方的机场城市／航空大都市的专家将就这一复杂挑战提出应对办法和解决方案。

伊丽莎白·勒·马森, 法国优巴斯塔巴黎地区可持续发展联盟董事会会员

道格拉斯·贝克, 昆士兰科技大学科学与工程系土木工程和建筑环境学院房地产和规划教授
乔纳森·图利, 亚特兰大区域规划区规划师协会 首席规划师
瑟吉 ·艾乐 ·卡雷欧, 机场地区会议 总裁

下午
2:15

主旨演讲：如何管理机场城市

 

机场城市发展模式面临管理方面的突出挑战，涉及包括航空大都市和非航空大都市空间的权衡，股东利益需
求的冲突 ，吸引投资者，以及适当的商业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这一专题将会讨论机场城市良性发展对管
理者和管理团队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以及他们在机场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彼艾得·凡·德·霍斯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机场城市和房地产高级总监

孙秀清, 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主任
皮埃尔·克图, 航空战略国际总裁

下午
3:15

茶歇

下午
3:30

专题讨论：如何优化机场城市资产开发

 

这个专题关注于如何评估和确定哪一类或哪几类组合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你的机场和周边区域的。机场商业地
产开发的资深从业者将会分享他们在项目管理中经验和教训 。

瑟奇· 格瑞兹堡思盖, 巴黎机场公司 房地产部门总监 

兰德尔· 辛格, KLIA共同发展总经理
达如·琼斯, 丹佛国际机场 房地产部门首席主管

下午
4:30

专题讨论：私人投资者在投资机场城市项目时的需求

 

此专题对私营投资者目前在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投资机场城市，私营投资者看重什
么？以及投资者需要面对什么样的限制？我们专题讨论演讲嘉宾将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机场管理
人员如何能让自己的机场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德斯蒙德·沈, 泰鸿集团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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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 首都机场地产集团 总裁
汤宏志, 绿地集团 副总经理
陶德·西耶那, Avia-Tek北京公司创始人兼管理决策者
Jae-Seung Lee, 韩国仁川机场城市发展集团高级经理
梅伦·科恩, 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机场 商业发展部副总裁

下午
5:30

第一天 会议结束；大会主席致当天会议结束辞

下午
6:45

开幕晚宴 

 

第三天2016年11月17日 第三天2016年11月17日 

上午
8:30

大会主席致当天会议开幕辞

上午
8:45

主旨演讲：机场城市成为重要的非航空收入引擎

 

在增加非航空机场的收入方面，目前市场上正在出现哪些新的策略？机场的发展策略和机场城市所发挥的作
用如何能被更好的利用并刺激加快地区经济增长？国际专家对这两个关键功能进行权衡分析。

 

派瑞克·海克, 丹佛国际机场 首席商务主管及全球发展执行副总裁

上午
9:45

专题讨论：成功的机场城市设计：方法和经验教训

 

我们专题讨论发言嘉宾将讨论创造性的机场城市设计必须具备的要素。他们将会分享他们的设计观点和曾经
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解决的。

 

毛瑞特斯 · 沙法斯玛, 史基浦机场集团 高级城市规划师
克里斯·绍阿, AECOM城市设计主管/ 中国AECOM高级代表   
孙天尧, 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乔纳森 ·曼宁, 南非奥斯蒙得兰格建筑设计事务所 集团董事总经理

上午
10:45

茶歇

上午
11:00

专题讨论：如何制定一个有效的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总体规划

 

我们专题讨论发言嘉宾负责了一些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项目。他们做了些什么来确
保这些项目的长期成功？

道格 ·高德宝, 兰德与布朗国际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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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允春,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守旭,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规划师、首席专家
杰森·布鲁克斯, 英国航空部门国际总监

下午
12:00

午餐

下午
1:00

主旨演讲：如何吸引生物医药和物流产业在航空大都市聚集

 
 

迈克尔·卡农, 美国Catalyst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下午
1:30

专题讨论：航空物流如何成为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成长的推动力

 

货运和物流的重要作用有时候是被忽视和低估的。我们的专题讨论将会说明和解释他们的公司或是组织是如
何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发展做出贡献的。

黎松江, 美国联合包裹中国区 总裁

李胜, 顺丰航空 总裁
谷东风 , 中国民航快递 总经理
卡斯帕·鲍, ARCADES（亚洲）航空部门负责人
许克威, DHL快递亚太区行政总裁
王国文, 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管理研究所所长
蔡临宁, 清华大学物流与企业发展联合中心 主任、教授
诺艾尔·格瑞斯,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教会山学院物流和数字战略中心主任；美国北卡罗纳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
物流和企业发展中心主任

下午
2:40

主旨演讲：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是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发展引擎

 

行业领导者将会就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在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成长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深入探
讨。

 

亚当· 凯力· 琼斯, Conway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下午
3:40

茶歇

下午
4:00

专题讨论：如何保持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专题将会邀请资深专家就机场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分享经验，并讨论在提高机场
城市和航空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机场的管理人员和所开发的区域应该采取什么样最佳的措施。

