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酒店品牌暨非标住宿投资
发展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酒店品牌暨非标住宿投资发展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1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尊敬的尊敬的酒店酒店业主和酒店同仁们：业主和酒店同仁们：

你们好！

酒店高参将于2016年11月11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2016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峰会围绕“民族酒
店品牌崛起、回归酒店行业初心、消费升级住宿业腾飞”为主题展开深度的探讨，届时将邀请国际国内知名酒店管
理集团高管、酒店业主和投资人、媒体人士、酒店行业专家等参加本次峰会。

2016年是中国酒店品牌崛起之年，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出席本次峰会，与酒店高参一同见证中国酒店品牌的崛起，万
望能于百忙之中拔冗光临！

本次峰会强大的线上和线下流量支持。本次峰会强大的线上和线下流量支持。

线上流量：酒店高参是中国酒店业第一新媒体，2016年1月至今酒店高参微信公众号流量超过2000万，5个酒店行业
微信公众号拥有80多万粉丝，入驻16个新媒体平台，全渠道覆盖100万酒店行业粉丝。

线下流量：峰会同期有锦江会展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将带来数千人次的参
展，上一届展会吸引6000人次参展。

此致！

2016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组委会

酒店高参 创始人 罗家福

锦江会展 客栈群英汇

2016年10月

 

峰会背景峰会背景

2016年酒店业风云再起，今年中国酒店业的关键词是：一统OTA天下的携程系、多元非标住宿兴起、民族酒店品牌
崛起、酒店集团并购不断、中档酒店投资热潮。

 

携程先后并购艺龙去哪儿一统天下后，度假领域面临着途牛、同程、驴妈妈、蚂蜂窝为代表的竞争，酒店领域面临
着阿里旅行和美团酒店的亮剑。在酒店方面，酒店集团通过不断并购，成立酒店联盟共同抵御OTA的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1月19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5 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万亿元，在世界排名第
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将会出
现消费升级的趋势，催生80和90后甚至00后等新生代主力消费者。中国消费者将不再一味追求低价，而是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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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质和服务体验，这种趋势将为住宿业带来多元化的发展新机遇。

 

多元非标住宿兴起和中档酒店投资热潮在此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诞生，与此同时民族酒店品牌快速崛起，以万达、金
茂、世茂、绿地、碧桂园、恒大、华侨城、苏宁、保利等酒店业主企业在酒店领域的快速夺城掠地。另一方面在酒
店集团方面，锦江通过并购铂涛、维也纳、卢浮酒店集团在规模方面进入世界前五；首旅并购如家；海航收购卡尔
森、参股NH进军国际化酒店市场；格林豪泰酒店集团、开元酒店集团、东呈酒店集团、尚美生活集团等国内酒店巨
头进步明显。

 

2016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将围绕“民族酒店品牌崛起、回归酒店行业初心、消费升级住宿业腾飞”为主题展开深
度的探讨：“国际国内酒店品牌的竞争与合作”“国际酒店品牌成功的要素”“国内酒店品牌的迅猛发展”“如何
打造酒店差异化的优质产品”“酒店口碑营销”“回归行业初心、坚守服务品质”“消费升级下的住宿品牌崛
起”。

 

【峰会时间】【峰会时间】

2016年11月11日9：00-17：30

 

【峰会地点】【峰会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4.1馆 

上海市崧泽大道333号

 

【主办方】【主办方】

酒店高参

 

【联合主办方】【联合主办方】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客栈群英汇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

深圳市旅游协会

深圳市酒店业商会

深圳市饭店业协会

广州旅游饭店协会

长沙旅游饭店协会

成都旅游饭店协会

宁波市饭店业协会

武汉酒店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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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支持】【业主支持】

金茂、世茂、绿地、碧桂园、恒大、华侨城、苏宁、保利、明宇商旅、红树林、迪阁瑞、鲁能、希尔顿业主协会、
高参酒店业主俱乐部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

