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亚洲幼教年会(APEAC)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亚洲幼教年会(APEAC)将于2017年11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一、相约苏州丨共享盛会一、相约苏州丨共享盛会

MEET IN SUZHOU

幼 教 盛 会幼 教 盛 会

2017亚洲幼教年会&2017亚洲幼教年会&学前教育学前教育产业年展产业年展

2017年亚洲幼教年会定档11月9日-11日
相约
中国·苏州

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18000平米会议区＋18000平米会议区＋苏州国际博览中心27000平米三大展馆27000平米三大展馆

本届年会荟萃百场议题——优秀的海内外专家讲师、巨高品质的课堂内容、紧张而浓郁的学习氛围，专注提升您参
会的价值收获！三百家品牌项目，汇聚行业百强，一站式服务体验，值得您的信赖！

 2017届年会更加精彩，我们诚挚邀请您共同饕餮盛会，一起携手、共赢未来！

二、百场议题丨学习盛宴二、百场议题丨学习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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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亚洲幼教年会    

邀请百位海内外专家讲师，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解决0-6岁早期教育机构的诉求和痛点。



他们之中有一线优秀园长、全国名园长，有全国特级教师、研究型教研员、实践型课题带头人。其中有研究者，有
实践者，有探索者；而且，研究者同时又是思想者，实践者同时也是探索者。

这些大咖应年会之邀，倾囊分享教育智慧、实践智慧和教育经验，以启迪我们做更多的创新和思考！

议题&价值   

年会围绕“把脉发展走向、重塑价值诉求，定位品质特色 、优化办园模式，自信中国特色、瞩目国际视野 ，引领时“把脉发展走向、重塑价值诉求，定位品质特色 、优化办园模式，自信中国特色、瞩目国际视野 ，引领时
代主流 、共赢资源平台”代主流 、共赢资源平台”的价值主张，集百家智慧，鸣百家之声。

精心规划17个专题板块精心规划17个专题板块

延展细分百场议题

—

新法与行业变革

行业发展模式

特色/品牌定位

中国文化与儿童教育

幼教国际视角

社区/家庭教育

0-3岁婴托教育

招生创新

课程体系

环境创建

安全守护

名园长管理课堂

教师专业成长

幼教资源平台

幼教大数据

幼教+资本

名师直播讲堂

——这一切辛勤耕耘和付出，只因为我们期待以一流的学者讲师和高品质的课堂内容，提升每一位参加者的价值收
获！

三、会中峰会丨洞见未来三、会中峰会丨洞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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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共赢  

1.《行业发展模式论坛》1.《行业发展模式论坛》

共同探究在新法+新政+资本驱动下的行业发展新模式！

2.《学前教育2.《学前教育投融资投融资峰会》峰会》

定向邀请投资人/地产商/拟定融资并购与被并购对象，为双方搭起面对面的桥梁！

3.《城市&项目·共赢峰会》3.《城市&项目·共赢峰会》

发布优质新项目新服务，把商机送在您面前！

“名师直播课堂”“名师直播课堂”您喜欢吗？

园所领导来参加年会，教师也可参加培训，是不是更好？！！组委会开通五场“名师直播讲堂”五场“名师直播讲堂”，邀请各地著名名
师工作室牵头人和特级教师进行全网直播，每张门票赠10个培训账号（每个100元）每张门票赠10个培训账号（每个100元），快来领取吧！

名师直播讲堂名师直播讲堂

“名师直播讲堂”直播收看指南“名师直播讲堂”直播收看指南

1.“名师直播讲堂”邀请各地著名名师工作室牵头人和特级教师进行全网直播， 让各地老师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到
优质的培训课程。
2.   直播时间在2017年11月9日下午开始到12日中午结束，共6个半天的时间。请老师提前选好议题，调整好听课时
间。
3.   每个直播账号100元服务费用。如果你的领导购买了参会门票，每张门票含有赠送的10个直播账号，请你注册领
取。
4.“名师直播讲堂”需要老师实时收看和互动，无回放。老师可登录账号后，点击下面的“直播入口”，用手机实
时收视参加特训。
5.   如观看时出现网络延迟，可以切换入口线路。如还不能流畅观看，请检查网络、网速是否适合。

