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发展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发展论坛将于2017年10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年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发展论坛由中国零售商业大数据生态平台——赢商网发起主办，将于10月在深圳隆重举
行。

本届论坛，将“以变应变，趣创商业新主场”为主题，聚焦行业最新热点，探讨在不断迭代更新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该
怎样应变存活，如何将体验商业战场局势掌控在手，一起趣创商业新主场！

体验式主题消费作为各大购物中心竞相升级的方向，传统业态不断寻求突破，创新型体验业态也加快了进驻购物中
心的脚步，以应变市场！

变局已经产生，一场围绕新消费体验的竞争新主场已然出现——唯有“以变应变”，趣创商业升级新场景、新体验。

占领新主场的号角已经吹响，占领新主场的号角已经吹响，

您还在等什么？快上车！您还在等什么？快上车！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Day 1

上午：上午：嘉宾与会议代表注册报到

下午：下午：订制式主题分论坛

      订制式赢商品鉴考察

晚上：订制式沙龙

      订制式酒会

Day 2

上午：上午：2017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发展论坛 （上）

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展 （上）观展、交流

中午：中午：来宾用餐

下午：下午：2017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发展论坛 （下）



      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展 （下）观展、交流

晚上：晚上：中国体验式商业地产“领航奖”颁奖典礼暨交流晚宴

（备注：以上订制活动根据合作伙伴需求而特别设置，具体安排以活动当天议程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按拼音头字母排列）

是这一群人用想象力与智慧改变了商业，是这一群人用想象力与智慧改变了商业， 用用1%领袖意见影响领袖意见影响99%的行业人员观点！的行业人员观点！

》》》知名企业代表》》》知名企业代表

巴　根：京基地产总裁（KKMALL、KKONE）

鲍文格：合生商业董事长

蔡海强：棕榈泉联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重庆棕榈泉棕榈岛）

査　君：卓越集团商业管理公司总经理（卓悦汇）

柴志培：中信资本房地产执行董事（北京芳园里ID MALL）

陈柏昇：海岸商业集团副总裁（海岸城）

陈德力：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新城吾悦广场）

成钦田：深圳华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小箐：东莞市汉邦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汉邦66广场）

崔震雨：中国华融现代广场项目总经理（中国华融现代广场）

邓俊文：中庚集团商业管理中心总经理

兼上海申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　捷：融创西南区域公司，商业管理部总经理（融创白象街）

丁　蕤：金茂商业总经理

丁宏伟：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水游城）

丁长峰：万科高级副总裁兼万科集团商用地产业务负责人（万科广场）

丁佐宏：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环球港）

杜　鹏：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润置地（重庆）商业管理公司总经理（重庆万象城）

杜国疆：协信商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星光68

董事总经理（南坪协信星光时代广场／星光68/

解放碑星光时代广场）

冯嘉元：中山市富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商业中心总经理（富逸城）

傅国韬：富康实业集团执行董事长（梦乐城、欢乐橙）

葛文海：郑州万科商业总经理（美景.万科广场）



古　琦：绿景集团总经理（佐邻虹湾）

谷献余：新源集团董事长

郭振东：深圳招商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红山6979）

洪　磊：上海东方渔人码头有限公司公司副总裁

侯　迅：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营运）（成都IFS）

黄国栋：深圳市新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新生活广场）

黄瑞程：重庆来福士广场总经理（重庆来福士广场）

黄锡明：雄峰集团运营副总裁（雄峰城）

蒋　威：深圳市宏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QCC前城购物中心）

蒋达强：旭辉集团副总裁

金　明：苏宁控股集团副总裁（苏宁广场）

孔小凯：华润置地高级副总裁、华润置地华南大区总经理（万象城、万象天地）

赖俊霖：鸿荣源集团总裁、壹方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壹方城、壹方天地）

雷易群：奥买家集团副总裁兼集团商管总经理（奥园广场/奥园城市天地）

李　楠：龙湖商管 总经理

李　培：宏图商业总经理（三胞广场）

李　霞：遵义市高铁新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遵义铁投·高铁新城）

李　义：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鑫苑大都汇）

李　震：海伦堡商业集团首席执行官

李向东：珠海华发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华发商都）

梁剑飞：鸿荣源集团副总裁、壹方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壹方城、壹方天地）

林凯苹：合景泰富商业管理部总经理（悠方）

林纾行：中天金融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天未来方舟、贵州金融城）

林维蒂：东莞市民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民盈山国贸中心）

林文彬：广东星星集团副总裁/佛山市星顺商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星耀101）

刘　涛：贵阳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置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刘启乾：贵州中投腾达置业有限公司总裁（中铁百分之1摩都）

