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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ITB China 演讲中心聚焦体育旅游、酒店分销和收益管理培训
ITB China 将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18 日在上海举办，除了在会议厅 A 和 B 举办的
论坛活动以外，50 多位国内外专家也将在由环球旅讯联合主办的 ITB China 演讲
中心的会议活动上，分享他们对于行业热点话题的见解，并就目前旅游业相关的
热点话题，如动物友好型旅游、酒店收益管理和持续发展中的体育旅游等话题展
开讨论，这也是 ITB China 相关的会议活动首次就以上话题进行分享探讨。
来看看 ITB China 演讲中心有哪些精彩的话题吧。
2018 年 5 月 16 日
14:00 - 14:20
携程旅行网 目的地营销 CEO 钱臻将针对旅游目的地营销做主题演讲。
14:20 - 14:35
演讲：首个中国年轻消费者动物旅游趋势报告
演讲嘉宾：央视市场研究 媒介与消费行为研究部副总经理 余峰
14:35 - 15:00
座谈：消费升级背景下，如何看待动物友好型旅游的价值与机遇？
主持人：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项目经理（野生动物） 郑钰
座谈嘉宾：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中国首席代表 赵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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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佳君
市场经理

凯撒旅游 助理总裁 葛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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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网 海外事业部负责人 林毅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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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5:20
演讲：基于旅游地产的共享度假
演讲嘉宾：天津微分享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EO 庄海
15:20 - 15:40

穆博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管理层: 高级副总裁
Dr. Martin Buck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17
号会德丰国际广场 4225 室

演讲：适者生存，欧洲旅游购物新生态
演讲嘉宾：德国易游集团 运营总监 Sandra Servos
16:00 -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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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泛太平洋酒店集团为持续增长做好了准备
演讲嘉宾：泛太平洋酒店集团 首席营销官 陈思霖
16:20 - 16:40
演讲：旅游业的全球经济影响和战略机遇
演讲嘉宾：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执行总监 Nigel David
16:40 - 17:00
演讲：Social CRM，让移动社交助力营销创新
演讲人：Webpower 全国商务总监 吴赟
2018 年 5 月 17 日
09:45-10:15
演讲：体育旅游为何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演讲嘉宾：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院长 李海
10:15 - 10:30
Case Study：瑞士如何打造体育旅游胜地？
演讲嘉宾：瑞士国家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 包西蒙（Simon Bosshart）
10:30 - 11:10
座谈：户外俱乐部为旅游目的地带来的新机遇
主持人：俱牛学院 负责人 朱正苑
座谈嘉宾：芬兰旅游局大中华区总监 吴赵宏
趣游网 总经理 邢勇峰
般马全球户外地接平台 创始人 成智渊
普动旅行 运营总监 武泽伟
11:10 - 11:25
Case Study：如何运用体育明星助力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
演讲嘉宾：豌豆蝠体育 营销总监 赵烜
11:25 - 11:40
Case Study：中国滑雪旅游客群分析
演讲嘉宾：SNOWHERO 滑雪俱乐部 创始人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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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 12:20
座谈：体育主题旅游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主持人：晟荟咨询 创始人 CEO 王亦磊
座谈嘉宾：柏林旅游局 市场总监 Ralf Ostendorf
盛路体育 总裁 史鑫利
优哉体育 联合创始人 CEO 李仲基
众信旅游 产品研发和渠道合作中心 总监 黄建华
14:00-14:20
演讲：多元化差旅模式解决方案
演讲嘉宾：中航易购 总经理 郭力
14:20 - 14:40
演讲：定制游规模化的元年
演讲嘉宾：北京妙计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婉燚
14:40 - 15:00
演讲：定制游人才培养与定制师职业化
演讲嘉宾：路书科技 教育事业部总监 李杰萌
15:00 - 15:20
演讲：多彩突尼斯
演讲嘉宾：突尼斯国家旅游局 公关负责人 武文昭
15:20 - 15:40
演讲：虚拟支付案例研究
演讲嘉宾：WEX Inc. 亚洲商业经理 姚一斌
15:40-17:00
颁奖：欢迎中国游客奖 (CTW Award)
主持人：中国出境游研究所 所长 王立基（Prof. Dr. Wolfgang Georg Arlt）
2018 年 5 月 18 日
10:00-10:10
演讲：酒店市场营销国际协会介绍
演讲嘉宾：玛丽蒂姆酒店集团亚洲区市场销售副总裁兼 HSMAI 大中华区负责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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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莲
10:10-10:30
演讲：中国酒店市场综述
演讲嘉宾：STR 中国区经理 刘博
10:30 - 10:40
演讲: 新一代酒店收益管理
演讲嘉宾：IDeaS 中国区助理副总裁 王越
10:40 - 11:10
座谈: 酒店分销专题讨论
主持人：STR 中国区经理 刘博
座谈嘉宾：德比软件 副总裁兼中国事业部总经理 何涛
众荟信息 大客户高级总监 葛秉杰
雅高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分销及收益总监 范伟越（Joep Van Meerwijk）
洲际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分销策略总监 邵子嘉
温德姆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市场部总监 潘颖
11:10 - 11:20
演讲: HSMAI 学院和酒店收益管理资格证书介绍
演讲嘉宾：阿里巴巴飞猪酒店事业部 副总经理 王睿
11:20 - 12:00
专题: 酒店客房收益预测专题培训
演讲嘉宾：HSMAI Asia Pacific 主席 Jackie Douglas
IDeaS 咨询顾问 亚太区 董臻
关于 ITB Berlin and ITB Asia
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ITB) 始办于 1966 年，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旅游交易
会。每年都有近 1 万家来自 180 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参与。ITB Berlin 也在过去 10
年于每年 10 月在新加坡举办 ITB Asia，760 家来自 73 个国家的参展商的参与让
ITB Asia 也成为亚洲领先的旅游交易会。作为在亚洲的第二个展会，ITB CHINA
国际旅游交易会在上海举行，与 ITB Asia 相比，更聚焦中国旅游市场。
关于 ITB CHINA 和 ITB CHINA 论坛
ITB CHINA 国际旅游交易会，2018 年 5 月 16-18 日，上海世博展览馆。由全球最
大旅展 ITB 联合环球旅讯共同主办，聚焦中国出境游市场 B2B 领域。为期三天的
行业盛宴上，850 多个中国特邀买家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将在平台上会面、
沟通、合作。 ITB CHINA 为买家及参展商提供超过 1.75 万个预约互动及快速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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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机会。ITB CHINA 论坛会议也将在 ITB CHINA 展会期间举行，会议由环球
旅讯联合主办。
更多详情请登陆 www.itb-china.com
关注官方微信号 (Wechat ID: ITB-CN)
关注 ITB 中国领英网页 LinkedIn.
关注 ITB 中国 Facebook 网页 Facebook
您也可以通过访问我们的网站在新闻媒体栏内下载官方新闻稿 www.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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