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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会议日程概览

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16.00 – 19.00 会议注册

08.30 – 09.00 培训注册（须单独办理注册手续）

09.00 – 12.00 培训：购物中心的管理（只提供普通话）

14.00 – 17.00 培训：购物中心的租赁（只提供普通话）

17.30 – 19.00 欢迎酒会

 地点：中国国家会议中心
 

2013年12月2日  星期一

08.00 – 18.00 会议注册

09.00 – 16.30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主题会议

09.00 – 17.00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展览

17.00 – 18.00 第六届亚太购物中心大奖颁奖典礼

18.00 – 19.30 颁奖酒会

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08.00 – 17.00 会议注册

09.00 – 15.00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主题会议

09.00 – 17.00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展览

15.00 – 17.00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中国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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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购物中心协会现自豪地向您介绍2013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这是本地区
最大和最负盛名的购物中心与零售行业聚会。

本年度的会议将有来自四大洲的嘉宾就这一行业的未来影响因素发表演讲。多个国际零售品牌将成为
本次会议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将探讨向成长型市场进行战略扩张的规划。



2013年12月2日  星期一

09.00 – 17.00 展馆开放

09.00 – 09.45 行业现状演讲

Michael P. Kercheval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09.45 – 10.30 开发商与零售商进入亚洲的时机   
 
 

- 经验分享

 
Peter Sharp 
沃尔玛亚洲不动产
总裁
香港

10.30 – 11.30 茶歇

11.30 – 12.15 从一个美国零售商的视角                         
 看新市场开拓

Enrique Nehme 

国际业务副总裁
Charming Charlie

美国

12.15 – 13.00 Matrix与Zion的战争：电子商务与实体
零售

 
  
 

Peter Goldsmith
赫斯科
英国

13.00 – 14.30 午餐

14.30 – 15.15 孩子们将去的地方⋯  
 亚洲有众多的儿童

邀请嘉宾：
Xavier Lopez Ancona

首席执行官
Kidzania

墨西哥

15.15 – 16.00 保持全球产品的诚信和质量  
 

邀请嘉宾：
Enrique Kaufer

国际业务发展总监
Jamba Juice

美国

16.00 – 16.45 茶歇

16.45 参会代表与获奖提名者就坐  
 

16.45 – 17.00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全球主席致辞  
 
 
David J. LaRue
Forest City Enterprises, Inc.
美国

17.00 – 18.00 第六届亚太购物中心
大奖颁奖典礼  

 
  
  
 

18.00 – 19.30 颁奖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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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项扩展战略需要了解进入一个市场的时机，以及
对该市场进行评估时需要考虑的要素。这还涉及公司的
内部流程以及是否准备好进入新的市场。

Kidzania提供娱乐、教育服务，并帮助孩子们参与到当
今世界快节奏的生活中。他们专注于了解孩子们希望得
到（或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的是什么，以及他们
如何感知这个世界。这一命题涉及当今最大一部分并且
是最为重要的消费者。

Jamba Juice在业内具有20年的历史，他们深知如何进入
国际市场，特别是在那些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成为人们重
要人生选择的地区。这一命题将涉及有关易变质零售商
品在保持商品质量，以及在一个新闻不断报道食品安全
问题的时代，如何使消费者建立信心。

透视一个成功的珠宝配饰零售商在进入新市场时所考虑
的因素。作为引领潮流的零售商，他们认为什么是对于
其业务至关重要的因素，Charming Charlie将提供独特
的视角。

通过引用热门电影《黑客帝国》三部曲这一富有创意的
展示来介绍电子商务与实体零售之间争斗的未来趋势。
它并不是要说明谁将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是要说
明如何才能达到一种平衡，使两者得以共存，并取得最
佳效果。



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09.00 – 17.00 展馆开放

09.00 – 09.45 印度尼西亚零售业格局：  
 未来的呼唤

Michael Riady
力宝集团（Lippo Group）
印度尼西亚

 
 
09.45 – 10.30 印度：重新获得投资者信心

以及长期发展前景   
 

 
 

 对话嘉宾：
S. Raghunandhan

零售首席执行官
Prestige Group

印度
          

Pankaj Renjhen

印度区零售负责人
仲量联行

印度    
                                     

 
10.30 – 11.15 茶歇

   
 11.15 – 12.00 越南、柬埔寨和缅甸：

真相是什么？
 

 

Richard Leech

执行董事
世邦魏理仕越南区

越南

12.00 – 13.15 午餐

13.15 – 14.00 亚太零售业：研究报告   
 

 