刘水庚：江西绿地总经理（卢塞恩小镇）

刘耀文：西安赛格集团董事局主席（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

谭国松：中山市大信控股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经理（大信新都汇）

谭立城：东基控股副总经理兼童梦天下·



童悦城项目总经理（童梦天下）

陶慕明：深圳市星河商用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cocopark等）

王　军：山水文园投资集团 副总裁

王　强：红星商业副总裁（爱琴海购物公园）

王　舜：红星商业川渝区域总经理兼

重庆金开爱琴海购物公园总经理（重庆爱琴海购物公园／綦江爱琴海购物公园）

王丁和：天石集团副总裁（珠影星光城、漫广场）

王广策：勒泰集团商业总裁

王吓欣：广东安华美博集团 副总裁（安华汇）

王亚平：宏立城集团副总裁（花果园）

王裕强：尚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王智明：绿地商业集团商业地产事业部总经理（绿地缤纷城）

陆　屹：首创钜大副总裁

卢　泳：电建地产商业事业部总经理

毛伟东：龙光商业地产集团总裁（龙光商业广场）

欧阳捷：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新城吾悦广场）

潘　勇：光耀东方副总裁兼中关村·食宝街总经理

彭华唯：商管公司区域总经理（佛山国瑞升平）

邱代伦：佛山创意产业园董事长（佛山创意产业园）

邵友松：重庆国金中心 总经理（营运）（重庆IFS／重庆时代广场）

沈晓东：新鸥鹏教育城集团总裁  （新鸥鹏教育mall／新鸥鹏教育城）

沈晓玲：广东绿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绿地缤纷天地、绿地金融城）

沈新文：西单大悦城 总经理

司小伟：国贸360 总裁（绿地新都会）

宋照峰：观澜湖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MHmall总经理（Mhmall）

苏　凯：金鹰商贸CEO（金鹰广场）

温　墉：湖南中盈万嘉（中盈广场）

吴凌华：世茂集团副总裁兼商投总裁（世茂广场）

吴艳芬：华夏幸福商业事业部 总经理

吴正梅：江苏景枫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伍玉珊：成都远洋太古里总经理（成都远洋太古里）

夏　珊：福星惠誉商业总（群星城）

夏鸿军：贵州驰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阳壹号）



夏仲阳：西安华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阳城购物中心）

向进军：上海聚美欧洲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熊　鹰：贵阳国贸集团商业拓展部总经理

徐小龙：贵阳万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贵阳万科广场、万科公园5号）

严　华：星纬资本执行总裁（活力系列）

颜忠义：新光天地百货（重庆）有限公司协理（新光天地重庆）

杨　明：亨特集团执行副总裁（亨特城市广场、亨特公园里）

杨可君：金科股份商业管理中心总经理（金科美邻街／金科美邻汇／金科美邻广场）

杨瑞刚：北人集团董事长

杨卫东：广州万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科里）

杨晓初：蓝润集团副总裁、蓝润地产集团总裁（蓝润广场）

叶　挺：万科印力副总裁兼城市商业公司总经理（万科广场）

叶　艳：广州太阳新天地董事长（太阳新天地）

殷大声：正荣商业总经理

余伟文：广州金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仰忠汇）

余学红：海阔集团总经理（HI running）

喻浦阳：鑫苑集团商业管理部总经理兼盈怀商业总经理

岳耀磊：佳兆业商业集团总裁（佳兆业广场（布吉、坂田、大鹏、沈阳...）DD mall）

张　黎：中粮置地北京商业管理中心兼祥云小镇 总经理

张　亮：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　强：蓝光地产金融集团总裁助理

兼蓝光商业经营管理集团总裁

张　逸：上海虹桥南丰城总经理

张继宁：项目总经理（金狮广场）

张文德：益田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益田假日广场等）

赵　红：华宇商业集团总裁助理、重庆商业管理公司

总经理（华宇锦绣广场／华宇城）

赵　宇：招商蛇口华南区商业总监、

佛山项目副总经理（ipark）

赵珊霞：深圳市合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泰时代广场）

赵云峰：星力集团购物中心事业部总经理

甄小梅：粤海地产商业运营部总经理（番禺天河城）

郑孟哲：金辉集团西北区商业总经理（金辉·环球广场）

钟　莉：西安大洋汇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太奥广场）



周　亮：盈石（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

周平平：中南商业副总裁（中南购物中心）

周颂明：光大安石资产管理副总裁（大融城）

竺海群：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兼广深城市商业公司

总经理（深国投广场）

》》》》》》餐饮品牌企业餐饮品牌企业

陈　宁：深圳市乐凯撒比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乐凯撒）陈　宁：深圳市乐凯撒比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乐凯撒）

