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第四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ASRIF）

       商务合作方案

ASRIF秘书处：北京市临空经济核心区蓝天大厦二层     联系电话：010-60408684



2022第四届峰会概况

        “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服贸会”。服贸会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服务贸易平台，同广交会、进博会一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上已连

续举办三届，是最近三届服贸会的重点论坛和唯一航空领域国际论坛。前三届峰会中，国家部委领导、驻华使领馆代表、院

士、学者、学协会代表、航司、机场及其他航空企业高管、临空经济区负责人等领导或专家累计超过200人次发言，参会单

位累计超过1000家。通过峰会平台，累计达成数十项重要合作成果。峰会的相关组织工作受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民航

局等多个部委的支持和认可。  随着2022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的正式启动，2022服贸会已定于9月初在京举办。“空中丝绸

之路”国际合作峰会将作为航空领域重点国际论坛继续为国内外航空领域相关单位、机构搭建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成果展

示的平台。

数字赋能、低碳发展
         “空中丝路”产业升级新动能



主办单位
“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盟（ASRICA)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口岸协会、中国航空学会

·承办单位
北京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

新闻媒体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民航报社等

组织机构（暂定）



峰会时间地点

时间：2022年9月4日

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022峰会拟定日程

   第四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
峰会开幕式：开幕致辞、报告发布、项目签约、成果发布
主论坛第一单元：十四五“空中丝绸之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径
主论坛第二单元：临空经济区：“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 战略支点
主论坛第三单元：空中丝绸之路（地方政府）建设路径探索    
主论坛第四单元：数字+低碳：智慧民航发展双引擎
主论坛第五单元：通用航空+人工智能：撬动国家经济发展新支点，
启动新一轮消费革命

成果发布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指数2022》  
《中国航空物流枢纽发展指数2022》
《空中丝绸之路研究2022》课题发布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秀服务示范

案例发布
“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盟

（ASRICA)新成员颁牌仪式

航空国际合作项目签约……交流晚餐
2022空中丝路之夜活动



超过200+业内专家进行主旨和讨论发言
超过200+国际组织领导、外国驻华使节、国内部委领导、外企领导、国内央企领导参会
超过100+国内外航空公司
超过100+国内外机场公司
超过30+国内地方政府
超过30+国内航空投资平台公司
超过30+国家级行业协会、社会团体
超过800+机构3000+嘉宾线下参会
超过50万+人次线上观会（环球网、民航网、服贸会官网直播等）
超过300+国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 （超800篇次）  

历届峰会数据



历届峰会发言嘉宾（部分）

Charles Scott
注册财务分析师

英国特许保险学会准会
员，常务董事

 Dudarev Konstantin
俄罗斯联邦对华大使馆 

三等秘书

BRIAN MUSHIMBA
赞比亚国会议员、交通

及通信部部长

LE MASSON 
Elisabeth

巴黎机场集团代表、 
Hubstart联盟董事会成

员

LESHCHENOK IGOR
白俄罗斯共和国前副总
理助理、巨石工业园管

委会第一副主任

H.E. Winnie 
Chibesakunda
赞比亚驻华大使

柳芳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

Vincent HIEFF
卢森堡大公国
驻上海总领事

高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Andrew Massey
英国驻华使馆国际贸易

部交通业总监

Ramūnas Rimkus
立陶宛大使馆参赞

Justine Colognesi
比利时驻北京使馆

经济商业参赞



马涛
国际航协（IATA）

北亚区副总裁

Benjamin Chan
新加坡航空中国区
总经理、首席代表

Tekle G/Yohannes 
埃塞航中国区总经理

Jean-Yves Coulot
巴黎机场集团

大中华区总经理

Alfredo Montufar-
Helu Jimenez 毕马威
企业咨询（中国）有限

公司北京副总监

Matthias Goebel 
汉莎集团

中国首席代表

李旬
阿联酋航空

中国区总经理

 LE NGUYEN KHOI 
越南航空公司

中国区副总经理

NISHIDA SHOSHI
日本航空公司北京办事

处首席代表

 Liang HUO
伯明翰机场中国区高级

代表

CHAN CHEONG EU
卡塔尔航空中国区销售

总经理

HARA/YUZO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北
京办事处中国区总代表

历届峰会发言嘉宾（部分）



董志毅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崔晓峰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黄强
时任河南省
常务副省长

现任四川省省长

林左鸣
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

于贤成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会长、党支部书记理事

会党委书记

翁孟勇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交

通部原副部长

黄胜强
海关总署党组成员，国
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

姚俊辰
中国航空学会秘书长

曹增东
中国口岸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高级政工师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鄢东
时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
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

张翼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历届峰会发言嘉宾（部分）



翟东升
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中心主任

梁楠
中国民航局
国际司司长

刘鲁颂
中国民航局
综合司司长

徐青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

长兼国防动员
办公室主任

丁春宇
中国民航局

计划司副司长

张清
中国民航局

国际司副司长

支现伟
时任北京市顺义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

任宇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工会主席

王洪岩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

公司副总裁

廖子彬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
作区发展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

汪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运输研究所
所长

郭本敏
中央新影集团

副总经理

历届峰会发言嘉宾（部分）



王东伟
时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

郭玮
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

党组成员

张明超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康省桢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黄永志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