参与单位参与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北京幼海天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苏州市民办教育协会
执行机构：  苏州市节庆会展策划有限公司研究
机构支持：  中信证券研究部    蓝天会公益
组织支持：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互联网
社区支持：    好园长

支持单位：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亚洲教育北京论坛 
河北省民办教育协会 
山西省民办教育协会 
安徽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陕西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陕西省民办学前教育联盟 
广西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福建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发起组织单位：

红黄蓝
昂立国际教育
东方之星
大地
小禾科技
华幼未来
万婴教育机构
liber
齐家·6+1
新虹艺教育
禹文学前教育
年成软件
育儿周刊
维伯国际幼教集团
万高达
万唯教育
霞歌教育
小神龙教育
子午线
春苗教育
易趣

区域联合组织单位 ：

六安市学前教育协会 
康学文教图书用品商店 
芜湖市小哈比亲子教育推广有限公司 
北京巴拉乌拉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水米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鲨鱼公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天会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闽州童幼教用品有限公司 
甘肃文中图书有限公司 
揭阳市惠诚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茂名市城区七彩虹教育咨询中心 
清远智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智慧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宝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贝儿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橙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博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聚贵缘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海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霸州市嘉宝幼儿艺术学校 
邯郸市邯山区明天文教用品销售中心 
河北晟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阳传奇幼儿教育 
小叮当幼教 
洛阳市学前教育协会 
漯河博睿幼教 
平顶山本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儿童之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新申教育书店 
驻马店智成幼教 



黑龙江鸡西儒新教育 
佳木斯育童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维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领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冈阳光幼教服务中心 
雯睿文化用品经营部 
襄阳三人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绿樱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强盛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新绿舟教育 
徐州博苑天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品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童蒙(江西)教育 
鞍山小布朗书香馆 
大连尚山儿童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阜新彼洋文化教育 
锦州市科林幼教服务中心 
沈阳童萃图书有限公司 
营口市和信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春艺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内蒙古启蓓文化 
包头幼琳教育销售 
赤峰行德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腾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内蒙古滴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通辽市羽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源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青海智胜文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华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青岛海贝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奇婴童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九辉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七色鹿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枫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童得乐慧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大同智恒文教 
安康市金州启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书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迪卡装饰工程有有限公司 
远播教育集团 
成都立德仁教育咨询中心 
广元市领航科学教育拓展有限公司 
乐山益童文教发展有限公司 
眉山市诚信幼教装备有限公司 
爱迪儿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笑眯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巨人文具书店 
西昌市攀枝花学知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宜昌启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趣理財國際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乌市龙图书店 
云南成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翰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昭通市亿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童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通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温州市教玩具行业协会 
浙江嘉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弘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新浩兴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宝贝梦工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幼教展会幼教展会

亚洲幼教年会（Asian Preschool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简称APEAC）是由多个教育厅/局（教
委）、科研院所、学会（协会）、幼教业界众多教育机构（集团）、企事业单位共同组织举办，汇聚海内外多品
牌、多元素、多形式的学前教育行业大型综合性信息交流平台、商业连接平台、行业融合平台。“2017亚洲幼教年
会&学前教育产业年展”将同时使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27000平米展馆和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的18000平米会议
区域，于2017年11月上旬同期盛大举办。这将是资本与幼教对接的平台,将是一场学术派与实践派思想交汇的盛会，
将是学前教育行业优秀项目与一线园所及千城渠道代理企业对接的行业年展!
我们会为您的品牌和项目极力打造一个集品牌形象提升、项目推广交流、信息互动分享、优质资源收获于一体的展
示平台和多元化的高效互动空间，大幅提升贵司品牌项目的营销和资源配置效率！

亚洲幼教年会暨学前教育产业年展

——1到6岁/百场课程

——热点专题/三场峰会

——三大展馆/三百品牌

——千家代理/万名园长

展会举办地点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是唯一一家具备国际会展业三大行业组织——全球展览业协会（UFI）、国际
展览与项目协会（IAEE）、国际独立组展商协会（SISO）正式会员资格的国内展览场馆。博览中心现有室内展厅8
个，展示面积7万平方米，室外广场面积14万平方米，展厅高度12米。2017年11月，同时使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18000平米的三大展馆和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的27000平米会议区的“2017亚洲幼教年会&学前教育产业年展”将
盛大举办。