陈卓明：新旺集团董事长（新旺茶餐厅）陈卓明：新旺集团董事长（新旺茶餐厅）

程　辉：亚惠美食董事长（亚惠美食）程　辉：亚惠美食董事长（亚惠美食）

仇志伟：上海奇乐奇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奇乐奇乐）仇志伟：上海奇乐奇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奇乐奇乐）

楚学友：内蒙古西贝餐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西贝莜面村）楚学友：内蒙古西贝餐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西贝莜面村）

邓志刚：巴实餐饮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实重庆老火锅）邓志刚：巴实餐饮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实重庆老火锅）

丁红霞：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五芳斋）丁红霞：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五芳斋）

杜松林：大渝餐饮集团创始人（大渝火锅）杜松林：大渝餐饮集团创始人（大渝火锅）

傅乙晟：宴遇餐厅创始人（宴遇）傅乙晟：宴遇餐厅创始人（宴遇）

管毅宏：广州九毛九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毛九）管毅宏：广州九毛九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毛九）

郭　斌：深圳越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奈小馆）郭　斌：深圳越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奈小馆）

胡　刚：新石器集团总裁（新石器烤肉）胡　刚：新石器集团总裁（新石器烤肉）

华　明：禄鼎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禄鼎记）华　明：禄鼎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禄鼎记）

黄少忠：大椰小馆执行董事（大椰小馆）黄少忠：大椰小馆执行董事（大椰小馆）

金　辰：北京阳光撒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金　辰：北京阳光撒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salud冻酸奶）冻酸奶）

李　娟：豆捞坊集团董事总经理（豆捞坊）李　娟：豆捞坊集团董事总经理（豆捞坊）

李品熹：深圳市甘棠明善餐饮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撒椒李品熹：深圳市甘棠明善餐饮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撒椒&探鱼）探鱼）

李思橙：广州红韵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斗椒）李思橙：广州红韵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斗椒）

李志宏：汉堡王李志宏：汉堡王(中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联盟官（汉堡王）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联盟官（汉堡王）

梁碧桃：布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布维记）梁碧桃：布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布维记）

林盛智：一茶一坐集团执行长（一茶一坐）林盛智：一茶一坐集团执行长（一茶一坐）

聂　豹：上海眷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桃园眷村）聂　豹：上海眷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桃园眷村）

聂云宸：深圳市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喜茶）聂云宸：深圳市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喜茶）

欧阳俊平：巡湘记董事长（巡湘记）欧阳俊平：巡湘记董事长（巡湘记）

潘　慰：味千拉面集团主席（味千拉面）潘　慰：味千拉面集团主席（味千拉面）

蒲世球：新荣记集团董事总经理（新荣记）蒲世球：新荣记集团董事总经理（新荣记）



裘晓华：外婆家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外婆家）裘晓华：外婆家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外婆家）

沈基水：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庆楼）沈基水：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庆楼）

宋　奇：广州市饺工匠餐饮有限公司创始人（遇见小面）宋　奇：广州市饺工匠餐饮有限公司创始人（遇见小面）

宋渊博：大蔬无界联合创始人兼宋渊博：大蔬无界联合创始人兼CEO（大蔬无界美素馆）（大蔬无界美素馆）

苏　悦：上海摩提工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摩提工房）苏　悦：上海摩提工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摩提工房）

汪峥嵘：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峥嵘：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57°湘）湘）

王晓东：优格花园董事总经理（优格花园）王晓东：优格花园董事总经理（优格花园）

王哲明：氢元素餐饮（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牧之初心原切牛排）王哲明：氢元素餐饮（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牧之初心原切牛排）

吴　云：丰和日丽集团董事长（丰和日丽）吴　云：丰和日丽集团董事长（丰和日丽）

项　韬：不怕虎牛腩煲创始人（不怕虎牛腩煲）项　韬：不怕虎牛腩煲创始人（不怕虎牛腩煲）

谢　瀚：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苗乡楼）谢　瀚：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苗乡楼）

