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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2019 中国文创特展峰会 

议  程 
2019 年 12 月 11-12日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主办机构：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承办机构：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文创特展工作委员会（筹） 

北京华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逸格时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合作伙伴： 

大麦网 

支持机构： 

黑猫会 

12月 10 日（周二）  14:00-21:00 报到注册（酒店二楼宴会厅） 

12月 11 日（周三）  全天会议（酒店二楼宴会厅） 

08:30-09:00  报到注册（酒店二楼宴会厅）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介绍嘉宾 

09:05-09:10 开幕致辞：袁再青，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 

09:10-09:40 

主题演讲：SHiFT 前瞻——向前，中国文创特展！ 

--王昱东，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展是艺术还是商业？是艺术化的商业还是商业化的艺术？成功

举办 10届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有何独到发现？） 

09:40-10:10 

主题演讲：SHiFT 域外——韩国特展对中国的启示 

--刘柱荣，(株)杰昆传媒总裁 

（杰昆传媒集团下设电影制作、展览和音乐剧三个事业部，其中展览

事业部专注于自主研发高水平的沉浸式体验展，如托马斯小火车体验

展、普利策奖摄影展、达利和梵高等大师“艺术的殿堂”系列艺术展。

韩国特展发展状况如何？下一步方向？对中国特展有何借鉴意义？） 

10:10-10:20 
报告发布：《2019 中国文创特展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大麦网联合发布） 

10:20-10:50 茶歇交流 

10:50-11:15 

主题演讲：SHiFT 创新——用国潮打造爆款“新场景” 

--邸亮，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合伙人、副总裁 

（北京中创文旅是国内领先的文旅 IP 开发运营商，为三山五园文化

颐和园、圆明园、山西永乐宫等国内重点文化品牌提供内容开发、衍

生品设计生产和品牌营销服务。北京中创文旅通过“文化+科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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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验”等方式打造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光影艺术展”不但落地

国内近十个城市，还于今年 8月在巴黎成功举办。如何打造国潮新场

景？如何让国潮主题的特展场景年轻化？） 

11:15-11:40 

主题演讲：SHiFT 剖析——颠覆在即：特展在商业综合体革新中扮演 

的新角色 

--王玮，南京新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曾任职：金鹰商贸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苏州新苏国际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创始人、副董事长，香港新世界集团 K11战略规划副总裁兼

北区运营总经理。商业综合体是零售驱动还是场景驱动？场景驱动战

略要点是足够惊艳还是价值共鸣？还是趣味体验？特展在其中担当

何种角色？） 

11:40-12:05 

主题演讲：SHiFT 案例——特展的跨界之美：明星和知名艺术家特展

背后的粉丝经济及其魅力 

--薛俊浩，深圳赤道娱乐有限公司（CASHART）CEO 

（不同于光影艺术特展，也不同于装置美陈展，BIGBANG10 从 A 到 Z

十周年回顾展等明星和知名艺术家的特展背后的粉丝经济的力量到

底有多大？如何利用粉丝经济？运作这类特展有哪些创新的跨界合

作？效果如何？如何才能有效连接品牌方？衍生品还有哪些新的玩

法？） 

12:10-13:45 自助午餐  

14:00-14:30 

 

主题演讲：文旅升级时代，艺术文化助力跨界 

--于桄，MCM-ATB.UNIT 总裁 

（通过文化价值挖掘、内容再造、体验设计和业态产品开发等，将艺

术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内涵、IP 的价值等植入到农、文、旅、商等

项目，把传统商业变成艺术商业相融合的多元化、产业化综合体，在

内容、场景、营销上，为游客提供更有张力、持久性的体验价值，为

目的地带来可持续的运营的业态，打造农文旅商的全新模式。） 

 

14:30-15:30 

 

主题分享：特展如何盈利之一： 

票房是王道——特展的传播、宣发和售票技巧 

如何解决周一到周四观众偏少的难题？对机构的营销怎么做？如何

利用网络媒体打造一个爆款“网红展”？ 

分享者：   

--许玉，上海要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 年要看举办了“披头士时尚艺术展”、“凯斯·哈林迷宫之

旅”和“teamLab未来乐园艺术展”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特展。2C 怎

么卖票？对大学、企业进行销售，有哪些途径？） 

 

--李梦雨+解梦，CrowdArt 联合创始人 

（CrowdArt 研发的“棉花糖与白日梦”网红展，2018 年首次亮相北

京 798，300㎡，5万人次票房，怎么做到的？上海站又是如何做的？

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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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颖，阿里大麦行业发展中心商家运营高级专家   

（特展购票者都有哪些特征？是为了娱乐兴趣还是社交？决策因素

有哪些?影响他们体验的都有哪些环节？票务平台如何通过“数字化

宣发”“全量数据沉淀”“商业化定制”创新性地助力特展运营方？） 

15:30-16:00  茶歇交流 

16:00-16:30 

主题分享：特展如何盈利之二 

——IP特展对 B 端客户的分发和售卖 

--黄晓峰，苏州革新百集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革新互联、革新娱乐总经理 

（如何选择符合城市消费气质的 IP 特展？自主研发的 IP 特展如何

“卖”给商业综合体、售楼处和地方文创传媒公司？如何做特展的授

权？交易涉及的环节和技巧有哪些？） 

16:30-17:30 

巅峰对话： 

SHiFT交锋——IP特展运营者和商业综合体融汇合作的机遇及挑战 

--陈震，月星集团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兼文旅娱体展教事业部总经理 

商业综合体“空间 IP”的新主张 

（总建面近 50万平方米的集“商业、旅游、文化” 于一体的全业态

商业综合体，辅之展览、美术馆等配套功能。举办过多场亲子、科普、

娱乐、艺术等类型特展，如 Hello KITTY40 周年巡展，变变变！MOVE

生物体验展等，商业综合体下一步要打造什么样独特的‘空间 IP’。） 

 

