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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交流平台

本次峰会预计将有超过550+位嘉宾出席。

① 然而他们到底是谁？

② 当中有没有您感兴趣的人？

③ 能否在参加峰会之前就联系对方聊聊，

或者预约现场见面？

使用“会议交流平台”，您可以随时随

地浏览、搜索您感兴趣的参会嘉宾，并

与之在线沟通。

可以通过【交流平台】做什么？

查看参会名录，使用【筛选】功能进行【行业】或【职能】分类筛选， 或者搜索
感兴趣的公司/嘉宾，快速找到感兴趣的人；

添加感兴趣的嘉宾，互为好友后，即可收发私信，或进行实时对话；

查看最新会议日程，还可在【个人中心】编辑个人资料，设置个人资料或联系方
式公开或隐藏状态。



页面功能演示：以手机版为例



您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方式登录会议交流平台，登录时填写报名时提交的手机号码或邮箱即可。

 微信小程序登录

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环球旅讯会议小程序】即可登录。

（注：在微信【发现】页面底部【小程序】找到我们，设置为置顶；使用Android系统的用户也可直接添

加到桌面图标，简单方便找到我们）

 微信服务号登录

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微信服务号【我的环球旅讯】，点击服务号底部导航栏即可登录。

 网页登录

点击此处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登录。

（您也可以复制以下链接并粘贴到浏览器中打开：http://social.traveldaily.cn/）

如何使用？

微信小程序

微信公众号

网页版

http://social.travel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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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 AGENDA