徐　露：上上谦集团董事总经理（上上谦串串香火锅）徐　露：上上谦集团董事总经理（上上谦串串香火锅）

徐弈胜：广州榕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榕意）徐弈胜：广州榕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榕意）

许可鹏：广东客语客家菜创始人（客语客家菜）许可鹏：广东客语客家菜创始人（客语客家菜）

杨秀龙：北京宴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宴）杨秀龙：北京宴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宴）

叶振威：佛山市后街唐厨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后街唐厨）叶振威：佛山市后街唐厨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后街唐厨）

游忠旺：上海赤坂亭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赤坂亭）游忠旺：上海赤坂亭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赤坂亭）

于　强：迪孚控股（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强：迪孚控股（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DF冰淇淋）冰淇淋）

詹宗德：深圳合纵文化集团詹宗德：深圳合纵文化集团 胡桃里地产合作事业部总经理（胡桃里音乐酒馆）胡桃里地产合作事业部总经理（胡桃里音乐酒馆）

曾立斌：厦门音乐厨房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音乐厨房）曾立斌：厦门音乐厨房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音乐厨房）

曾温煌：北京度小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度小月）曾温煌：北京度小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度小月）

张　勇：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底捞）张　勇：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底捞）

张　权：张　权： 北京旬野菜之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旬野菜之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旬野菜）旬野菜）

张　瑜：泰熙家联合创始人（泰熙家）张　瑜：泰熙家联合创始人（泰熙家）

张兵兵：深圳老船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老船说火锅）张兵兵：深圳老船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老船说火锅）

赵　晗：云南云海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云海肴）赵　晗：云南云海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云海肴）

赵　林：深圳市奈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台盖赵　林：深圳市奈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台盖&奈雪の茶）奈雪の茶）

朱兵兵：那时新疆总经理（那时新疆）朱兵兵：那时新疆总经理（那时新疆）

》》》儿童亲子业态品牌》》》儿童亲子业态品牌

蔡政雄：巧虎欢乐岛总经理（巧虎欢乐岛）蔡政雄：巧虎欢乐岛总经理（巧虎欢乐岛）

陈　森：上海伊佳林品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伊佳林开心梦工场）陈　森：上海伊佳林品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伊佳林开心梦工场）

陈江细：上海广涌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彩色熊猫剧场）陈江细：上海广涌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彩色熊猫剧场）



陈笑凡：上海悠游堂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悠游堂）陈笑凡：上海悠游堂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悠游堂）

成　涛：厦门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爱学习）成　涛：厦门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爱学习）

程向东：玩童会创始人（玩童会）程向东：玩童会创始人（玩童会）

程学国：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综合体项目总经理（程学国：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综合体项目总经理（Balabala））

方立宏：上海卡通尼儿童乐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卡通尼儿童乐园）方立宏：上海卡通尼儿童乐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卡通尼儿童乐园）

傅卫理：好开始（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好开始教育）傅卫理：好开始（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好开始教育）

计　峰：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副总裁（安徒生童话乐园）计　峰：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副总裁（安徒生童话乐园）

黎艳婵：广州咏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艳婵：广州咏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猪猪侠儿童乐园）（猪猪侠儿童乐园）

李　强：西安君昂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强：西安君昂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Naughty kids-闹腾）闹腾）

马之巽：上海谦毅儿童娱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爱乐游）马之巽：上海谦毅儿童娱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爱乐游）

戚　宁：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乐悠游）戚　宁：乐悠游儿童游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乐悠游）

戚继伟：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爱婴室）戚继伟：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爱婴室）

瞿　驰：瞿　驰：ISEE灰姑娘上海公司总经理灰姑娘上海公司总经理  （（Isee灰姑娘国际儿童艺术中心）灰姑娘国际儿童艺术中心）

石春平：南京杰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奇乐儿）石春平：南京杰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奇乐儿）

索士君：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发展中心总经理（乐友）索士君：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发展中心总经理（乐友）

王　跃：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酷贝拉）王　跃：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酷贝拉）

夏铭亨：夏铭亨：ibabyoo董事长（董事长（ibabyoo））

谢兆丰：上海巨亮儿童游乐有限公司董事长（精典泰迪熊）谢兆丰：上海巨亮儿童游乐有限公司董事长（精典泰迪熊）

徐伟宏：孩子王儿童用品（中国）有限公司徐伟宏：孩子王儿童用品（中国）有限公司CEO（孩子王）（孩子王）

闫志平：成都乐宝新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乐宝王国）闫志平：成都乐宝新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乐宝王国）