 
 

 
 
主持人：
Morgan Parker

首席执行官
Rose Rock Group

香港

对话嘉宾：
David Dickinson

执行副总裁/负责人
研究与战略规划部
GIC Real Estate Pte Ltd

新加坡

Jonas Burstedt

市场分析负责人
Inter IKEA Centre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Shane Taylor 

亚太调查和战略总监
CBRE Global Investors, Research & Strategy

香港

  14.00 – 14.30 零售直通车
由品牌所有者快速介绍零售品牌。

 
C&A 
Ru Guo (If Juice)
Twice Fashion
及其它

 14.30 – 15.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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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现有 7000 万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到
2020 年，这个数字还将加倍，因此对于全球零售商
和投资人来说，印度尼西亚注定将成为东南亚最有
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这一展示将提供印度尼西亚未
来几年零售业增长与发展的多方面格局。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零售业再度崛起的强势地区，向
研究者提供了挑战与机遇。这一地区城市的经济与
人口规模、广泛的多样性以及极为快速的技术扩散
意味着，美国、欧洲或其它地区的研究者所采用的
许多模型和假设必须进行调整，以便在这里找到关
联性。这一主题将提供现有关于这一地区研究报告
的概述。

长久以来，印度都被认为将成为下一个全球零售业
巨头。其中的机遇与所具有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
广邀享有盛名的专家和观察员对印度零售业的未来
以及近期政府对于开放这一行业并重建投资者信心
所做的努力提出宝贵意见。

印度支那地区被看做新的疆域，一直以来开发程度
较低。五年以前，越南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零售
机遇之国。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在缅甸寻找投资机会，
预计该国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将稳定在 6%。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地区，我们了解多少， 面对的挑
战是什么？



15.00 – 17.00 中国专场
 承办方：

 

  

第六届年度亚太购物中心大奖，
2013年12月2日

旅行与酒店信息

飞机票

关于酒店预订或机票预订的问题，请拨打

（周一至周五东部时间08.00-17.30）
 

如何预订房间
在线预订：www.icsc.org/2013APC
点击“酒店（hotel）”链接
(只接受信用卡担保的预订)

指导信息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指定酒店
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
可预订单人间或双人间，房价为人民币900
（房费包含税金/附加费、自助早餐和无线上网）

房价有效期  

 

修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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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场聚焦中国商业地产的机遇，以及目前城市开发
的相关政策。还将对中国商业地产业的当前趋势进行深
入分析，并就重新定位和城市综合体战略进行探讨。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2013年12月1日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培训：
购物中心管理 （只使用普通话）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培训：购物中心租赁
（只使用普通话）

此课程将就购物中心管理的各方面，如在不同的所
有权和管理架构下如何工作；掌握管理技能；掌握
财务技能；看懂并解释财务报表；积累法律知识；
明确员工作用并对购物中心的租赁；零售；销售；
安全；维护；内部管理；保险；财务和记录进行培训。

此课程将就购物中心租赁的各方面，如确立租赁团
队（出租房代表、承租方代表）；利用人口统计资料
进行决策；为您的购物中心构建理想的租户组合；
确定租金并创造价值；以及店面租赁的发展趋势等
方面进行培训。

请在亚洲秋季飞机票促销结束前预订机票！请与国
际购物中心协会的国际旅行顾问联络以获得最佳航
班选择、专业经验以及个人专门服务。

您预订的每间房均需要在线填写一张表格。每个房
间的预订人姓名须不同。办理入住手续人员的姓名
须在预订部或酒店留有记录，否则处于安全考虑，酒
店将不予入住。预订须由有效的信用卡担保。

只有在有房间的情况下才能预订，因此请勿拖延，今
天就预订房间吧。10月 31 日后房价可能调整。

所有修改或取消均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书面
通知：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旅行服务或 DepPrez 旅行服务，
并应采取以下一种方式：

向 tfarr@depreztravel.com发送邮件，或
向+1 585 442 8934 发送传真

请查看您的确认信息或访问
www.icsc.org/2013APC 并点击“酒店（Hotel）”    
查询您的违约金情况。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旅行服务或 DepPrez 旅行服务
+1 585 442 8900 分机 4（酒店）或分机 3（机票）或
向 tfarr@depreztravel.com发送邮件