时间 议程 主题 嘉宾

2017/10/18 09:15 - 09:30 开篇演讲 打破壁垒 演讲嘉宾： 环球旅讯 CEO 李超

2017/10/18 09:30 - 10:00 CEO对话 春秋航空转型之十字路口 对话嘉宾： 春秋航空 董事长 王煜

嘉宾主持： 环球旅讯 CEO 李超

2017/10/18 10:00 - 10:30 CEO访谈 亚洲航空的中国之路 对话嘉宾： 亚洲航空 中国区总裁 陈凯霖

2017/10/18 10:30 - 11:00 茶歇

2017/10/18 11:00 - 11:25 主题演讲 航空公司如何推动

个性化与精准营销？

演讲嘉宾： 南方航空 市场部总经理 吴国翔

2017/10/18 11:25 - 12:10 圆桌座谈 航空公司直销

——不仅仅关乎比例

南方航空 营销委副主任兼电子商务部总经理 黄文强

国航 销售部副总经理 黄峰

春秋航空 营销总监 王友权

座谈嘉宾： 必去科技 总裁 马国华

嘉宾主持： Yearth Group 创始人兼CEO 夏轶

2017/10/18 12:15 - 14:00 午餐



日程 | AGENDA

时间 议程 主题 嘉宾

2017/10/18 14:00 - 14:45 圆桌座谈 航空公司海外营销

海南航空 市场营销部国际分部总经理 师智伟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王银军

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 董事长 周晓光

国航 高级经理 朱萌萌

嘉宾主持： IBM 大中华区航空旅游业总监 蔡劲冬

2017/10/18 14:45 - 15:10 主题演讲 旅行者如何看待航空公司

的数字化转型？

演讲嘉宾： Amadeus 航空IT解决方案总监-亚洲太平洋地

区，俄罗斯，土耳其和独联体国家 Jonathan Tong

2017/10/18 15:10 - 15:35 主题演讲 中国航司增长官网直订比

例的4个关键
演讲嘉宾： Google 旅游教育行业总经理 徐诚赟

2017/10/18 15:35 - 16:05 茶歇

2017/10/18 16:05 - 16:30 主题演讲 航空公司如何成功实现数

字化转型？
演讲嘉宾： Datalex 首席技术官兼美国区总裁 布莱尔·科赫

2017/10/18 16:30 - 17:15 圆桌座谈
航空公司如何构建以客户

个性化体验为中心的IT系

统和流程？

春秋航空 首席信息官兼市场管理部总经理 郑连刚

OAG 中国区副总裁 张韶晖

西部航空 创新发展部产品运营总监 屈光

OpenJaw Technologies 中国运营副总裁 赵立岩

嘉宾主持： 东航 信息部PSS总经理 李志军

2017/10/18 17:15 - 17:40 特色环节 航空创新产品展示
展示企业： Kiwi.com 创始人 Oliver Dlouhy

展示企业： Air Black Box 创始人兼产品负责人 Timothy 

O'Neil-Dunne



日程 | AGENDA

时间 议程 主题 嘉宾

2017/10/19 09:30 - 12:00 分论坛 一

2017/10/19 09:30 - 10:00 主题演讲 演讲嘉宾： 腾讯社交广告 旅游行业负责人 卢叶眉

2017/10/19 10:00 - 10:30 主题演讲 支付创新将如何助力跨境游

业务增长？

演讲嘉宾： Ingenico ePayments 全球航空和旅游业

主管 Paul Van Alfen

2017/10/19 10:30 - 11:00 茶歇

2017/10/19 11:00 - 11:30 主题演讲 航司出海，如何利用搜索引擎

提升直销？
演讲嘉宾： iGola骑鹅旅行 创始人兼CEO 张岩

2017/10/19 11:30 - 12:00 主题演讲 大数据，小应用 演讲嘉宾： 国双科技 全国解决方案总经理 卢元

2017/10/19 12:10 - 14:00 午餐



日程 | AGENDA

时间 议程 主题 嘉宾

2017/10/19 09:30 - 12:00 分论坛 二

2017/10/19 09:30 - 10:00 主题演讲 阿里巴巴如何帮助全球航空公

司对接5亿中国用户？
演讲嘉宾： 阿里巴巴集团 副总裁 胡臣杰

2017/10/19 10:00 - 10:30 主题演讲 消费金融如何帮助航司吸引年

轻一代用户？
演讲嘉宾： 信用飞 消费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张怡

2017/10/19 10:30 - 11:00 茶歇

2017/10/19 11:00 - 11:30 主题演讲 航企如何通过全球数字体验优

化，提升直销收益？

演讲嘉宾：

SDL 大中华区总经理 陶慧

SapientRazorfish 客户服务执行总监 殷振华

2017/10/19 11:30 - 12:00 主题演讲 指数级增长——数据驱动的

航空公司业务转型
演讲嘉宾： TalkingData 咨询部航旅&政府行业高级总监 李楠

2017/10/19 12:10 - 14:00 午餐



日程 | AGENDA

时间 议程 主题 嘉宾

2017/10/19 14:00 - 14:25 主题演讲 由大众定制到预测式分析

——数字辅助销售的个性化对话
演讲嘉宾： 芬兰航空 辅助服务销售主管 Anni Ahnger

2017/10/19 14:25 - 15:10 圆桌座谈 如何通过技术驱动提升

辅助服务收入？

深圳航空 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 张瑜

山东航空 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 陈峰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北亚区域经理 王喆

阳光车导 创始人兼CEO 吴天斌

嘉宾主持： Datalex 中国区总经理 郭浩然

2017/10/19 15:10 - 15:30 主题演讲 OpenJaw Technologies 首席营销官 Colin Lewis

2017/10/19 15:30 - 15:55 主题演讲 营销之O&D收益管理 东航 客运营销委员会网络收益部高级副经理 杨鑫

2017/10/19 15:55 - 16:40 圆桌座谈 航空公司忠诚度计划

——你到底要关注谁？

东航 客运营销委员会客户关系部总经理 周莹

吉祥航空 商务部副总经理 孙培兰

华住酒店集团 会员营销中心副总裁 楼侃

国航 销售部常旅客部门运营经理 胡法进

嘉宾主持： 亿美汇金 副总裁 曾智辉

2017/10/19 16:50 - 00: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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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儿翻译机
如您在与外国友人面对面交流时有沟通障碍，可使用会议期间

提供的免费翻译机，点击查看翻译机介绍

同声传译服务
峰会现场提供免费的中英同声传译服务

翻译服务

注：如需上述服务，可凭借 身份证 或 护照 在会议现场领取翻译设备。

http://www.traveldaily.cn/newsletter/n171009/img/fany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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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酒店预订

园景房 1090 /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458

湖景房 1290 /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691

高级客房 990/间夜（双早，含税）
携程参考报价1100

酒店部分参考价格

会议协议酒店：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使用主办方提供的《酒店预订表格》提交预订即可享受协议优惠价格。《酒店预订表格》将在报名成

功后以邮件方式发送给您，或者 点击此处 提交预定信息。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tributeportfolio/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944
http://www.traveldaily.cn/newsletter/n171009/img/sheshanmaoyu.pdf