张　珲：北京乐仕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乐仕堡）张　珲：北京乐仕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乐仕堡）

张艳彬：嘉文天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嘉文梦幻王国）张艳彬：嘉文天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嘉文梦幻王国）

周　衢：上海七田真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七田真国际教育）周　衢：上海七田真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七田真国际教育）

周　仪：广州市巧手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周　仪：广州市巧手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创始人（巧手丫）创始人（巧手丫）

刘海南：中国希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希乐城）刘海南：中国希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希乐城）

刘　军：上海强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强平机器人）刘　军：上海强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强平机器人）

》》》休闲娱乐业态》》》休闲娱乐业态

曹金鉴：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洛克公园）曹金鉴：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洛克公园）

陈京民：中影数字巨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影数字巨幕）陈京民：中影数字巨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影数字巨幕）

陈骏凯：上海爱世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陈骏凯：上海爱世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S++运动复合体）运动复合体）

付　强：北京水木秋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付　强：北京水木秋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STARROOM 超级密室）超级密室）

韩　伟：杭州乐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韩　伟：杭州乐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乐刻运动健身）（乐刻运动健身）



黄振华：深圳市普乐方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普乐方幻真体验馆）黄振华：深圳市普乐方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普乐方幻真体验馆）

李劳动：上海嘉麟杰益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益鸟科学艺术）李劳动：上海嘉麟杰益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益鸟科学艺术）

李咏吉：上海抓抓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娃娃共和国）李咏吉：上海抓抓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娃娃共和国）

林志松：台湾大鲁阁集团上海基创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执行长（大鲁阁）林志松：台湾大鲁阁集团上海基创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执行长（大鲁阁）

刘宣付：北京身临其境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刘宣付：北京身临其境文化股份有限公司CEO（身临其境（身临其境VR主题公园）主题公园）

邱文烁：广州乐漫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邱文烁：广州乐漫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乐漫冰雪王国）（乐漫冰雪王国）

任建宏：泰禾集团泰禾院线总经理（泰禾院线）任建宏：泰禾集团泰禾院线总经理（泰禾院线）

陶　陶：泰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陶　陶：泰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painting tower））

王　滨：乐体健身创始人（乐体健身）王　滨：乐体健身创始人（乐体健身）

王　鹏：迈高（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米高运动成长中心）王　鹏：迈高（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米高运动成长中心）

王　政：星轶国际影城总经理（星轶国际影城）王　政：星轶国际影城总经理（星轶国际影城）

王品石：喜悦滑冰场总裁（喜悦滑冰场）王品石：喜悦滑冰场总裁（喜悦滑冰场）

王维静：北京瑞儿水育休闲健身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瑞儿水上乐园）王维静：北京瑞儿水育休闲健身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瑞儿水上乐园）

王文舒：沈阳天合卡丁体育运动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舒：沈阳天合卡丁体育运动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IKART卡丁车）卡丁车）

王文伟：威尔士健身董事长王文伟：威尔士健身董事长 （威尔士健身）（威尔士健身）

王志晓：王志晓：X-cape密室逃脱总经理（密室逃脱总经理（X-cape密室逃脱）密室逃脱）

吴开元：日本虹之汤（上海）温泉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虹之汤）吴开元：日本虹之汤（上海）温泉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虹之汤）

伍健飞：金逸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拓展总经理（金逸国际影城）伍健飞：金逸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拓展总经理（金逸国际影城）

夏则培：深圳中影泰得影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影泰得）夏则培：深圳中影泰得影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影泰得）

肖　峰：北京中互晟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晟嘉国际影城）肖　峰：北京中互晟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晟嘉国际影城）

谢宗耀：星禹多媒体娱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星禹谢宗耀：星禹多媒体娱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星禹•电影公园）电影公园）

修晓永：电影城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天马电影）修晓永：电影城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天马电影）

薛子聪：影珀影院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子聪：影珀影院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CinemaPro））

杨红军：北京网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总裁（北影之星）杨红军：北京网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总裁（北影之星）

