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港协办字［2019］8 号 

关于召开“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由国际港口协会（IAPH）和广州市联合举办的“2019 年

世界港口大会”将于 2019年 5月 6日至 10日在广州市举行。

作为港口届的奥林匹克盛会，本次大会主题为“港口与城市

-开放合作，共赢未来”，届时将有来自约 90 个国家 200 个

港口的近千名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参会，共同就全球港口共

同关注的议题展开交流。有关会议安排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5 月 6-10 日（7日报到） 

地点：广州市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9号） 

二、组织结构 

主办单位：国际港口协会（IAPH） 

承办单位：广州市港务局 

协办单位：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港口协会 

展览承办单位：环球瑞都（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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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5月 7日 全天 会议注册 

5月 8日 
上午 主论坛 

下午 主题论坛 

5月 9日 
上午 主题论坛 

下午 闭幕式 

5月 10日 全天 现场参观 

详细议程见附件 1。 

四、参会注册 

    （一）邀请单位 

     协会各会员单位、港口所在地政府、地方港航管理部

门、港口集团、航运公司、码头经营公司、多式联运物流公

司、临港经济区、保税港区、陆港（无水港）、工程规划设

计建设单位、设备供应商、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跨国

企业与制造企业、资源型企业、投融资服务机构等。 

（二）注册费用 

参会注册费：3500 元/人（中国港口协会会员），4500

元/人（非中国港口协会会员），此费用包含会议期间餐费、

资料费、场地费等（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五、会议展览 

会议展览是本届世界港口大会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各国港口、海事服务企业、航运专业设备厂商以及其它相

关机构相互交流的专业平台。所有参展商可通过展览向海内

外港口、海事企业、航运服务、银行、保险、经纪、物流等

业界代表进行展览展示，并促成交流和交易。大会提供从 9m
2

至 108m
2
大小不同的 112 个展位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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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参会的单位于 3 月 25 日前注册表（附件 3）传真或

邮件至会务组。确定参展的单位于 3 月 10 日前将展位确认

回执（附件 4）传真或邮件至会务组。请于报名之日起 3 日

内将相关费用汇至指定账户。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期待您的到来，并感谢您的鼎力支

持！ 

 

附件 1：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议程 

附件 2: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展览规划布局及价格 

附件 3：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参会注册表 

附件 4：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展位确认回执 

附件 5：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背景材料 

 

中港协会联系人： 

参会联系人：李金魁  电话：18917908872、021-33010999  

邮箱：liwsm1008@163.com       传真：021-63641494 

参展联系人：裴  刚  电话：13701951976、021-63640366 

邮箱：alex022133@aliyun.com   传真：021-63077441 

 

                    

                              中国港口协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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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世界港口大会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5月 7日 全天 报到 

 

 

 

 

5月 8日 

09:00-09:45 开幕式 预热表演 

嘉宾致辞 

09:45-10:30 展区开幕 巡展 

茶歇 

10:30-12:30 主旨演讲 

 

全球港口投资与发展的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带来的新动能 

海运业的发展及港口物流业的前沿问题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贸易未来走势 

中国互联网经济对全球的引领作用 

货主企业对港口的需求 

12:30-14:00 午餐 自助午餐 

14:00-15:30 平行分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新机遇 

新技术给港口业界带来的新挑战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全体大会 港口可持续发展 

17:00-17:30 主旨演讲 

18:00-19:00 乘车到广州塔 

19:00-20:00 欢迎晚宴 

20:00-21:30 珠江夜游 

 

 

 

 

5月 9日 

09:00-10:30 平行分论坛 湾区港口与城市竞合发展 

跨境贸易新模式与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 

10:30-11:00 茶歇 

11:00-12:30 平行分论坛 中国和世界新兴邮轮市场 

港口停靠优化：提高效率，减少排放，提高安

全性 

12:30-14:00 自助午餐 

14:00-15:00 闭幕小组讨论（主题待定） 

15:00-15:30 闭幕式 

15:30-16:00 茶歇 

16:00-17:30 年度理事会 

19:00-22:00 庆祝晚宴、IAPH可持续奖颁奖典礼 

 

 

 

 

5月 10日 

07:30-08:30 董事会早餐会 

08:30-09:30 乘车到黄埔区 

09:30-11:30 黄埔港区参观 南海神庙、非遗表演 

11:30-13:00 自助午餐 

13:00-14:00 乘车到南沙区 

14:00-15:30 南沙港区参观 南沙港区 

15:30-17:00 嘉宾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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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会注册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专职联系人  手 机  电子邮箱  