这一奖项开始于 2008 年，共有来自 15个国家，包
括中东及海湾国家的 93个公司参加。2013 年，参加
的公司达 153 个，这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因为中东
和海湾国家已经设立了地区奖项，没有来自该地区
的公司参加我们的评选。

2013 年亚太地区金奖获得者将自动获得参加 2014
年全球“Best of the Best”以及 VIVA 大奖的资格， 
这两个奖项将在拉斯维加斯的全球商业地产博览会
颁发。



以下为2012年大奖的获得者：

市场营销

 马来西亚阳光广场

 中国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菲律宾阿雅拉国际集团

广告

 澳大利亚行业退休不动产信托   
 

 澳大利亚CFS商业地产信托集团

企业对企业

 澳大利亚AMP Capital购物中心

开幕、扩展和装修

 马来西亚柏威年广场

数字媒体

 菲律宾SM超级商场

 泰国Terminal 21

 澳大利亚AMP Capital购物中心

公共关系

 菲律宾阿雅拉国际集团

 新加坡GIC不动产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Sands Retail Asia 

促销与活动

 香港新鸿基地产

 印度尼西亚Pakuwon集团

 澳大利亚QIC国际不动产公司

社会媒体特殊贡献奖

香港码头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CFS商业地产信托集团

亚太社区支援奖

菲律宾SM控股

项目改造或扩展

 澳大利亚QIC国际不动产公司

 澳大利亚GPT集团

 新西兰Tainui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创新设计和新零售项目开发
 

 中国山东恒隆地产

可持续性设计

澳大利亚GPT集团

中国山东恒隆地产

银奖

金奖

金奖

金奖

金奖

金奖

银奖

银奖

银奖

金奖

金奖

银奖

金奖

金奖

银奖

金奖

金奖

银奖

银奖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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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3日，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北京

注册表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2013APC

[        ] 信用卡，  美元                   
 万事达卡   VISA卡  美国运通卡 发现卡

姓名 （信用卡上显示的）  

卡号 （包括所有数字）  

有效期至 （月/年）  

签字 （同信用卡上的一致）  

请在此申请表上签字并与全款一同寄到：

NY10087-6958
纽约26958号邮箱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取消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新加坡069538  
#08-02 Cecil Court, Cecil Street 138号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亚太办事处 
电话： +65 6532 3722  
传真： +65 65327355  
电邮：info@icsc.org.sg
网页：www.icsc.org/2013APC

付款方式 （请查看您的选择）
[        ] 银行汇票， 

[        ] 电汇 ，  美元

北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  
美国纽约10017  
公园大道270号41层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270 Park Avenue, 41st Floor
New York, NY10017 USA) 

接收人：Irina Berger
For the accou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 
A/C # 033-1-030767 Routing # 0210 00021  
SWIFT # CHASUS33
重要提示：

• 每位代表均须提交一份表格。        

• 多人注册可能需要进行复印。
 

• 请打印或用大写字母填写。

• 请完整填写各部分。

今天就注册！  
邮寄地址： 纽约10087-6958

 26958号邮箱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传真：+1732 694 1800
 网页: www.icsc.org/2013APC

注册费  （见下栏）

仅用于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预先注册（2013年11月29日前）  1,380美元

现场注册（2013年11月29日后） 1,510美元

非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预先注册（2013年11月29日前）        1,940美元

现场注册（2013年11月29日后）    2,130美元

团队折扣

名字  (Mr/Mrs/Ms/Mdm) 姓

职务 公司名称

地址

城市 省份

邮编  国家

电话  传真

电邮  （活动确认函将通过电邮发送）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号

您公司的具体业务类型
购物中心开发商/业主           

贷款/财务机构 

购物中心管理公司

不动产/咨询

建筑师/设计

其它——请说明

产品供应商

零售

全球商业地产大会培训 2013年12月1日
（所有培训均只使用普通话）  
购物中心管理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95美元           

非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105美元

购物中心的租赁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95美元

非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10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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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的注册包含项目有进入展馆、所有会议日程、
午餐、茶歇和欢迎酒会。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非常认同团队学习的价值。同一组织， 统一结
算的三人以上同时注册可享受10%的折扣。

                                         付款行为美国银行，收款人为国际购物中心协会。请
在汇票背面注明全球商业地产2013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RECon 
Asia 2013），并邮寄给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亚太办事处。

                            请注明该电汇款项用于“2013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
会——会务费RECon Asia 2013”，以便我们正确地将款项分配到您的账户
下。请将电汇收据附在注册表后面，以便操作。