于　欣：大地影院集团总经理（大地影院）于　欣：大地影院集团总经理（大地影院）

周　辉：广州星悦荟健身有限公司总经理（星悦荟健身俱乐部）周　辉：广州星悦荟健身有限公司总经理（星悦荟健身俱乐部）

周一帆：城市传奇篮球俱乐部（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城市传奇篮球馆）周一帆：城市传奇篮球俱乐部（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城市传奇篮球馆）

》》》文化创意品牌》》》文化创意品牌//跨界复合店品牌跨界复合店品牌

曾国源：艺拓曾国源：艺拓TALESL神话言执行长（神话言）神话言执行长（神话言）

常　勤：北京旋木时光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旋木时光）常　勤：北京旋木时光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旋木时光）

陈富珍：物外书店总经理（物外书店）陈富珍：物外书店总经理（物外书店）

陈海燕：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字里行间书店）陈海燕：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字里行间书店）



但　捷：上海言几又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言几又）但　捷：上海言几又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言几又）

龚云流：深圳市友谊书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友谊书城）龚云流：深圳市友谊书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友谊书城）

何山壮：当当网文化产业总裁（当当何山壮：当当网文化产业总裁（当当O+O实体书店）实体书店）

金　浩：钟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书阁）金　浩：钟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书阁）

金伟竹：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西弗书店）金伟竹：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西弗书店）

刘志刚：福建一九八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志刚：福建一九八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八八3））

罗　克：罗宋堂（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巴扎公园）罗　克：罗宋堂（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巴扎公园）

石振宏：巧克力博物馆创办人（巧克力博物馆）石振宏：巧克力博物馆创办人（巧克力博物馆）

吴清友：诚品书店创始人（诚品书店）吴清友：诚品书店创始人（诚品书店）

徐　涛：苏州天空之城图书有限公司创始人（猫的天空之城）徐　涛：苏州天空之城图书有限公司创始人（猫的天空之城）

张　斌：广州市扶光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扶光书店）张　斌：广州市扶光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扶光书店）

周勇辉：珠海文华书城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华书城）周勇辉：珠海文华书城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华书城）

》》》》》》时尚精品零售时尚精品零售

陈松键：广东风信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风信子跨境直购商城）陈松键：广东风信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风信子跨境直购商城）

陈希能：上海热风时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希能：上海热风时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hotwind））

丁　磊：马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　磊：马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maxwin））

方建华：广州市汇美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茵曼）方建华：广州市汇美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茵曼）

何　斌：上海笕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何　斌：上海笕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MJstyle））

何冠斌：广州菲特时尚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埃沃定制）何冠斌：广州菲特时尚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埃沃定制）

李华铖：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棉时代）李华铖：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棉时代）

黄心仲：深圳市乐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心仲：深圳市乐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LOHO眼镜）眼镜）

蒋代君：蒋代君：bebe总经理（总经理（bebe））

金日星：苏州贰零伍零服饰有限公司金日星：苏州贰零伍零服饰有限公司CEO（（2050-style韩国设计师品牌集合店）韩国设计师品牌集合店）

林　顼：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中国总部发展部总经理（屈臣氏）林　顼：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中国总部发展部总经理（屈臣氏）

刘东明：上海东方国际创业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衣架）刘东明：上海东方国际创业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衣架）

钱晓韵：上海意芙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伊芙丽）钱晓韵：上海意芙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伊芙丽）

石晓华：深圳市西遇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晓华：深圳市西遇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westlink））

孙来春：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清轩）孙来春：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清轩）

魏君宜：深圳市自然醒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自然醒）魏君宜：深圳市自然醒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自然醒）

温志军：温志军：UR-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 副总裁（副总裁（UR））

吴悦宁：广东快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悦宁：广东快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EO（（KK馆）馆）

杨栋宇：杨栋宇：LES AIRS乐晒首席运营官（乐晒首席运营官（LES AIRS））



袁　彪：上海爱彼此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袁　彪：上海爱彼此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ABS家居）家居）

赵　韬：觉客体验店创始人兼赵　韬：觉客体验店创始人兼CEO（觉客体验店）（觉客体验店）

赵寿坤：蔻莎国际品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蔻莎赵寿坤：蔻莎国际品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蔻莎COSCIA））

郑　敏：杭州郑仕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敏：杭州郑仕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A|K&FEICUI））

周发春：上海斓曦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春：上海斓曦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PASSTYLE））    

（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普通参会 ：：6800

会务安排：

1、门票：获参会名额1位，会议资料、会议用餐（主论坛当天中午自助餐、下午茶歇、晚宴）；

2、住宿安排：统一标准双人住宿2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