理委员会主任

李胜
顺丰集团副总裁

顺丰控股副总经理
顺丰航空总裁

王锋君
四川省彭州市委书记

黄星
京东集团副总裁
欧美业务部总裁

薛国航
科罗拉多大学航空工程
学士/美国联邦航空局授

权的私人飞行员

马  剑
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

峰会组委会秘书长

朱欢
浙江省建德市市长

陈阳
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历届峰会发言嘉宾（部分）



历届峰会现场盛况（部分）



历届峰会现场盛况（部分）



历届峰会现场盛况（部分）



历届峰会现场盛况（部分）



国务院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法语频道、央视网、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
网、大公网、新京报、中国经济报、中国青年报、民航报、中国网、荆楚网、腾讯、网易、凤凰、新浪等300余家媒体

800余篇重点报道

历届峰会媒体传播（部分）



历届峰会媒体传播（部分）

国务院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法语频道、央视网、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
网、大公网、新京报、中国经济报、中国青年报、民航报、中国网、荆楚网、腾讯、网易、凤凰、新浪等300余家媒体

800余篇重点报道



国务院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法语频道、央视网、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
大公网、新京报、中国经济报、中国青年报、民航报、中国网、荆楚网、腾讯、网易、凤凰、新浪等300余家媒体800余篇

重点报道

历届峰会媒体传播（部分）



历届峰会媒体传播（部分）

国务院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法语频道、央视网、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
大公网、新京报、中国经济报、中国青年报、民航报、中国网、荆楚网、腾讯、网易、凤凰、新浪等300余家媒体800余篇

重点报道



历届峰会合作伙伴（部分）



历届峰会荣誉



2022峰会招商方案-赞助套餐

权益 钻石赞助商（限1家） 白金赞助商 （限1家） 黄金赞助商（限10家） 白银赞助商 

序号 人民币 (RMB) ￥1,000,000.00 ￥6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峰会内容
1 开幕式致辞 1名 （3分钟） / / /
2 主论坛演讲 2席（20分钟） 1席（20分钟） 1席（10分钟） /
3 主论坛圆桌对话 2席 1席 1席 /
4 签约/或发布/或揭牌等 1次 1次 1次 /
5 大会合作单位 联合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广告
6 现场展位（不含搭建印刷费） √ √ √ /
7 宣传片滚动播放 8次（单次30″内） 6次（单次30″内） 4次（单次15″内） 2次（单次15″内）
8 会刊介绍 3P 2P 1P /
9 会刊鸣谢页LOGO √ √ √ √
10 现场LOGO体现 √ √ √ √
11 企业宣传资料入袋 24P以内 12P以内 8P以内 /

门票 席位（主论坛）
12 VIP专属席位 2席 1席 / /
13 VIP课桌席位（带桌签） 10席 5席 2席 1席
14 午餐VIP席位、晚餐VIP席位 各3席 各2席 各1席 /
15 参会名额 20名 15名 10名 5名

增值服务
16 合作媒体专访、发稿 √ √ √ /



2022峰会招商方案-分项赞助 

权益
空中丝路之夜赞助

（独家）
峰会茶歇赞助
（非独家）

酒类赞助
（非独家）

水类赞助
（非独家）

座椅背贴赞助
（独家）

其他赞助

序号 人民币 (RMB) ￥5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50,000.00 ￥50,000.00

峰会权益
1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 / / / / /
2 VIP课桌席位（带桌签） 3席 2席 2席 2席  1席 /
3 现场LOGO体现 √ √ √ √ √ √
4 现场实物展示/伴手礼 / √ √ √ √ √
5 宣传片滚动播放 8次（单次30″内） 8次（单次30″内） 8次（单次15″内） 8次（单次15″内） 8次（单次15″内） 4次（单次15″内） 
6 峰会合作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
7 参会名额 5名 3名 3名 3名 3名 2名

会刊权益
8 会刊介绍 2P 1P / / / /
9 会刊广告 / / √ √ √ √
10 会刊鸣谢页LOGO √ √ √ √ √ √

晚宴权益
11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 / / / / /
12 致辞（5分钟） √ / / / / /
13 现场实物展示/伴手礼 / √ √ √ √ √
14 餐前宣传片播放 2次（单次180″内） 3次（单次30″内） 3次（单次15″内） 3次（单次15″内） 3次（单次15″内） 3次（单次15″内）
15 晚餐VIP席位 2席 1席 / / / /
16 晚餐席位 2桌 1桌 5席 5席 5席 2席
17 晚宴合作单位 联合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2022峰会招商方案-展位单独招商

标准展台：￥80,000元  （限8个名额）

设计、制作费用：15000元
展商自行布展：

展览期间，展商可根据组

委会提供的标准尺寸，自

行设计、制作内容，并自

行布展。

额外所需设备与用品，可

通过组委会进行租用（如

电视、花卉等）

最终解释权归ASRIF组委

会所有。

标准展台

尺寸 3米（长）*3米（宽）*2.5米（高）

配置

单面白色的展台面板，配备资料台

圆桌一张

座椅两把

5A/220V电源插座

照明灯一个
   
   参展证：3张；
   峰会参会名额：5名；
   峰会VIP课桌席位（带桌签）：1席
   晚宴席位：2席；



历届峰会赞助商权益体现（部分）



历届峰会赞助商权益体现（部分）



THANKS
地址：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天柱路28号蓝天大厦二层
Add:  206, Blue Sky Mantion,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联系方式(Tel)： +86(0)10-60408684
网址(Web)：www.asri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