酒店环境

湖景房

御咖啡厅 宴会厅酒店外观

主泳池 健身中心



酒
店
平
面
图



酒店设施与服务

交通
自助停车场（24小时，免费）

豪华轿车服务（机场/火车站接送服务，提前24小时预订，单程700CNY起）

休闲娱乐
游泳池（室内/室外）

康体水疗（蒸汽房/御水疗/桑拿室）

健身中心

游戏室

卡拉 OK
商务服务
商务中心（可租用会议室）

货币兑换

自动柜员机（ATM）
其他服务
花店/礼品店

书报亭

美容/美发沙龙

提供医疗服务

无障碍设施

家庭活动和服务
儿童游乐区

儿童看护服务

备注：

上述部分服务及设施可能无法 24 小时提供，或需提前申请。某些设施/服务可能会收取费用。更多服务详情，可直接与酒店沟通联系。

酒店总机：021-5779 9999



东方佘山索菲特大酒店

参考价：1000起
距离会场:约4.7公里，约11
分钟车程
位置：松江区泗泾镇泗陈
公路3388弄 ，近嘉松公路。

维也纳酒店（上海佘山欢乐谷店）--协议酒店
距离会场:5.6公里，约12分钟车程
位置：松江区 沈砖公路5555弄11栋 ，近洞业路。

协议价：豪华大床房：370元/间 夜豪华双床房：390元/间夜
点击此处 下载预订表格，填写后发至 shsshlgdz@wyn88.com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

参考价：284起
距离会场：3.1公里，约
7分钟车程
松江区佘天昆路1515号 ，
近沈砖公路。

其他酒店

http://www.traveldaily.cn/newsletter/n171009/img/weiyena.pdf
mailto:shsshlgdz@wyn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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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坐拥上海最大的湖泊，置身于佘山国家旅游公园的自然风景之中。

距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28 公里约 40 分钟车程

距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75 公里约 70 分钟车程

距 上海虹桥火车站 40 公里约 35 分钟车程

距 上海火车站 80 公里约 80 分钟车程

到 市中心 38 公里约 60 分钟

会场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林荫新路1288号

联系会场：
总机：021-5779 9999

邮件：tommy.han@tributeportfolio.com

会场简介

mailto:tommy.han@tributeportfolio.com


出发时刻 班车路线

10月18日 07:20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会议场地

10月18日 18:10 会议场地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10月18日 20:45 会议场地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10月19日 07:50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会议场地

10月19日 17:15 会议场地 → 中山公园汇川路玫瑰坊

10月19日 17:10 会议场地→上海虹桥机 2 号航站楼/虹桥高铁站→1 号航站楼

备注：

10月13日上午班车预订请点击此处，或输入网址：https://www.wenjuan.in/s/UfE3iqY/

10月18日上午班车预订截止时间为：10月13日下午18:00

其余班次请留意会议现场通知预订。

会场交通 | 免费班车接送服务

https://www.wenjuan.in/s/UfE3iqY/
https://www.wenjuan.in/s/UfE3iqY/


会场交通 | 乘坐飞机

A.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2号航站楼→虹桥站（10号线，7站），虹桥站→宜山路（3号/4号线，1站），宜山路站→佘山站（9号线，9站），出站
后搭乘出租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

搭乘出租车：约 4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80元；

B.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2号航站楼→广兰路站（2号线东延伸段，8站），广兰路站→世纪大道站（2号线，6站），世纪大道站→佘山站（9号线，
18站），出站后搭乘出租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50分钟

搭乘出租车：约 6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180元；



A. 上海虹桥火车站–大会会场

地铁：虹桥火车站→虹桥站（10号线，8站），虹桥站→宜山路（3号/4号线，1站），宜山路站→佘山站（9号线，9站），出站后搭乘出租
车前往会场（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

时间：2小时

搭乘出租车：约 4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80元；

B. 上海火车站–大会会场

地铁：上海火车站→宜山路站（3号号线，8站），再按方案A

时间：1小时40分钟

搭乘出租车：约 60分钟车程，出租车费约 130元；

会场交通 | 乘坐火车



A. 地铁

地铁 9 号线佘山站，约 2.9 公里，打车 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B. 公车站

林荫新路林湖路（松江67路，松青线，约64米） 月湖站（沪陈线，松江92路，约108米）

东紫园-招呼站（松江92路，约443米） 月湖-玛雅水上公园（佘山旅游巴士，约179米）

会场交通 | 乘坐地铁、公交站



A. 从延安高架路
 从高架路通过收费站后继续前行至 A9 高速公路（沪青平高速公路）。

 从赵巷/佘山出口驶出。

 经过收费站后，在交叉路口左转，继续沿嘉松南路行驶。

 经过泗陈公路后，行至林荫新路。

 右转并沿林荫新路继续行至酒店

C. 从上海市东部出发
 沿人民广场行至延安高架路。

 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嘉松路，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B. 从上海市西部出发
 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沈砖公路。

