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程安排

全球贸易发展周-中国论坛
2020年6月16日至18日 | 中国上海
网站: www.kwglobaltrade.com
电子邮件: globaltrade@kwconfex.com

分论坛一

全球贸易便
利化、合规
化与数字化
会议

分论坛二
2020年全球
贸易发展周中国论坛 两
大分论坛议
题

名额有限，需提前注册!

2020年6月18日

参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反非法贸易,
品牌和知识产
权保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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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贸易发展周（GTDW）
xw
第 19 届全球贸易发展周（GTDW）即将于上海举办，全球贸易发展周-中国论坛旨在为全球贸易领域从业者提供一个分
享和交流的平台。本次论坛将通过以下方式探索全球贸易未来发展趋势，并且有效打击非法贸易：






共享跨界优质资源
探讨商机对接合作
发掘新兴贸易科技
共商贸易未来倡议
举办各类闭门会议

2020 年全球贸易发展周-中国论坛 两大分论坛主题：

1. 全球贸易便利化、合规化与数字化
2. 反非法贸易，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

谁将参与本届活动？
贸易领袖全体会议
[所有与会者]
分论坛 1
全球贸易便利化，合规化与数字化会议

分论坛 2
反非法贸易，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
共同协作

• 贸易与海关合规、全球贸易管理、市场准入、贸易便
利化、数字化转型、创新、科技、政府事务方面的嘉宾
• 港口、航运、物流相关方
• 贸易与海关领域法律咨询

举办胶

• 品牌保护、防伪、知识产权、调查、安全、政府事
务方面的嘉宾（品牌所有者）
• 税务、公安和司法部门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知识产权、法律和税务咨询

【两场分论坛与会嘉宾来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协会商会、产业界及学术界】
• 国际机构及多边贸易组织
• 贸易经济与商务相关部门
• 各国海关部门与执法机构
• 跨境投资与贸易促进机构
• 自贸区及经济特区管理局
• 学院协会商会及专家智库

赞助商和参展商包括

赞助商和参展商包括
共同协作

技术/解决方案/创新/服务：
区块链、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单一窗口、全球贸
易与供应链数字化和标准化、边境管理和货物查验、

技术/解决方案/创新/服务：
品牌保护、防伪、知识产权保护、防伪印刷、标签和

全球贸易管理（GTM）、海关与贸易合规等

保护、调查与执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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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射频识别（RFID）、溯源认证跟踪、在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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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将以英语进行，届时将会为参与者提供中文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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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合作伙伴

金牌赞助商

中国机构合作伙伴和参展商

银牌赞助商

铜牌赞助商

演讲合作伙伴

国际机构合作伙伴和参展商

全球合作伙伴和参展商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能力建设项目
全球贸易发展周-中国论坛诚邀海关和税务机关、贸易/经济/财政部、知识产权局、公安和司法机关等政府部门
代表，及品牌保护、贸易与海关合规领域的负责人免费出席。
本届活动的演讲嘉宾、赞助商和参展商可以邀请符合以上要求的代表作为活动嘉宾。
如需注册登记，请发送电子邮件至：globaltrade@kwconf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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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Feng Huang 黄峰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主任；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Ricardo Treviño Chapa
世界海关组织副秘书长

Michael Ding 丁宇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QBPC)主席；ABB 集团亚洲、中东和非
洲地区知识产权运营主管

Thomas Bagge
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DCSA）首席执行官兼法务总监

演讲嘉宾
Alan Bersin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 Altana 公司贸易
和技术执行主席； 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前专员

Dr Ali Salamat
伦敦英联邦秘书处国际贸易、海洋和自然资源管理局经济顾问与贸易经济学家

Andrew Keable
KW 集团首席执行官； GTDW 咨询委员会主席

C. Donald Brasher Jr.
Trade Data Monitor 公司总裁

Christoph Stegemann
Tesa Scribos 公司亚太区销售与业务发展总监

Craig Burchell 博克睿
华为全球贸易事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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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McKay
Lear 公司亚太区增值税和海关总监

Ethan Xu
Otis Elevator 公司国际贸易合规总监

Fabrice Renard
区域海关顾问-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海关总署

Glyn Hughes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全球货运负责人；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Hans Rook
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IPCSA）主席

Ivy Ji 纪庆华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高级经理

Dr Jan Hoffmann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DTL 贸易物流主管；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Kewei Zheng 郑珂威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高级经理

Dr Lars Karlsson
KGH 全球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 世界海关组织和瑞典海关局前局长；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INCU 咨询委员会成员； IBMATA 咨询委员会主席

Lisa McAuley
全球贸易专业人士联盟（GTPA）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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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a Xu
Treasury Wine Estates 公司知识产权经理