--李海峰，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副总经理、招商负责人 

（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坚持引领时尚，被誉为颜值最高的精品百货，

曾举办过：“奥特曼”系列主题展，“轻松小熊”主题展，“龙珠”

主题特展，"圣斗士星矢"燃烧三十年主题展“EVA EXPO 3.0”，新世

纪福音战士特展等多个特展。） 

 

--严力，上海尊安同恒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总经理 

（成功运营“圣斗士星矢燃烧三十年主题展”、“奔跑吧！队长小翼

中国首展”等三十多场特展。） 

 

--王红明,上海平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人 

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文创 IP产业中心 副秘书长 

(制作或运营的特展类项目:“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国站、“星际

迷航 50周年”、美国电视剧 IP“CSI：犯罪现场调查”特展、“公主

学院”、首部轮船实景沉浸式戏剧“梦想之船：泰坦尼克”、日本原

版“Unko Musume 便便驾到”) 

17:30-17:50 

主题分享：SHiFT 革新——全方位展览展示--一款划时代的投影机 

-- 塚田秀明，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光电产品事业部部长 

富士胶片最新款双轴旋转式超短焦投影机 FP-Z5000 的产品讲解和案

例分享 

17:50-18:20 SHiFT 握手——与特展 IP 持有者面对面（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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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0:00 交流晚宴 

12月 12 日（周四）（上午全体会议+下午参观） 

09:00-10:30  

主题分享：特展 IP的转化和商业化再设计 

无论是从境外引进成熟的特展，还是本土原创研发的特展，落到一个

城市，落到艺术中心、购物中心或景区，都需要依据城市个性和场地

方的资源特点，做适应性调整和重新规划设计。如何平衡艺术和商

业？ 

 

SHiFT 心得——光影特展的策展和商业呈现 

--赵民强，北京大奇观文化创始合伙人、总策展人 

（“致敬达芬奇”艺术特展分别于北京（2018 年）和成都（2019 年）

举办，两站有哪些共同点和差异性？主办方做了哪些精心设计？实际

效果如何？） 

 

SHiFT 技巧——亲子类艺术特展在 30个城市的落地技巧和成本控制 

--朴志涓 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展览事业部负责人 

（小橙堡亲子艺术展共计主办 60场，跨越 27个城市，同步运营 6城

开展，怎么做到的？如何组建团队？如何选址、谈判？直营还是跟地

方合作伙伴共同运营？如何有效控制成本？跟场地方、地方合作伙伴

之间有何矛盾、如何化解？亲子类艺术特展在二线三线城市的前景以

及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SHiFT 演变——艺术和商业的有机融合 

--李梦雨+解梦，CrowdArt 联合创始人 

（CrowdArt 研发的“棉花糖与白日梦”在北京和上海成功吸引近

10W+年轻群体打卡，到了深圳，地点从艺术中心改到了购物中心，群

体也从年轻一代变成了宝爸宝妈，其中为了迎合市场做了哪些调整？

对同行有哪些启发？） 

10:30-11:00  茶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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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50 

主题演讲+对话：景区/文旅小镇和特展的缠绵与期待 

--陈琪，无锡拈花湾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无锡拈花湾文旅小镇 2019 年 7 月初引进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

IP“吾皇万睡”，在暑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景区/文旅小镇对文创

特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何合作的新想法？） 

           

--马昕，北京逸格时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CEO 

“你，我的缪斯艺术展”策展人 

（特展一般展期为 2-3个月，而 teamLab在东京和上海举办的常设展，

开创了特展的先河。那有无可能再次突破，在开放性景区/文旅小镇

举办光影艺术特展？听一个真实的案例：“你，我的缪斯艺术展”苏

州站选在了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的游客服务中心，一路之隔是

华东知名的奥特莱斯“奕欧来”购物村。作为把光影艺术特展放在开

放性景区举办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有无获得成功？这种做法可以复制

吗？） 

11:50-12:00 闭幕小结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45-17:30  

乘坐大巴前往黄埔滨江体验全球第二座 teamLab 无界美术馆       

13:45 从酒店出发，预计 17:30返回酒店 

（日本 teamLab 创立于 2001 年，融合艺术、科学、技术、设计，创

造出了大量优秀作品。2018 年 6 月东京台场“teamLab Borderless

无界”美术馆开幕，开馆 1年以来，已经接待了来自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 230万名访客。2019年 11月 5日开幕的上海无界美术馆，

是中国第一座长期的 teamLab无界美术馆，6600平米的空间内，展出

约 50件艺术作品，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 

 

*非最终议程 （2019年 11月 30日更新） 

扫描二维码 获取大会最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