里屋里酒店资讯、环球旅讯、迈点、旅游圈、新闻晨报、21世纪经济报道、玩趣旅游、旅游那些事、清博大数据、
美栈旅行、畅游新媒、在线旅讯、新旅界、饭店业杂志、劲旅网、酒店职业经理人、中国商报、全球酒店品鉴、羊
城晚报、执惠旅游、新浪旅游、河南酒店网、Shanghai Daily、酒店焦点资讯、旅游刊、慧聪网、酒店评论、把脉
酒店、福布斯Forbes、深圳旅游、Hotelier、私人管家、金领袖传媒、酒店邦、民宿高参

 

【酒店高参简介】【酒店高参简介】

酒店高参，中国酒店业的高级参谋。2016年1月至今微信公众号的流量超2000万，覆盖酒店全行业100万粉丝。酒
店高参致力于以专业的行业视角和接地气的新媒体态度，通过线上新媒体整合营销传播和线下举行酒店高峰论坛，
为酒店产业链提供高度精准的营销服务。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8：30-09：30 峰会签到8：30-09：30 峰会签到

 

9：50-10：10 主题演讲 9：50-10：10 主题演讲 

主题：2016中国酒店业绩表现权威发布

嘉宾：STR Global 中国区经理 刘博

 

10：10-10：30 主题演讲10：10-10：30 主题演讲

主题：围绕CD模式建生态 美团点评助力酒店下半场

嘉宾：美团点评住宿事业群总经理 郭庆 

 

10：30-11：10 国际酒店集团总裁对话10：30-11：10 国际酒店集团总裁对话

主持人：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 何建民

嘉宾：雅阁酒店集团CEO 张黎明

嘉宾：万豪国际集团中国区酒店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林聪

嘉宾：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孙健

嘉宾：雅高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 朱小刚

嘉宾：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发展副总裁 赵晖

 

11：10-11：40 茶歇11：10-11：40 茶歇

 

11：40-12：30 圆桌讨论环节11：40-12：30 圆桌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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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国际金领袖联合会总裁 安强

嘉宾：绿地酒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李瑞忠

嘉宾：世茂酒店及度假村总经理 唐鸣

嘉宾：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戴玉

嘉宾：恒大酒店集团总经理 朱二海

嘉宾：苏宁酒店及度假村常务副总经理 陈勇

嘉宾：金茂酒店管理部总经理 顾铁骏

 

12：30-14：00 午餐12：30-14：00 午餐

 

分论坛一：分论坛一：“消费升级下的多元化住宿品牌崛起”“消费升级下的多元化住宿品牌崛起”

 

14：00-14：15 主题演讲14：00-14：15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非标住宿行业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易观旅游行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朱正煜

 

14：15-14：30  主题演讲14：15-14：30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从精品酒店发展看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住宿需求变化

演讲嘉宾：全球精品酒店CEO 小明 (Ben Foo)

 

14：30-15：10 主题演讲14：30-15：10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台湾／日本多元化住宿品牌发展经验

演讲嘉宾：台湾亚太智库执行长、亚太创新知识学院执行副院长、台湾民宿 郑敏庆

演讲嘉宾：中日环境协会理事长 宋青宜

 

15：10-15：40 主题演讲15：10-15：40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国内多元化住宿品牌代表

精品酒店代表 松赞创始人 白玛多吉

高端帐篷客代表 康腾格拉丹 koko

精品酒店民宿代表 隐居创始人 黄严

 

15：40-15：50 茶歇15：40-15：50 茶歇

 

 15：50-16：40 品牌对话 15：50-16：40 品牌对话



东部民宿品牌代表：原舍、久栖、罗望

西部民宿品牌代表：江南忆、童话连锁、瓦舍

 

16：40-17：00 多元化住宿投资分析16：40-17：00 多元化住宿投资分析

演讲嘉宾：多彩投 张森华

  

17：00-17：30 多元化住宿、民宿聚落、精品酒店项目路演17：00-17：30 多元化住宿、民宿聚落、精品酒店项目路演

安缇缦国际旅游度假区

最美乡村多元化住宿聚落

精品民宿项目推荐

 

分论坛二：“回归行业初心、坚守服务品质”分论坛二：“回归行业初心、坚守服务品质”

 

14：00-14：20 主题演讲14：00-14：20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海底捞你为何学不会？

演讲嘉宾：海底捞董事长 张勇

 