发票收件地址  

参会人数 

及费用 

请在（）、   

中填写 

参会注册费：3500元/人（中国港口协会会员） 

4500元/人（非中国港口协会会员）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费用总计：人民币    万    仟    佰元整（小写）:RMB         元 

汇款信息 

汇款户名：中国港口协会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帐    号：0218 0142 1000 4333  

增值税专用发

票信息 

开票项目为 

（会务费） 

单位名称(发票抬头名)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   

地址、电话  账  号   

会务组 

联系人 
李金魁 

手机：18917908872   电话：021-33010999 

传真：021-63641494  邮箱：liwsm1008@163.com 

参会注意事项：  

1.请您务必准确完整填写上述参会代表的各项信息，特别是开具的发票信息，以便为您开具有效发

票。  

2.请您付款后将汇款底单回传至021-63641494，我们将在收到款后为您开具发票，并将发票会前用

快递及时寄回。  

3.因会议筹备需要，如参会人员调整，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到会且未提前与会

务组联系，参会费用不予退还。 

6

mailto:liwsm1008@163.com


 
 

附件 4:  

展位确认回执 

 

单 位   

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单位地址  邮 编  

单位网址  电子邮箱  

展位申请 

 

展台类型 

请在□内打钩 

申请租用标准展位  □ 3m(长)x3m(宽)x2.5m(高) ； 

申请租用标准展位 □ 6m(长)x3m(宽)x2.5m(高) ； 

申请租用标准展位 □ 6m(长)x6m(宽)x4m(高) ； 

申请租用特装展位 □ 9m(长)x8m(宽)x4m(限高)； 

展位费用 展位费用总计：人民币    万   仟   佰元整 （小写）:RMB         元 

注意事项 

填写本展位回执后会务组将保留贵单位预定的展位，后续将另出展位合同及 

付款事宜。 

展位合同签订成功后，会务组将另出参展商手册。 

参展单位确认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联系人：裴刚       联系电话：021-63640366       传真：021-63077441  

邮箱： alex022133@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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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背景材料 

 

一、国际港口协会基本情况 

国际港口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于 1955年 9月 7日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总部设在日本东京，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港口行业的领

导机构，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目前，国际港口协会会员已经

覆盖全球 90 个国家的 180 港口以及 140 多个港口相关联产业。国际

港口协会会员每年的海运贸易量达到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 60%，海运

集装箱运输量达到全球海运集装箱运输量的 80%。 

国际港口协会的目标包括：发展和培育国际港口间的良好关系；

通过交换关于港口发展、组织、行政、管理方面的新型技术，以促进

和提高港口效率；促进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立场、政策或计划，

并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讨论该立场；在政府间和其他国际组织间发起

有关举措，以保护协会成员的合法权利，促进改善和提高全球范围内

的港口的条件和效率；通过出版期刊、杂志或者通过其他媒介，积极

宣传所有港口事务、发展情况以及鼓励发展水上运输业务；通过持续

的行动，与船公司、航运企业以及所有陆路运输和其他相关水路运输

企业合作，促进港口的发展，培育发展一般性水路运输和相关海运产

业的兴趣，促进世界和平和提高人类福祉。 

国际港口协会的任务包括：按照公布的决议、草案、委员会的

报告、以及发表的相关公报，向港口、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宣传协会

所取得的成绩；从协会的角度出发，以保持各利益体之间的高效沟通

为目的，立足于互相之间关心的国际利益问题，建立和深化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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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协会和机构的关系；建立涉及全球港口的信息收集、汇总

和分配中心，以惠及协会成员和其他利益关系人；按照协会章程细则，

组织开展国际港口协会会议；通过协会的授权，发布会议纪要、协会

官方期刊或其他出版物等。 

二、世界港口大会基本概况 

世界港口大会由国际港口协会发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会期 7

天，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知名港航机构代表参会，就共同关心的港航发

展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在国际港航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誉

为国际港航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迄今为止，世界港口大会已成功举办 30 届，举办城市包括

美国休斯敦、洛杉矶、意大利热那亚、澳大利亚悉尼、德国汉堡以及

印尼巴厘岛等多个国际知名城市。中国上海曾于 2005 年 5 月 21-27

日承办第 24届世界港口大会，这也是世界港口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2019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将会在中国广

州隆重举行，本次大会以“开放合作，共享未来”为主题，一般设置

国际港口协会各区域会议、专业技术委员会会议、世界港口大会开幕

式、专题论坛、国际港口协会会员大会以及闭幕式等环节，以及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预计会有来自全球各地港航管理机构及相关企

业代表约 1000 人参会，就共同关心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

倡议、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绿色智慧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大

会将立足港口发展实际，对未来港口发展方向提出具有前瞻性、预见

性的构想，对港航业发展起到良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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