Michael Yu
联合利华北亚区品牌保护负责人

Miller Wang
MCM 公司亚太区品牌保护总监兼法律顾问

Min Gao
3M 公司大中华区知识产权管理律师

Dr. Mohammad Saeed
国际贸易中心（ITC）高级贸易便利化顾问；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Ray Xu
Pernod Ricard 公司法律部副总裁

Richard Morton
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IPCSA）秘书长；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Roman Quaedvlieg
澳大利亚前边防专员； RAQ 咨询公司首席顾问

Prof. Samuel C. Bautista
发展物流学院首席学习官；国际海关高校网络（INCU）管理委员会成员

Stephen Dunn
赛诺菲公司亚太地区调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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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e Ticha
国际非洲领事馆联合会（F.I.C.A.）主席

Wei Wang 王蔚
西屋电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亚太区法律合规部高级经理;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出口管制工作组副主席

Wei Wu 武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202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贸易领袖全体会议

一
0930

组织方开幕致辞
KW 集团首席执行官，GTDW 咨询委员会主席
Andrew Keable 先生

0940

主席致辞

0950

主旨演讲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主任，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黄峰先生



世界海关组织副秘书长
Ricardo Treviño Chapa 先生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QBPC)主席；ABB 集团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知识产权运营主管
丁宇先生



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DCSA）首席执行官兼法务总监
Thomas Bagge 先生

1030

上午茶歇

1100

贸易领袖圆桌会议
促进贸易便利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战略合作，以构建更高效的跨境贸易环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武伟先生

1200

首席赞助商介绍

1215

主席致辞

1230

交流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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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分论坛一）
全球贸易便利化、合规化与数字化会议

1

202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分论坛二）
反非法贸易，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

1330

主席开幕致辞

1330

主席开幕致辞

1345

专题讨论 1
全球贸易无缝互联的数字化未来——如何应对互
操作性和数据协调的挑战？

1345

边境管理，跨境贸易和跨国犯罪：应对全球化非法贸
易的新途径
演讲嘉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
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
Alan Bersin 先生
 KGH 全球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
Lars Karlsson 博士

演讲嘉宾：
 华为全球贸易事务副总裁
Craig Burchell 博克睿先生
 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IPCSA）秘书长，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Richard Morton 先生
 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DCSA）首席执
行官兼法务总监
Thomas Bagge 先生

1445

赞助商介绍 – B1

1445

赞助商介绍– A1

1500

下午茶歇与交流

1500

下午茶歇与交流
1530

专题讨论 1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联合打击非法贸易，相关方包
括：政府机构、知识产权持有人、执法部门、行业协
会、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商和国际组织

1530

1545

赞助商介绍
Trade Data Monitor 公司总裁
C. Donald Brasher Jr.先生

专题讨论 2
无纸化贸易与单一窗口互操作性实践
演讲嘉宾：
 Trade Data Monitor 公司总裁
C. Donald Brasher Jr.先生
 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IPCSA）主席
Hans Rook 先生
 世界海关组织副秘书长
Ricardo Treviño Chapa 先生

1645

演讲嘉宾：
 联合利华北亚品牌保护负责人
Michael Yu 先生
 3M 公司大中华区知识产权管理律师
Min Gao 女士
 Pernod Ricard 公司法律部副总裁
Ray Xu 先生
 澳大利亚前边防专员，RAQ 咨询公司首席顾问
Roman Quaedvlieg 先生

1630

赞助商介绍– B2

1645

主席闭幕致辞 & 第一天会议结束

主席闭幕致辞 & 第一天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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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分论坛一）
全球贸易便利化、合规化与数字化会议

2

2020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分论坛二）
反非法贸易，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

0900

主席开幕致辞

0900

主席开幕致辞

0915

数据与数字化优化贸易物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DTL 贸易物
流主管 & GTDW 咨询委员会成员
Jan Hoffmann 博士

0915

议题待定

0945

犯罪网络调查：MCM 最佳实践
MCM 亚太区品牌保护总监兼法律顾问
Miller Wang 先生

1015

赞助商介绍– B3

1030

上午茶歇与交流

1100

专题讨论 2
若技术助长非法贸易，政府和品牌方如何应对？

1200

赞助商介绍
Tesa Scribos 公司亚太区销售与业务发展总监
Christoph Stegemann 先生

1215

交流午餐

1315

专题讨论 3
有效的在线监控策略和扫描技术如何支持离线调查
和执法工作？

0945

1015

非洲贸易和出口的数字革命：“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一站式服务
国际非洲领事馆联合会（F.I.C.A.）主席
Virginie Ticha 女士
非关税措施的贸易政策：英联邦的经验
伦敦英联邦秘书处国际贸易、海洋和自然资源
管理局经济顾问与贸易经济学家
Ali Salamat 博士