皮特·布德, 奥雅纳前机场全球负责人

罗伯特·弗雷德曼, 新南威尔士大学环境与城市规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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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5:00

闭幕主旨演讲：小型机场能按照机场城市的模式发展么？

 加埃唐·加涅, 魁北克·勒萨热国际机场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下午
5:30

大会主席致闭幕词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演讲嘉宾名单
约翰 D·卡萨达约翰 D·卡萨达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克南-佛拉格勒商学院教授，航空商业中心总监；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院长
亚当· 凯力· 琼斯 亚当· 凯力· 琼斯 Conway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阿让·路金阿让·路金 万塔市Aviapolis项目总监
中国民航总局官员
蔡临宁 蔡临宁 清华大学物流与企业发展联合中心 主任、教授
曹允春曹允春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卡斯帕·鲍卡斯帕·鲍 ARCADES（亚洲）航空部门负责人
王国文王国文 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管理研究所所长
克里斯·绍阿克里斯·绍阿 AECOM城市设计主管/中国AECOM高级代表 
达如·琼斯达如·琼斯 丹佛国际机场 房地产部门首席主管
大卫·斯托德大卫·斯托德 ASM总裁
德斯蒙德·沈德斯蒙德·沈 泰鸿集团 首席执行官
道格 ·高德宝 道格 ·高德宝 兰德与布朗国际集团总裁
道格拉斯·贝克道格拉斯·贝克 昆士兰科技大学科学与工程系土木工程和建筑环境学院房地产和规划教授
伊丽莎白·勒·马森伊丽莎白·勒·马森 法国优巴斯塔巴黎地区可持续发展联盟董事会会员
加埃唐·加涅加埃唐·加涅 魁北克·勒萨热国际机场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谷东风谷东风 中国民航快递 总经理
Jae-Seung LeeJae-Seung Lee 韩国仁川机场城市发展集团高级经理
杰森·布鲁克斯杰森·布鲁克斯 英国航空部门国际总监
乔纳森 ·曼宁乔纳森 ·曼宁 南非奥斯蒙得兰格建筑设计事务所 集团董事总经理
乔纳森·图利 乔纳森·图利 亚特兰大区域规划区规划师协会 首席规划师
李洪李洪 首都机场地产集团 总裁
李胜李胜 顺丰航空 总裁
李守旭 李守旭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规划师、首席专家
毛瑞特斯·沙法斯玛毛瑞特斯·沙法斯玛 史基浦机场集团 高级城市规划师
迈克尔·卡农迈克尔·卡农 美国Catalyst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梅伦·科恩梅伦·科恩 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机场 商业发展部副总裁
诺艾尔·格瑞斯诺艾尔·格瑞斯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教会山学院物流和数字战略中心主任;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物流和企
业发展中心主任
派瑞克·海克派瑞克·海克 丹佛国际机场 首席商务主管及全球发展执行副总裁 
皮特·布德皮特·布德 奥雅纳前机场全球负责人
彼艾得·凡·德·霍斯特彼艾得·凡·德·霍斯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机场城市和房地产高级总监
皮埃尔·克图 皮埃尔·克图 航空战略国际总裁
兰德尔· 辛格兰德尔· 辛格 KLIA共同发展总经理
黎松江黎松江 美国联合包裹中国区 总裁
罗伯特罗伯特 弗雷德曼 新南威尔士大学环境与城市规划教授
SGK．齐硕SGK．齐硕 GMR海德拉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斯考特 A. 布罗克曼斯考特 A. 布罗克曼 孟菲斯国际机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瑟奇· 格瑞兹堡思盖瑟奇· 格瑞兹堡思盖 巴黎机场公司 房地产部门总监
瑟吉 ·艾乐 ·卡雷欧瑟吉 ·艾乐 ·卡雷欧 机场地区会议 总裁
孙天尧孙天尧 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孙秀清孙秀清 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主任
汤宏志汤宏志 绿地集团 副总经理



陶德·西耶那陶德·西耶那 Avia-Tek北京公司创始人兼管理决策者
汤姆·莫高特汤姆·莫高特 松岛国际航空大都市
许克威 许克威 DHL快递亚太区行政总裁
张延明 张延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更新于2016年8月30日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研讨会研讨会
先付折扣先付折扣

（2016年8月31日前）（2016年8月31日前）
标准门票标准门票

门票（1-4人的单张门票价格） 人民币6890元 人民币9540元

门票（5-9人的单张门票价格） 人民币6546元 人民币9063元

门票（10人或超过10人的单张门票价格） 人民币6201元 人民币8586元

在注册成为2016年机场城市大会参会代表后，您将享受以下：

所有会议听会资格

进入展会参观展览

茶歇及午餐

第一天欢迎接待

第二天的VIP晚宴邀请

独家行程-青岛城市参观

往返青岛机场地面接送服务

大师讲堂课程大师讲堂课程

基础课程 人民币1590元

中高级课程 人民币1590元

初中高级课程套票 人民币2650元

所有费用已包含6%增值税。所有费用已包含6%增值税。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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