14：20-15：20 国内酒店集团CEO对话14：20-15：20 国内酒店集团CEO对话

主持人：盈蝶咨询CEO 胡升阳

嘉宾：尚美生活集团董事长 马英尧

嘉宾：远洲酒店集团总裁 马立丹

嘉宾：君澜酒店集团总裁 王建平

嘉宾：迪阁瑞酒店集团总裁 陈伟

嘉宾：南京金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CEO 陈雪明

嘉宾：纽宾凯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纪晓东

 

15：20-15：50 茶歇15：20-15：50 茶歇

 

15：50-16：10 主题演讲15：50-16：10 主题演讲

 

16：10-17：10 圆桌讨论环节16：10-17：10 圆桌讨论环节

主题：回归酒店行业初心、提升酒店服务品质

主持人：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副会长 杜觉祥

嘉宾：杭州逸酒店总经理 陆峰

嘉宾：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总经理 Mr. Rudy Oretti



嘉宾：上海璞丽酒店总经理 Mr. Jan Tibaldi

嘉宾：青岛海景花园酒店总经理 宋勤

嘉宾：广州碧水湾温泉度假村董事长 曾莉

 

（以上为拟定流程，以当天实际安排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国内酒店业主13人国内酒店业主13人

1.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妙林

2.海航酒店集团董事长兼CEO 白海波

3.雅辰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黄德利

4.君澜酒店集团总裁 王建平

5.锦江酒店集团董事长 张晓强

6.维也纳酒店集团董事长 黄德满

7.格林豪泰酒店集团董事长 徐曙光

8.华住酒店集团高档事业部CEO 孙武

9.尚美生活集团董事长 马英尧

10.东呈酒店集团董事长 程新华

11.南京金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CEO 陈雪明

12.远洲酒店集团总裁 马立丹

13.深航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黄俭

 

房企酒店集团10人房企酒店集团10人

1.绿地酒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李瑞忠

2.恒大酒店集团总经理 朱二海

3.世茂酒店及度假村总经理 唐鸣

4.华侨城股份公司酒店物业事业部总经理 金阳

5.万达酒店及度假村集团总裁 钱进

6.碧桂园凤凰国际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戴玉

7.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

8.苏宁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陈勇

9.鲁能集团酒店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 周涛

10.金茂酒店管理部总经理 顾铁骏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263/


国际酒店集团5人国际酒店集团5人

1.雅阁酒店集团CEO 张黎明

2.雅高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 朱小刚

3.万豪国际集团中国区酒店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林聪

4.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孙健

5.温德姆酒店集团发展副总裁 赵晖 

 

单体酒店总经理5人单体酒店总经理5人

1.杭州逸酒店总经理 陆峰

2.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总经理 Mr. Rudy Oretti

3.上海璞丽酒店总经理 Mr. Jan Tibaldi

4.青岛海景花园酒店总经理 宋勤

5.广州碧水湾温泉度假村董事长 曾莉

 

行业知名人士12人行业知名人士12人

1.美团点评住宿事业群总经理 郭庆 

2.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谷慧敏

3.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会长 张润钢

4.海底捞董事长 张勇

5. STR Global中国区经理 刘博

6.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副会长 杜觉祥

7.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 何建民

8.途家联合创始人兼CEO 罗军 

9.国际酒店领袖机构总裁 安强

10.途家盛捷总经理 赖军

11.锦江会展董事长 陈中明

12.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民宿精品酒店14人民宿精品酒店14人

1.台湾亚太智库执行长 郑敏庆 

2.中日环境协会理事长 宋青宜

3.多彩投创始人 张森华

4.松赞创始人 白玛多吉

5.隐居创始人 黄严

6.丽江康藤·格拉丹帐篷创始人 K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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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球精品酒店CEO 傅玉明

8.易观旅游行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朱正煜

9.清境原舍总经理 崔盛

10.久栖创始人 吴律开

11.罗望创始人 郭荣滨 

12.江南忆庄园创始人 袁海忠

13.童话连锁创始人 梵希

14.瓦舍创始人 赖国平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899元/人参会费用：899元/人

赠送《客栈民宿行业实战指南第三期》一本、午餐商务简餐（50元餐标）、茶歇、会刊、演讲PPT资料。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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