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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商联CRECC海口峰会
2017 年亚太地区酒店合作论坛

活动概况及日程安排

一、大会主题

借“一带一路”风口

链“亚太共赢”商机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8 月 16 日-18 日

主会场：中国·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2 号

三、组织形式
指导单位：

全国工商联

海南省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主办单位：

亚太酒店协会（简称 APHA）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简称 CRECC)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

全联房地产商会高尔夫俱乐部

协办单位：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南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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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会展局

海南省工商联

海口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饭店杂志社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海南省地产商会

海口市中国旅行社

四、活动主要内容
1.开幕式及高峰论坛（1 场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

2.“一带一路”主题欢迎晚宴

3.房地产行业协会2017夏季会长办公会议

4.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换届大会

5.商会新一届（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及会长家宴

6.全国地产及酒店投资商供给侧产业链联盟成立仪式

7.亚太酒店协会海南分会 2017 年会

8.第五届中国酒店拓荒牛奖颁奖典礼

9.2017 酒店投资方与管理方、上下游产业链精准对接洽谈会

10.2017 全国地产及酒店投资商供给侧产业链展示交易会（简称：CRECC 博览交易

会，分两大展区：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展区、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展区）

11.2017 全国地产及酒店设计论坛

12.CCTV《厨王争霸》走进海南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13.政府、投资机构与企业项目（产品）路演

14.业主沙龙（中国地产、旅游及饭店业投资商）

15.全商联高协世界巡回邀请赛（海南站，两场）

16.海南省拟招商引资的旅游地产、酒店综合体项目参观考察及合作交流

17.“共赢亚太”闭幕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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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规模及参加对象
本峰会规模约 3000 人，其中出席商会换届大会、联盟成立仪式及高峰论坛的

代表约 500 人（商会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代表及特邀嘉宾），参加开幕式、CRECC

博览交易会的精准目标客户、专业观众（关联客户）约 2500 人。参加对象主要为：

中国地产百强企业、中国酒店百强企业、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亚太地区具有代表

性的酒店管理公司以及部分世界 500 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及高管代表；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酒店协会等国际组织相关负责人、国家及活动举办地政府

相关部门负责人；酒店投资商、酒店及餐饮企业主要负责人、产业链优秀商家、

有酒店及餐饮品牌招商需求的商业地产项目及大型旅游娱乐综合体相关负责人；

参与及支持地产业、旅游及饭店业发展的投资公司、投行、互联网金融机构、基

金管理者及持有人、国内外主流媒体等。

六、流程安排
2017年8月16日

09:00-18:00 注册报到 / 领取资料 / 入住酒店

13:00-18:00 全商联高协世界巡回邀请赛（海口站，预赛）

10:00-21:00 2017 全国地产及酒店投资商供给侧产业链展示交易会

（简称：CRECC 博览交易会）

09:00-18:00 精准对接洽谈会

主办方为有“投资方与管理方、资金与项目、品牌与资本、人才与

企业、产品与渠道”对接需求的商会合作伙伴提供预约及协调服务。

12:00-13:30 午餐 / 午休

14:00-16:00 亚太酒店协会海南分会2017年会

16:30-18:30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理事会换届大会

19:00-21:00 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家宴

（仅限商会理事会成员及特邀嘉宾出席，凭请柬入内）

19:00-21:00 特色自助晚餐（同步进行）



4

2017年8月17日

08:00-08:45 注册报到

08:00-21:30 CRECC 博览交易会

09:00-18:00 精准对接洽谈会

主办方为有“投资方与管理方、资金与项目、品牌与资本、人才与

企业、产品与渠道”对接需求的商会合作伙伴提供预约及协调服务。

09:00-21:30 CCTV《厨王争霸》走进海南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主会场环节（09：00-12：00）

09:00-09:30 2017年亚太地区酒店合作论坛开幕式

1.领导及嘉宾致辞（拟邀）

1 全国工商联／国家旅游局领导致开幕词

2 海南省政府／海口市政府领导致欢迎词

3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领导致贺辞

2.开幕剪彩嘉宾（到场领导，到场会长、联席会长、赞助商代表）

3.全国地产及酒店投资商供给侧产业链联盟成立仪式

09:30-10:30 专家主旨演讲

10:30-11:00 茶歇／交流联络

（此专场社交可为您与众多参会者提供互换名片的机会）

11:00-12:00 【领袖圆桌会议】全产业链策略：怎样建一家会赚钱的酒店？

（从项目策划、定位、选址、调研、设计、建设、装修、筹备、

开业、运维等）

12:00-12:30 全体与会嘉宾大合照留念

12:30-14:00 午餐 /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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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分会场环节（14：00-18：00）