如您不能参加2013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可在2013年10月1日前得
到50%的费用返还，如派人替您参加应缴纳50美元管理费。一切关于退款
或替代的请求均应以书面形式递交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亚太办事处。退款将
在2013年10月1日后发放。

如欲享受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价格，每一注册人都必须成为国际购物
中心协会成员。个人会员资格不能赋予所有雇员享受成员价格的权利。
每一注册人都须具有附属会员。

注：这两个培训不提供
团队折扣。费用根据印
刷材料标示。培训使用
普通话，对于不讲普通
话的参会者不提供同声
传译。



2013年12月1-3日
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北京

展位申请表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公司名称  公司网站

参展联系人（将接收所有有关展会信息）     

参展联系人电子邮件   

地址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电话  传真                                                       

APC2013

展位费  
（请查看您有哪些选择）  
选择一    —— 光地展位 （只提供18平方米及以上展位） 

        每平方米 520美元
展位费包括：
每一展位提供两人的挂牌 （挂牌只用于进入展馆）

列入展会目录的通讯录   
（必须在2013年10月15日前收到申请和所付款项）

所需总光地展位：
 

 _____________ 平方米）X520美元=     美元   _______________

选择二 —— 标准展位
每9平方米标准展位 5,500美元 

展位费包括：
 每一展位提供两人的挂牌 （挂牌只用于进入展馆）
 列入展会目录的通讯录   

（必须在2013年10月15日前收到申请和所付款项）

 地毯 服务台 硬展位壁      
          两把折叠椅  照明  废纸篓

所需总标准展位：
__________ （9平方米展位）X5，500美元= ___________ 美元 

[        ] 信用卡  美元                   
  万事达卡   VISA卡   美国运通卡   发现卡 

姓名 （信用卡上显示的）  

卡号 （包括所有数字）  

有效期至 （月/年）  

签字 （同信用卡上的一致）  

公司授权签字 （展商）

请在此申请表上签字并与全款一同寄到：
NY10087-695纽约26958号邮箱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收件人： Rita Malek           电邮：rmalek@icsc.org
电话：  +1 646 728 3539   传真：+1 732 694 1800

付款方式的选择  
（请查看您有哪些选择）

[        ] 银行汇票 

[        ] 电汇   美元

北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  
美国纽约10017  
公园大道270号41层  
接收人：Irina Berger
For the accou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 
A/C # 033-1-030767 Routing # 0210 00021  
SWIFT # CHASUS33
重要提示：

亚洲 
Sandra Pang
电话：+852 2540 6872
传真：+852 2187 7556
电邮： spang@icsc.org/
sandrapang@prontochina.com
 
中国
Una Gao
电话：+ 86 10 5128 0868 Ext. 1009
传真：+86 10 6567 3321
电邮：ugao@icsc.org

北美
Peter Bordes
电话：+ 1 646 728 3634
传真 : 732-694-1806
电邮：pbordes@icsc.org
 
Amie Leibovitz
电话：+ 1 773 360 1179
传真 : + 1 732 694 1808
电邮 ：aleibovitz@icsc.org
 

Liz Schaffer
电话：+ 1 818 728 4552
传真 :  + 1 818 474 7071
电邮：lschaffer@icsc.org

Sally Stephenson
电话：+ 1 847 835 1617
传真 : + 1 847 835 5196
电邮：sstephenson@icsc.org
 

Suzanne Tanguay
电话： + 1 646 728 3475
传真 : + 1 732 694 1760
电邮：stanguay@icsc.org

拉美
Lynda Gamboa
电话：+ 1 52  33 1369 3401 
电邮：lgamboa@icsc.org

欧洲
Julie Fitzsimmins
电话：+44 20 7344 1891
传真 :  +44 20 7344 1893
电邮：icsc@lodestaruk.com

如需咨询更多关于展会或赞助与广告套餐信息，请联系我们下列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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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接受并同意遵守参展商手册和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规定的展览规则，以
及日后执行本申请过程中，向所有参展
商发出的关于规则的补充或修改。

展位只能以书面确认。展位不可通过
口头确认或暗示。如自愿取消将不退
款，展位不可转让。

                                   付款行为美国银行，收款人为国际购物中心协
会。请在汇票背面注明全球商业地产博览会 2013（RECon Asia 
2013）——展览费，并邮寄给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亚太办事处。

                       请注明该电汇款项用于全球商业地产博览会 2013——展览
费，以便我们正确地将款项分配到您的账户下。请将电汇收据附在展位
表后面，以便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