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内首个关注孕婴童行业质量问题高峰论坛

> 政府部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第三方大规模、高规格聚首

> 孕婴童行业质量问题综合解决方案

> 政策制定、研究、实施、应对、服务环环相扣

> 行业内最大线下展会同期举办，覆盖最多受众

> 新华社、中新社等多家权威媒体强势支持

> 多家重量级协办单位共同组织

上海国际质量检测展览会

关于网盛 www.002095.cn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信
息服务、电子商务和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的高新企业。网
盛生意宝成立于1997年，2006年12月在深圳上市，成
为“国内互联网第一股”。网盛生意宝通过“电商、数
据、金融”三大新战略布局，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综合与专业兼备的服务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
行业电子商务运营商和领先的综合B2B运营商。
  
旗下检测通（www.testrust.com）平台是基于网盛强
大的中小企业资源倾力打造的检测认证与分析测试行业
门户网站。检测通依托生意宝集团1200万企业用户资
源、近百个行业网站，联合检测、认证、校准机构，
仪器设备生产商、耗材、配件、试剂、标准品供应商，
法规咨询、标准服务、实验室软件提供商为中小企业提
供质量安全环保综合解决方案。

www.cbmexpo.com

www.ubmasia.com

关于CBME展

关于亚洲博闻

会议背景

CBME为亿百媒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族下品牌。始于2001
年的CBME中国展，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包括CBME孕婴
童展及CBME童装展，CBME孕婴童展为全球最大孕婴童展，
CBME童装展为国内最大童装展。2013年，CBME土耳其、
CBME印度、CBME南美相继开展，致力于为全球孕婴童企
业提供贸易机会、产业资讯和电子商务服务，CBME展是孕
婴童企业渠道拓展、招商加盟、品牌推广的最佳平台。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孕婴童行业获
得了蓬勃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孕婴童
产品消费国，到2015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的市场规模。但由
于行业的规范不健全，危害婴幼儿健康的质量安全事件屡
见不鲜，母婴用品的安全问题不断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引
导孕婴童行业健康发展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
价值。

由UBM博闻与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检测通
共同主办的“2014孕婴童行业质量峰会”将于2014

年7月22日在上海盛大召开。本次峰会将邀请孕婴
童行业政府及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生产制造

企业、流通企业、线上线下交易市场、行业
质量服务机构、政策标准法规研究专家

学者等共聚一堂，通过分享、交流的
形式，把脉行业发展，提升产品

质量、保障消费安全。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隶属于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博闻公司
(UBM plc)，总部设于香港，子公司遍布亚洲。公司举办
200个商贸展会、出版24本高质专业杂志，以及营运16个垂
直网站，为来自全球逾1,000,000名参展商、买家、会议代
表、广告商提供高质量的会面商贸配对、实时市场动向、网
上贸易网络、行业信息中心及采购和市场推广平台。

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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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日程一览

参会&赞助&展览： 市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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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I：政策·把脉行业发展 

09:00-09:15 领导嘉宾致辞 

09:15-10:00 
加强合作，健全政策法规与标准化体系 

质检总局 

10:00-10:30 
中国童装的质量和对中国/欧盟政策现状和走向的分析 （待定） 

中国产品质量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陈泽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质量信用体系与组织建设课题组组长） 

10:30-11:00 茶歇（交流） 

11:00-11:30 
SGS 呵护中国婴童市场的健康发展 

SGS 集团亚太区消费品部技术总监蒋红 

11:30-12:00 

强化儿童用品监管，守护质量安全 （研讨参与：嘉宾、专家） 

由国家质检总局领导、婴童产业权威专家和国内外婴童品牌领军人物共同探讨行业前景和产业升级，重点关注如

何加强社会有关部门监督和行业从业者的自我约束，构筑起有序的发展环境，促进中国婴童产业健康发展。 

12:00-13:20 与会嘉宾人员集体合影&午餐 

 主题 II：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13:30-14:00 
关注婴童，把握未来——责任与质量同行 

好孩子集团质量副总裁及儿童安全座事业部总经理竺云龙 

14:00-14:30 
婴幼儿产品风险控制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副主任杨萍女士 

14:30-15:00 
儿童及婴幼儿产品召回案例分析及相关标准研究 

TÜV 南德中区轻工部技术经理金煜炜 

15:00-15:30 

品质成就未来：生命、责任、使命 （研讨参与：嘉宾、专家） 

婴童产业权威专家、国内外婴童品牌领军人物和质量检测检验专家共同探讨国内外技术法规、质量标准、婴童用

品的最新发展趋势以及企业如何控制产品质量，强化供应链管理和品质控制，开展合规性测试并提供符合性文件

等等。 

15:30-16:30 茶歇（交流） 

 主题 III：流通·保障消费安全 

16:00-16:30 
未来孕婴童产业渠道与供应商发展趋势 

京东  

16:30-17:00 
细节铸就产品安全——婴童产品供应商审核 

乐友创始人之一、首席运营官龚定宇 

17:00-17:30 
婴童服饰质量安全分析与风险提示 

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纺织品标委会秘书长楼才英 

17:30-18:00 

产品、品牌和渠道三方合作, 全供应链实现质量把控 （研讨参与：嘉宾、专家） 

国内外婴童品牌领军人物、知名电商、大型超市以及知名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构将围绕供应链优化及质量控制进行