14:00-15:30

【平行论坛 A】酒店设计论坛

【平行论坛 B】营销创新论坛

【平行论坛 C】智慧餐饮论坛

15:30-16:00 茶歇／交流联络

（此专场社交可为您与众多参会者提供互换名片的机会）

16:00-17:30

【平行论坛 D】投融资论坛

【平行论坛 E】供应链管理论坛

【平行论坛 F】酒店迭代论坛

14:30-18:00 房地产行业协会2017夏季会长办公会议

集体活动环节（18：00-21：00）

18:00-19:00 主题音乐酒会

（投资方与管理方、产业链供应商和采购商合作洽谈）

“一带一路”主题欢迎晚宴

19:00-19:10 独具魅力的晚宴开场秀

19:10-19:30 商会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19:30-19:40 祝酒仪式

19:40-20:10 第五届中国酒店拓荒牛奖颁奖典礼

19:40-21:30 （同步）节目表演／抽奖互动 / 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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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8日

06:30-08:30 早餐

分组活动环节

09:00-13:00 A 线：参观考察（分组）

07:00-13:00 B 线：全商联高协世界巡回邀请赛（海口站，决赛）

集体活动环节

13:30-15:00 联谊沙龙、颁奖及闭幕午宴

15:00-18:00 送机、返程（或自由活动）

注：1. 部分特色项目，主办方为参会代表同时段提供 A、B 线路，以供个性选择；

2. 本日程安排为计划方案，推进过程中，主办方有权进行适当调整而不会事

先再征求参会者意见，请以主办方活动现场最终发布为准。

七、大会特别呈现

直播间

中国商旅第一新媒体与网络社交平台“悦旅”，独家为大会提供微信视频直播，

万人同步观看、参与 2017 年亚太地区酒店合作论坛。

助学金

中国商旅第一新媒体与网络社交平台“悦旅”，将在此次大会上启动赞赏功能，

所得款项将捐予海南大学旅游学院，用以爱心助学，为未来中国旅游饭店业的发

展尽绵薄之力。

我们不仅仅是旅游、酒店及餐饮业者，更是有情怀的行业助跑者。

云计划

提问与回答，我们和媒体同行一起挖掘企业家、专业人士的智慧与谋略。

一次云端的交流，一场成功的洽谈，专属于您的云计划。我们提供企业专享的商

业空间，让每一家企业与更多的参会人士交流与共享。

空间馆

有限的空间呈现无限的品牌。

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张展示画板，更是品牌与产品的一次次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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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组织委员会主席团名单

名誉主席：
周铁农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黄孟复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总顾问：
刘毅

原国家商业部部长

国家旅游局原局长

顾问：
程文栋

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名誉会长

霍震寰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

张力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

富力地产集团董事长、总裁

张世尧

原国家商业部副部长

中国烹饪协会原会长

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名誉会长

张广瑞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联席主席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创办人、名誉主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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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主席：
张辉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会长

中国金茂（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联席主席（排名不分先后）：
庄启明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副主席

富力地产集团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宁奇峰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川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恒大旅游集团常务副总裁兼酒店管理集团董事长

徐国荣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副主席

中粮置地副总兼酒店管理部总经理

金阳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副主席

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徐哲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保利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建明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联席会长

明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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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席：
冼 锋

中商集团(亚洲) 投资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全商联（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主要社会及行业任职：

（行业发展的热心推动者，跨界资源整合的忠实践行者）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常务理事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执行会长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高尔夫俱乐部执行主席

亚太酒店协会主席

中国饭店业名人俱乐部主席

中国饭店杂志社出版人、社长

悦旅新媒体（中国商旅第一新媒体与网络社交平台）出品人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高尔夫俱乐部创会理事长

