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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木协字〔2018〕27 号

关于召开“第八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

贸易大会”的通知

——国际木材贸易商在中国的年度聚会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为研究探讨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发展之路，深化中外木材

供应商和生产商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会将于 2018 年 9 月 16-17

日在重庆举办第八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特别支持单位：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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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方： 国际木材市场集团

承办单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

重庆市永川区商务局

重庆市永川区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永川工业园区港桥管理委员会

重庆心联心实业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芬兰贸易投资旅游促进总署木业推广项目、新西

兰驻华大使馆、新西兰木材加工制造业协会、拉脱维亚投资发展

署、AGT AGENCY（俄罗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

员会、太仓市木材及木制品流通协会、青岛市木材行业协会、顺

德木业商会、瑞典斯莫兰大区驻华办事处、美国针叶材、安徽省

人造板协会、瑞典木业协会、哥斯达黎加对外贸易推广局

拟邀合作媒体：国际商报、经济日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

建材报、国际木业，FORDAQ、木材云、门窗世界、中国木材与木

制品网、中国木业信息网、中国木业网、中华建材网、RESTEC

等

二、会议日程

（一）9 月 15 日全天报到

上午 9 点到晚上 10 点在酒店大厅报到。

（二）9 月 16 日全体大会

第一部分：主旨发言

1. 中国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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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木材市场供求变化及趋势

3．中国进口木材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第二部分：新政策与新趋势

1.中国国产木材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一带一路木材运输的实例分享

3.聚焦中国西部

第三部分：新兴供应国的机遇与挑战

——巴西 俄罗斯 美国南部 乌拉圭

Ⅰ. 新兴国家的资源与产业发展

Ⅱ. 影响木材市场供需状况的主要因素

Ⅲ. 市场定位与相关策略

Ⅳ. 中国进口商的观点

Ⅴ. 新的合作

第四部分：传统供应国的战略调整

——芬兰 新西兰 立陶宛 日本

Ⅰ. 全球背景下的传统供应国产业概况

Ⅱ. 新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Ⅲ. 传统与新兴市场的战略调整

Ⅳ. 新的合作方向

第五部分：贸易洽谈

大会全天专辟贸易洽谈区域，并设洽谈桌和单位桌牌，供国内

外贸易商面对面交流。大会仅提供会议期间的多语种同声传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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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贸易洽谈区域的现场翻译。如需与外商洽谈，请务必自带翻译。

第六部分：商务晚宴

9 月 17 日：行业参观

1．港口

2．锯材厂

3．加工厂

4．工业园

最新详细日程请见网站：www.gwtchina.org

三．参会人员

1．邀请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

法国、瑞典、芬兰、拉脱维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乌拉圭、智

利、巴西、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哥斯达黎加等世界主

要木材供应国的贸易商、出口商、代理商及其贸易促进组织、协

会及政府主管机构。

2．邀请全国原木、锯材、人造板、木浆、木片等进口商、

代理商、分销商及人造板、木地板、木门窗、工程木、防腐木、

家具、托盘等大型生产企业代表，全国主要木材批发市场、木材

加工示范区、木材进口主要港口港务局、木材检验公司、装卸公

司、仓储物流公司和船舶代理公司等。

3．邀请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木

门窗专业委员会、木地板流通专业委员会、木皮专业委员会、木

材防腐专业委员会、红木流通专业委员会、板材分会、木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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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工作委员会、木业市场与供应链分会、工程木制材料专业委

员会、木雕专业委员会、木材贸易调解委员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木业电商分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明清家具专业委员会、全

屋定制分会会员企业。

4．邀请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国家主管部门代表以及各级地方协会、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

代表。

四．会议有关事项

1．会议时间、地点

9月 15 日（星期六）报到，会期为 9 月 16 日至 9 月 17 日。

9 月 16 日（星期日）全天召开“第八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

贸易大会”。

9月 17 日（星期一）进行全天行业参观。

2．会议交通

本次大会在机场安排接机，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3．会议报到地点

重庆乐和乐都两江酒店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 卫星湖街道风龙场 999 号（乐和乐都

景区旁，近成渝高速）

4．会议注册

网络在线注册：

登陆大会官网 www.gwtchina.org，点击会议注册。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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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填写参会信息，并点击下方“提交”按钮完成注册。

邮件注册：

登陆大会官网 www.gwtchina.org，点击资料下载，填写注

册表后，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 int@cnwood.org。

注册完成后，您将会在 3 个工作日内收到确认邮件。

5．收费标准

8 月 10 日前*

收费标准

8 月 10 日后*

收费标准

全天室内会议

2018 年 9 月 16 日
CNY 3800 CNY 4800

全天会议+行业考察

（超值价格）

2018 年 9 月 16-17 日

CNY 5400 CNY 6700

洽谈桌价格

一张洽谈桌 CNY 800 CNY 1000

两张洽谈桌 CNY 1200 CNY 1500

*2018 年 8 月 10 日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及各专业委员会仍

享受优惠价格。

6．付款方式

由于参会代表众多，为避免报到现场长时间等候，请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前将会议费用汇入以下账号：

户 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003609200054014

mailto:填写注册表，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int@cnwood.org,nin
mailto:填写注册表，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int@cnwood.org,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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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汇款时请注明“世界木材贸易大会”，并将汇款凭

证发到邮箱 int@cnwood.org。

7．会议住宿

会议住宿由大会秘书处统一安排，请在注册时填写住宿需

求，通过大会秘书处预定房间可享受以下优惠价格。由于酒店房

间数量有限，先预订者先得。如房间不够，大会秘书处将协助参

会代表另订房间。

房间类型 大床房 双床房

价格 450 元/晚 450 元/晚

8．大会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大会秘书处

电 话：+86（0）10 6839 2607/2605

邮 箱：int@cnwood.org

网 址：www.gwtchina.org

附件：大会注册表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mailto:int@cnwood.org
mailto:int@cnwood.org
http://www.gwt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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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2018年 7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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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注册表

2018年9月16日-17日 中国·重庆

注意：2018 年 8 月 10 日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仍享受优惠价格。如有问题，请与

大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电话：010-68392607/05 邮箱：int@cnwood.org 网址：www.gwtchina.org

公司/组织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职位 固定电话 邮箱 移动电话

注册信息

事项 选项
优惠价格

（2018年 8月 10日前）

普通价格

(2018年 8月 10日后)

参会

选项

室内会议

2018年 9月 16日
CNY 3800/人

参会人:.
CNY 4800/人

参会人:.

全天会议+行业参观

2018年 9月 16-17日
CNY5400/人

参会人:.
CNY6700/人

参会人:.

洽谈桌

（商务洽谈环节）
CNY 800—1张洽谈桌

CNY 1200—2张洽谈桌

CNY 1000—1张洽谈桌

CNY 1500—2张洽谈桌

酒店

预订

1．标准大床房：450元/晚房间数，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2．标准双床房：450元/晚房间数，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商务

对接

主营业务: 希望对接企业业务:

（1）林场主 （7）家具制造商

（2）原木供应商 （8）家具制造企业

（3）地板生产企业 (9) 木门窗生产企业

（4）装饰材料生产及经销商 （10）托盘生产企业

（5）木结构企业 （11）促进木材贸易发展相关机构

（6）锯材生产商 （12）其他

mailto:int@cnwoo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