 在嘉松公路右转。

 在林荫新路左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会场交通 | 自驾路线



D. 从上海市南部出发

 沿莘松路行至沪松公路。

 继续行至沈砖公路，然后在嘉松南路右转。

 继续直行并在林荫新路左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E. 从上海市北部出发

 沿中山高架路行至延安高架路。

 继续沿 A9 高速公路行至嘉松公路。

 在林荫新路右转，继续前行即可抵达酒店。

备注：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收取停车费用的标准为 10 元/小时，一天最高为 80 元。

会场交通 | 自驾路线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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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地处市中心西南约 46 公里处。

酒店毗邻国家旅游度假区和上海最大的人工湖。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占地约 47 平方公里，是上海唯一

一处享有优美山景的旅游胜地。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4A级）
地址：佘山林荫新路1158号，距离会场0.2 公里
费用：120元
集自然风景与现代雕塑艺术相结合的雕塑艺术园区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4A级）
地址：佘山塔弄口外青松公路9142号，距离会场2.5 公里
费用：免费
最具影响力森林公园

辰山植物园 （4A级）
地址：松江区辰花公路3888号，距离会场8公里
费用：60元
欧式景观规划，植物迷必去

松江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马山园）
地址：松江区近沈砖公路，距离会场7公里
费用：10元
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比其还斜1.6°

松江醉白池
地址：松江区人民路64号，距离会场15.0 公里
费用：12元
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九百余年历史

松江方塔
地址：松江中山东路235号,距离会场15.0 公里
费用:15元
古代文人的会聚地，松江遗址的缩影

休闲度假



松江清真寺
地址：松江区缸甏巷21号，距离会场15 公里
费用：6元
上海地区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建筑

泰晤士小镇
地址：松江区三新北路900弄，距离会场10公里
免费
融会英伦和东方建筑理念为一体

上海影视乐园
地址：松江车墩镇北松公路4915号，距离会场30 公里
费用：80元
旧上海的市井风情

欢乐谷主题公园（4A级）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林湖路888号，距离会场5.0 公里
费用：230元
中国首个连锁主题公园品牌

上海迪士尼乐园
地址：浦东新区川沙镇黄赵路310号，距离会场56 公里
费用：370~490元

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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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302米 月湖珍大厨小菜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林
荫新路1158号(近月湖雕塑公园)
电话：(021)57798381

沪菜 | 人均 98 元

会场附近饮食

距离：825米 秋月舫餐厅
粤菜 | 人均 70 元
地址：上海松江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林荫
大道1158号月湖秋景区內
电话：(021)57798190

距离：825米 森林人家
江浙菜 | 人均 90 元
地址：外青松公路9259号
电话：(021)57650777

距离：740米 茶铺楼农家菜

地址：松江区外青松公路佘山旅游度假区佘
山山前(佘山森林宾馆旁)
电话：(021)57653644

农家菜 | 人均 60 元

会场附近饮食

距离：707米 兰笋山庄餐厅
沪菜 | 人均 83 元
地址：上海松江区松江外青松公路9269号
电话：(021)57651170

距离：967米 东紫园龙庭会
粤菜 | 人均 179 元
地址：林湖路1189号林叶路189弄
电话：(021)67761027



万达广场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658 号

距离会场： 8 公里远

停车场：拥有1490个停车位

“无论是一楼潮流精品、二楼乐活体验，

还是三楼饕餮美食，都能满足需求。”

会场附近购物中心



上海菜又称本帮菜，吸收了粤、川、宁、

扬、苏锡等地方风味及西餐的烹饪手法，讲究取

众家之长推陈出新，体现了包容接纳新鲜事物的

海派饮食精神。尤以烹调鲜活著称，特别是鱼虾，

非鲜不取，非活不用，有浓油赤酱、色泽鲜亮、

注重原味的特色。锅烧河鳗、响油鳝糊、三黄鸡、

八宝辣酱、雪菜豆瓣酥、油酱毛蟹、油爆河虾、

上海醉蟹等都是典型的本帮菜。

上海菜



南翔小笼

三鲜小馄饨 蟹壳黄

生煎包

“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四大金刚

葱油拌面

特色小吃



本帮红烧肉 四喜烤麸油爆河虾

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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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服务

王雨婷 Rain

138 0278 8704

register@traveldaily.cn

演讲嘉宾联系

唐家振 Jerry

156 2604 0242

Jerry@traveldaily.cn

展览/赞助商咨询

陈绮玲 Mary                        曾琳盺 Echo 

132 4736 7225 135 6039 6094 

mary@traveldaily.cn echo@traveldaily.cn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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