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讨论内容将包括：产品、品牌和渠道如何深度合作，向消费者提供价格优惠且具有质量保障

的婴童产品；从源头到用户全程监控，确保质量控制的一致性；如何杜绝品质低劣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等等。 

7 月 23 日（全天）    参观·孕婴童展 CBME 



第一部分：个人信息(如附名片，以下信息可空白)：

第二部分: 付款方式 (请选择您希望的付款方式)

称谓： 先生/ 女士 姓名：

公司名称：

*您填写了email地址表示您愿意接收来自主办单位的会议推广资料。

职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注释： 1.所有价格含6%增值税； 2.会议参会资格中包含会议全程的午餐。

会议参会价格
（ 人民币 ）

总金额： 客户签名确认：元

5种注册方式

您的客户经理：

电子邮件(账号联系人)

请登陆我们的会议网站 http://www.qcexpo.com 注册参会并选择在线付款方式

(必填)我们将开具增值税发票，请提供您公司的税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 (如与上述地址不同请填写)

订单号 (如有)

如选择银行转账付款，请将款项汇至：

收款人名称：亿百媒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号：088 289475 011
受益银行名称: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汇款后，请将您的银行转账底单传真至+86 21 61577299。发票将单独邮寄给您。银行转账产生的费用需要由您承担，请确保我们收到的是会议注册费全款。

银行转账 

在线支付

1. 电话: +86 21 61573915
2. 传真: +86 21 61577299
3. 电邮: askconference@ubm.com
4. 邮寄: 中国上海南京西路388号9楼 200003
5. 网站: http://www.qcexpo.com

5月15日前

￥1200

6月25日前

￥1500

标准价（7月22日前）

￥2000

现场价（7月22日）

￥2500

上海国际质量检测展览会之

2014孕婴童行业质量峰会 
2014 年 7 月 22 日 • 中 国 上 海上海国际质量检测展览会

上海国际质量检测展览会

服务条款：

关于付款

收到付款通知后，观众需要在5个工作日内全额付款。在主办方收到全额付款后，您的

注册才会被确认，否则主办方有权取消您的注册申请。 
在会议召开之前须付清所有款项。如果您在会议召开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则只能用信

用卡在线支付。

会议费包括入场券，现场的会议茶歇和演讲嘉宾的PPT或其他资料，但不包括差旅费。

该费用已包含按政府规定应交纳的税费。

价格和折扣

请您尽早报名获取参会优惠价。请在报名截止日期前提交预定表格，并在提交后5个工

作日内全额付款。

如果在收到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主办方没有收到付款，将不再享受注册时提供的折

扣，但仍然适用付款时的价格优惠政策。

取消和替换

注册后如果您不能出席，您可以推荐其他代表来参会，请将代表的信息在会前尽早发邮

件到conferencechina@ubm.com。

如果亿百媒会展（上海）由于任何原因取消了会议，您将获得全额会议退款。

如果亿百媒会展（上海）举办的会议由于任何原因被推迟，并且您不能够在推迟后的时

间来参会，我们将为您出具相当于本次会议票额的代金票据作为凭证，您可以在本次会

议后的一年内凭借此证参加亿百媒会展（上海）举办的其他活动来抵用此次会议票价。

除以上情况外的取消注册，您将不能获得任何退款或者代金票据。

亿百媒会展（上海）不对导致会议变更、取消或延期造成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由

于不可抗力，意外事故或任何其他突发事件，使得会议不能举行，亿百媒会展（上海）

不承担任何责任。此类事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火灾，罢工，恶劣天气或其他紧急

情况。

会议变更

在会议宣传册印刷时，演讲嘉宾和议题已经确认。但由于不可预知的情况，如演讲内

容，时间，演讲嘉宾或场地发生改变，亿百媒会展（上海）将保有更改和会议有关内容

的权利。

有任何有关会议的变动和调整，主办方将第一时间在会议官网上做出相应调整通知。

客户信息

通过输入此表格中的详细资料，您同意让亿百媒会展（上海）及会议相关组织（通过邮

件，电话或传真）向您提供有关产品或服务信息。如果您不想: 1)再获取任何关于亿百

媒会展（上海）的信息，2)允许您的信息透露给任何我方严格挑选的第三方，您可以发

送电子邮件到 conferencechina@ubm.com或写信邮寄至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388号仙

乐斯广场9楼。我们将尊重您的选择。

以上条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且最终解释权归亿百媒会展（上海）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