参展价值

品牌企业众多
众多海内外知名企业、品牌机构和组织集中参加盛会，如亿童等共涵盖十一大类，引爆商机。
构建渠道的良机  
年会期间召开“项目&城市---共赢峰会”，特邀请全国千城优秀的幼教代理商参会。年会还有近100家省市幼教协
会参会，它们正在成为新的资源配置服务渠道。有众多的精准受众，正是与您公司年度营销方案深度配合的良机。
专业万人受众  
参加年会的主要是0到6岁阶段的公立&民办教育机构（集团）的投资人、管理者，国内外幼教领域的专家、教研
员，以及风投机构等10000+专业人士。
精心导流  
A馆18000平米的会议区域，与B/C/D三大展馆27000平米的区域，相互之间仅仅有一墙之隔，大家约见往来都非常
方便。并且，在开展时间段、签到区域、就餐区、服务中心、出入口等功能区和人流通道的设置方面，精心策划，
有效引流。
强势宣传  
在凤凰网新闻、腾讯网快报、慧聪网、今日头条、网易教育、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搜狐网、搜狐教育、新浪网、
人民网、中国幼儿教育网、《学前教育》杂志社、《育儿周刊》杂志社、好园长社区、各省地方网媒、苏州市内、
官网官微等新媒体，全方位多角度打造线上线下的超强宣传。

11月9号11月9号

一层 一层 



09:00—09:1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APEAC开幕

09:10—09:2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王佐书 致辞

09:10—09:25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苏州市《致辞》

09:25—09:3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组委会执行主席《致辞》

09:30—09:4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组委会主席杨志彬 《致辞》

09:40—10:4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全球幼教发展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10:40—11:0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2017中国幼教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1:00—12:0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2016-2017中国幼教行业投融资现状及趋势》

11:20—11:3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对从事幼教工作的三点期望》

11:30—11:4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中国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致辞》