中山大学房地产 EMBA 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首席及特邀合作媒体

首席合作媒体：

（中国网，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管、中国互联网新闻

中心主办的中央级官方新闻网站，以中、英、法、西、德、日、俄、阿、韩等 10

个语种 11 个文版向全球发布信息。覆盖全球 204 个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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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电视合作媒体： 首席合作新媒体：

特邀签约电视：

特邀签约通讯社：

九、主办单位介绍

（一）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简介

全联房地产商会（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 CRECC），

是由国务院批准成立、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的国家一级社团法人（登记号：

4957），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12 日，业务主管单位为全国工商联，社团主管单位

为国家民政部。

商会目前拥有会员企业 5500 多家，其中 890 多家为主板上市公司，以房地产

企业为主，同时还包括 30多个省、市房地产商会团体会员，会员来自房地产开发、

建筑设计、金融投资、供应商等房地产产业链各个方面。本届全联房地产商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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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富力地产集团董事长张力 ，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

中粮地产董事长周政、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中国金茂控股执行董事李从瑞、复

星地产控股董事长徐晓亮、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执行董事许世坛、光明地产

集团总裁沈宏泽、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

仑等 48位为副会长。

全联房地产商会酒店投资商会（简称“酒店投资商会”）是全联房地产商会

直属机构，由投资旅游地产、商业地产或“酒店＋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开发商、

投资公司、投行、互联网金融机构、基金管理者及持有人，酒店及餐饮企业，上

下游产业链商家，与本行业领域相关的企业、团体和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全

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中国约 70%以上的中高端酒店业主是酒店投资商会的

会员， 会员单位包括：金茂、万达、富力、恒大、中粮、中信、中商、华侨城、

招商、保利、鲁能、碧桂园、雅居乐、蓝光、绿地、明宇、开元、粤海、金陵、

国开、高盛、贝恩资本、美高梅集团、澳门银河集团、香港霍英东集团等。

本届酒店投资商会会长为中国金茂（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辉，中商集团(亚

洲) 投资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全商联（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亚太

酒店协会轮值主席冼锋为执行会长，富力地产集团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庄启明、

中粮置地副总裁徐国荣、保利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徐哲、万达商

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宁奇峰、恒大旅游集团常务副总裁兼恒大酒店集

团董事长王川、明宇实业集团董事长张建明、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金阳等 7 位为联席会长（区域召集人）；雅居乐集团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钟国

坚、鲁能集团商业旅游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涛、碧桂园集团外资酒店管理中

心总经理戴玉、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陈少川、招商地产

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张跃农、越秀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梁丹青、霍英

东集团董事副总裁林锡鎏、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维也纳酒店集团董事长

黄德满、粤海（国际）酒店集团董事总经理王威、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黄鹏、东呈国际集团董事长兼 CEO 程新华、金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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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陈雪明、卓越置业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李晓平、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总裁王军、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陆晓亮、四川蓝光商业集团董事

长刘侠等 48位为副会长。

（二）全商联高协简介

全联房地产商会高尔夫俱乐部（简称：全商联高协），由全国各地知名的房

地产开发商、酒店投资商、金融界、上下游产业链商家等单位的高尔夫运动爱好

者共同自愿组成的行业性、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第十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为总顾问，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中国高尔夫

球协会主席袁伟民等为高级顾问， 著名职业球手、资深教练张连伟，中国国家女

子高尔夫球队队长黎佳韵为首席教练，霍英东集团主席霍震霆、富力地产集团董

事长张力、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等为名誉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霍英东集团

行政总裁霍震寰为主席，中商集团（亚洲）投资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全商联（深

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冼锋为执行主席。

全商联高协至今已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迪拜、新

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海南、云南、成都等国家和地区

举办过会员杯或世界巡回邀请赛。

（三）亚太酒店协会简介

亚太酒店协会（Asia Pacific Hotel Association，缩写：APHA）是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成员机构，由亚太地区的著名跨国酒店集团、高星级酒店、知名餐

饮企业联合发起成立，总部设在新加坡，在广州、香港、曼谷、东京等地设有办

事处，是亚太地区酒店与餐饮企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APHA 的宗旨是号召亚太区

酒店及餐饮业联合起来，共促行业发展，共建平等交流、互通信息、共享商机的

高端平台。APHA 将集合各地政府及民间的力量，不断推动亚太区旅游饭店业的可

持续增长，价值和品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