1030

上午茶歇与交流

1100

专题讨论 3
供应链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贸易合规实践

1200

赞助商介绍– A3

1215

交流午餐

1315

专题讨论 4
在日益不确定的跨境贸易环境中，利用数据和
创新技术在遵守贸易规则的同时规避贸易风
险、保持贸易收益稳定
演讲嘉宾：
 伦敦英联邦秘书处国际贸易、海洋与自然
资源管理局经济顾问与贸易经济学家
Ali Salamat 博士
 Lear 公司亚太区增值税和海关总监
Douglas McKay 先生
 Otis Elevator 公司国际贸易合规总监
Ethan Xu 先生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 西屋电气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 亚太区法律合规部高级
经理;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出口管
制工作组副主席
Wei Wang 王蔚女士

1415

赞助商介绍– A4

1430

下午茶歇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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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Treasury Wine Estates 公司知识产权经理
Louisa Xu 女士

1415

赞助商介绍– B5

1430

议题待定

1500

议题待定

1530

赞助商介绍– B6

1545

主席闭幕致辞 & 会议结束

1600

下午茶歇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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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专题讨论 5
离岸转手贸易平台的探索
演讲嘉宾: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
高级经理郑珂威先生

1600

专题讨论 6
跨境供应链互联互通的创新实践
演讲嘉宾: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SAOC)
高级经理纪庆华女士

1700

主席闭幕致辞 & 会议结束

3

2020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
实地考察
** 名额有限，需提前注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是中国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
地，也是东海之滨的创新创业沃土。根据中国国务院印发的《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临港新片区建设
遵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
强的自由贸易园区，选择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
度要求高的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
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
试，实现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
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打造更具国际
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计划到 2025 年，在临港
新片区建立比较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
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区域创造力和
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到 2035 年，建
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
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使
临港新片区成为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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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发展周 - 中国

会议 &展览

2020 年 6 月 16 – 18 日 | 上海浦东，中国
两大分论坛议题:：
1. 全球贸易便利化、合规化与数字化
2. 反非法贸易，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

免费出席（含餐饮）

报名费用
USD 1,995
(2月28日之前预订并付款)

公共部门代表：海关和税务机关、贸易/经济/财政部、知识
产权局、司法机关等政府部门代表

USD 2,295
(4月30日之前预订并付款)

行业企业代表： 品牌保护、贸易与海关合规领域的相关负
责人

USD 2,695
（从 5 月 1 日开始）

登记表

条款和条件

参会者详细信息

公司详细信息

(1) 姓名（先生/女士）

公司名称：

职位：

地址：

填妥并收到登记表后，须在发票发出后5个工
作日内付款。只有在会议空间可用并立即全额
付款的情况下，才允许付费代表入场。出席活
动必须在活动前全额付款。

邮件：
办公电话：

邮编

移动电话：

城市：

国籍：

电话：

(2) 姓名（先生/女士）

传真：

若取消参加活动，必须在活动开始前至少14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可获得少于50%手
续费的退款。活动前14个工作日内收到的取

业务性质：
职位：

国家：

消通知将不予退款。
KW集团保留在超出其控制范围的情况下对节

邮件：

目、场地、演讲者和/或主题进行任何修改和/
或更改的权利。

办公电话：

审批

移动电话：

管理者姓名：
收到此预订表后，您即表示同意KW Group保

国籍：
(3) 姓名（先生/女士）

留您的详细信息，以供KW Group和第三方组

职位：

织及合作伙伴将来开展营销活动时使用。

邮件：
职位：

座机：

邮件：

传真：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本事件有关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进行未经授权的

移动电话：

签名（必需）：

使用。.

版权和知识产权
未经KW集团书面同意，禁止以任何形式对与

国籍：

支付方式

组织者联系方式

银行/电汇

信用卡

海外代表可电汇至KW Group Sdn.Bhd。

请注意， 4%的信用卡管理费不可退

（5个工作日内）

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tetsoon@kwconfex.com以获取在线
信用卡支付请求。

以下是会议组织者的联系方式：
政府代表团和伙伴关系
Andrew Keable at andrewk@kwconfex.com
赞助和展览
Jack Parry at jackp@kwconfex.com

银行名称：

马来西亚渣打银行

地址：

查询及登记：

银行代码：

30-36 Jalan 52/4, PJ New Town
4605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CBLMYKXXXX

账号

794-1944972-57 (人民币账户)

A-2-11, Glomac Damansara, Jalan

发票和付款

Damansara, Bukit Kiara, 60000 Kuala Lumpur,

Finance at tetsoon@kwconfex.com

所有汇款费用由客户负责KW集团不承担支付费用的责任

KW Group Sdn Bhd (Malaysia)

Malaysia
网址：www.kwglobaltrade.com

节目和演讲者
Michelle Wong at michellew@kwconf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