11:40—11:55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农村幼儿园公益行动惠千园

11:55—12:30 B馆三层金鸡湖 厅

2018APEAC举办城市发布

14:00—17:50 A101-A102 厅

巅峰论坛《如何打造艺术特色幼儿园》

14:00—16:00 A103-104 厅

中国式幼儿园的国际价值 ——中国特色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价值重塑

14:00—16:00 A105 厅

不会带团队，你就干到死

14:00—16:00 A106-107 厅

新法及三年行动计划对园所的影响

14:00—15:30 A108-110 厅

巅峰论坛《幼儿园上市公司的未来之路》



16:00—17:50 A103-104 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的传承与实践

16:00—17:50 A105 厅

一位男幼师的三次突破

16:00—17:30 A106-107 厅

巅峰论坛《新法与行业变革》

二层二层

14:00—15:30 A202-203 厅

五S管理：幼儿园安全守护之密钥

14:00—15:30 A204-205 厅

全日制托班模式剖析_园中园及早教托班的运营

14:00—15:30 A206-208 厅

幼教企业（含营利性幼儿园）税收筹划实务

14:00—15:30 A209-211 厅

中国3-6岁幼儿体质健康评价及运动改善方案

14:00—16:00 A214-215 厅

讲好幼儿园里的品质故事——招生依赖于有爱的温度

14:00—16:00 A216-218 厅

百果园的品牌故事

15:30—16:30 A202-203 厅

幼儿园安全管理与危机公关

15:30—16:30 A204-205 厅

如何用亲幼互动模式提升园所竞争力

15:30—16:30 A206-208 厅

民营园财务管控与预决算

15:30—17:30 A209-211 厅

美日幼教考察报告

15:30—16:40 A212-213 厅

瑞吉欧教育理念在中国幼儿园的实践和操作

16:00—17:50 A216-218 厅

标准化管理是幼儿园发展之根本

16:40—17:50 A212-213 厅

蒙台梭利教育在21世纪的中国

三层三层



14:00—15:00 A301-302 厅

教育科技投资之路

14:00—17:30 A301-302 厅

提升幼儿教师语言能力三个关键点

15:00—15:30 A301-302 厅

当阿里盯上幼教业

15:30—16:00 A301-302 厅

产品输出实现1年数亿营收的背后秘诀

16:00—16:30 A301-302 厅

幼教科技未来：家园沟通新模式

16:30—17:50 A301-302 厅

科技论坛《互联网幼教领域的科技创新》

11月10号11月10号

一层一层

09:00—10:30 A101-A102 厅

美国幼儿园怎样做家园共育？

09:00—12:00 A103-104 厅

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

09:00—10:30 A105 厅

教师评价行为与幼儿发展

10:30—12:00 A101-A102 厅

高质量的家园互动新模式

10:30—12:00 A105 厅

巧用不同培训模式提升教师成长成效

14:00—17:50 A103-104 厅

学前教育中的STEM教育

二层二层

09:00—10:30 A202-203 厅

环境创设3.0时代

09:00—10:30 A204-205 厅

国外0-3岁婴儿教育发展与中国婴幼儿发展

09:00—10:30 A206-208 厅

民办普惠园团队文化建设创新策略

09:00—12:00 A209-211 厅



大脑叙事学习特点与幼儿园课程设计

09:00—10:30 A212-213 厅

集团化园所课程管理的架构与实施

09:00—10:30 A214-215 厅

如何让特色成为招生的推进器

09:00—10:30 A216-218 厅

新幼教品牌分层战略

10:30—12:00 A202-203 厅

“五段法”：幼儿园环境创设新法门

10:30—12:00 A204-205 厅

早教中心的运营与招生

10:30—12:00 A206-208 厅

优秀教师梯队的打造促幼儿园快速发展

10:30—12:00 A212-213 厅

设置源于儿童兴趣的目的性学习环境，平衡预期学习成果

10:30—12:00 A214-215 厅

新园招生三部曲

10:40—12:00 A216-218 厅

绘本阅读---打造幼儿园新品牌优势

14:00—16:00 A209-211 厅

美国幼儿园怎样培训教师

14:00—16:00 A212-213 厅

STEM教育的幼儿园本土化实践思考

14:00—15:50 A216-218 厅

幼教芯纪元，园长新思维（普惠）

16:00—17:50 A214-215 厅

巅峰论坛《幼儿园课程的产品创新与渠道变革》

三层三层

09:00—10:00 A301-302 厅

新民促法政策下，学前教育的资本机会

09:00—12:00 A303-305 厅

通过绘本阅读提升幼儿多元表达能力

10:00—10:30 A301-302 厅

修法前后的教育行业投资并购分析



10:30—11:00 A301-302 厅

资本驱动下学前教育发展的几个趋势

11:00—12:00 A301-302 厅

办学VS资本，教育市场机会与挑战

14:00—14:30 A301-302 厅

整合式并购/赋能式投资，在中国幼教产业的实践

14:00—17:30 A303-305 厅

以情感教育为旨归的‘织网式’课程

14:30—15:00 A301-302 厅

教育为本，资本为器

15:00—16:00 A301-302 厅

资本视角下中国幼教的发展策略

16:00—16:30 A301-302 厅

学前托管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16:30—17:50 A301-302 厅

论坛《学前教育领域当前的投资机会》

11月11号11月11号

一层一层

09:00—10:30 A101-A102 厅

怎样让普惠园做出品质及规模化发展

09:00—10:30 A103-104 厅

传承与创新民间游戏，让幼教回归本真

10:30—12:00 A101-A102 厅

连锁服务机构的标准化

10:30—12:00 A103-104 厅

学中乐，乐中学——培养良好习惯是素质教育的根本

14:00—15:00 A101-A102 厅

国际幼教连锁机构的发展模式

14:00—16:00 A103-104 厅

现代法国幼儿教育体系与百年纳唐

15:00—16:30 A101-A102 厅

幼教集团的多品牌管理

16:00—17:50 A103-104 厅

《一带一路.中法幼教的“和而不同”》



16:30—17:50 A101-A102 厅

多元竞争环境下的区域幼教品牌构建与发展

二层二层

09:00—10:30 A202-203 厅

幼儿美感敎育的重要－Al人工智能无可取代的能力

09:00—10:30 A204-205 厅

音乐律动与婴幼儿早期发展

09:00—10:30 A206-208 厅

园长与幼儿园课程建构

09:00—12:00 A209-211 厅

韩国幼儿园自然教育课程

09:00—10:30 A212-213 厅

培养幼儿情商能力—社会领域课程

09:00—10:30 A216-218 厅

以家园互动促品牌特色

10:30—12:00 A202-203 厅

环境的适宜性与儿童发展

10:30—12:00 A204-205 厅

社区模式开辟早教新蓝海

10:30—12:00 A206-208 厅

构建幼儿园高绩效团队

10:30—12:00 A212-213 厅

倾听·回应，生成“我们的”课程

10:30—12:00 A216-218 厅

国际视野下的教师专业化与教育高质量

13:30—15:00 A204-205 厅

日本0-2周岁儿童保育制度与实践

14:00—15:30 A202-203 厅

幼儿园室内区域环境创设的规划技巧

14:00—16:00 A206-208 厅

规范后勤管理，管控安全风险

14:00—16:00 A209-211 厅

家庭教育教练式课堂

14:00—15:30 A212-213 厅



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常见问题解析

14:00—15:50 A212-213 厅

幼儿园课程的高质量运行与教学管理

14:00—15:30 A214-215 厅

《如何打造艺术特色幼儿园》

14:00—15:30 A216-218 厅

婴幼儿的第二语言与英语阅读启蒙

15:30—17:50 A202-203 厅

幼儿园安全守护与幼儿伤害事故处理

15:30—17:50 A212-213 厅

幼儿园精粹课程

15:30—17:30 A216-218 厅

共享品牌——重构未来区域幼教集团新模式

16:00—17:50 A206-208 厅

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中的危机预防

三层三层

09:00—12:00 A303-304 厅

基于幼儿学习特点的幼儿园教育

09:00—10:30 A305 厅

搭建教师专业成长的金字塔

10:30—12:00 A305 厅

“研究型”一线教师炼成记

14:00—17:30 A303-305 厅

幼儿园集体环境下早期阅读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以责任凝聚资源  用热情传递价值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1500元/人，3人及以上享优惠价1200元/人参会费：1500元/人，3人及以上享优惠价1200元/人

（ 含场地、资料费用 ）

签到须知签到须知

一.签到时间一.签到时间

请您在11月9日上午至苏州国际博览中心B馆大厅签到处，刷身份证后领取年会门票和胸卡，并领取《参会指南》折
页和《采购指南》。

上午签到后，可直接到举办“亚洲学前教育产业年展”的B、C、D馆，在指定的服务台领取《年会资料包》，同
时，充分了解选择您需要的项目和服务。

二.佩戴胸卡二.佩戴胸卡

胸卡（门票）是您进入会场和展馆的唯一凭证，请全程佩戴。

三.参加开幕盛典三.参加开幕盛典

开幕盛典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B馆三层的金鸡湖厅进行，有震撼的学习交流氛围、海内外学者讲座、行业年度报告等
等精彩，呈现给您。
请您在11月9日下午13:00凭门票或胸卡入场，就座在前排，以便分享精彩内容。

四.参加各议题场四.参加各议题场

A. 各分会场分布在苏州国际会议中心（A馆）的一至三层，进入各分会场需出示门票（胸卡）。无胸卡或门票不能
通过检票口。

B. 《参展证》不能通过检票口进入会议区域。

五．观展并选择合作项目五．观展并选择合作项目

同期盛大举办的“亚洲学前教育产业年展”的B、C、D馆中，有近400家服务品牌，请您充分了解对比，为事业的
腾飞引入优秀项目和服务。您也可以选择项目的推介专场，洽谈合作。

六.发票领取六.发票领取

年会期间，我们设有发票服务台，方便您领取发票。

七．学时证明七．学时证明

我们在举办“亚洲学前教育产业年展”的B、C、D馆中设有总服务台，发放《园长大礼包》、奖品和纪念品等等，
请您移步到这里领取。



问：可以退票吗？问：可以退票吗？

答：在2017年10月30日前，您无法参加亚洲幼教年会，可申请退票，退款金额将扣去8%的手续费。（如果您已经
拿到发票，需要把发票寄回后才可退款）。在2017年11月1日后，不接受任何情况的退票，包括2017年11月1日以
后购票的。

 

问：可以转让票吗？问：可以转让票吗？

答：可以。请提前联系客服人员。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