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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们是谁 

Who are we?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商务会展联盟（英文简称“CBEF”，中文简称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是由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搭建的商务会展机制性

平台。成员包括全国性会展或会奖协会、商务会展企业及与之相关的有影响力的

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等机构。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以“商务会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商务会展

促进企业和协会会议，展览及活动产业以及会奖旅游的发展为目标，加强商务会

展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共识、分享经验、深化合作，推动商务会展业可持

续、包容性发展。 

China Business Event Federation (CBEF) is a business event platform founded 

by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mmercial Chamber of Commerce 

(CCOIC Commercial Chamber of Commerce). Its members include nation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and business incentive associations, influential business event 

enterpri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its core concept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via 

business events”, CBEF fuel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ssociation 

meetings, exhibitions and event industry and MICE business. By promoting enterprise 

improvement,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business communities, foster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sharing of experiences,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CBEF hopes to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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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我们要做什么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将致力于为成员提供专业服务，搭建成员之间对话、交流

与合作平台，促进成员间业务合作与经验分享；在中国商务会展业内推广《会奖

与活动服务机构评价规范》团体标准；与重要国际组织沟通协作，促进国际商务

会展合作；组建高层次商务会展研究和咨询机构，研究全国商务会展发展趋势；

收集、分析、发布商务会展数据；提供规划制定服务、行业咨询及业务培训；为

政府及企业发展商务会展业提供咨询；建立成员间商务会展市场互惠机制，开展

商务会展市场宣传推介,促进资源共享，跨界跨业合作；召开联盟年会、论坛、

博览会等商务会展宣传推广活动，为民间和政府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CBEF focuses o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its member companies and a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them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CBEF i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the Evaluation Specification of 

Conference, Incentive and Event Service Agency in the MICE industry. CBEF 

cooperates with vi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vent cooperation. CBEF founds high-level business event research & consulting 

agency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vent industry. CBEF collects, 

analyzes and publishes business event data and plan making, industry consulting and 

business training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CBEF. CBEF is also planning to establish 

reciprocity mechanism, to promote MICE market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CBEF will hold promotion activities such as annual 

meeting, forum, expo, etc. to make a platform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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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Why join us? 

 

（一）常务理事单位权益 

常务理事单位注册费为每年人民币 30,000 元，将享受的具体权益如下： 

一、培训服务 

常务理事单位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组织的国内培训活动每年免培训费 3

人次，国际培训享受 15%优惠。 

二、认证服务 

《会奖与活动服务机构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评价价格享受 15%优惠。 

三、展会服务 

由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主办的洽谈会享受展位 15%优惠。 

四、宣传服务 

1、免费在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展览等活动的会刊封面或封

底展示常务理事单位的风采和简介（资料由常务理事单位提供）； 

2、常务理事单位提供的优秀论文可优先推荐到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专刊或合

作杂志发表（免费）； 

3、每月可免费在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微信平台推送两篇宣传文章（资料由常

务理事单位提供）。 

五、活动项目服务 

1、可根据常务理事单位具体需求提供咨询、培训等个性对接与定制服务； 

2、优先向常务理事单位推荐项目合作资源； 

3、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会展活动，邀请在活动现场做

主题演讲（免费）； 

4、优先推荐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与国际会展会奖组织合作的重要国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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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活动、年会。 

（二）理事单位权益 

理事单位注册费为每年人民币 10,000 元，将享受的具体权益如下： 

一、培训服务 

理事单位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组织的国内培训活动每年免陪训费 1 人次，

国际培训享受 10%优惠。 

二、认证服务 

《会奖与活动服务机构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评价价格享受 10%优惠。 

三、展会服务 

由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主办的洽谈会享受展位 10%优惠。 

四、宣传服务 

1、免费在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展览等活动的会刊封面或封

底展示理事单位的 logo（资料由理事单位提供）； 

2、理事单位提供的优秀论文可优先推荐到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专刊或合作杂

志发表； 

3、每月可免费在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微信平台推送一篇宣传文章（资料由理

事单位提供）。 

五、活动项目服务 

1、优先向理事单位推荐项目合作资源； 

2、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会展活动； 

3、优先推荐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与国际会展会奖组织合作的重要国际会

议活动、年会。 

（三）成员单位权益 

成员单位注册费为每年人民币 5,000 元，将享受的具体权益如下： 

一、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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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组织的国内培训活动每年享受培训费 1 人

次八折优惠，国际培训享受 5%优惠。 

二、认证服务 

《会奖与活动服务机构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评价价格享受 5%优惠。 

三、展会服务 

由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主办的洽谈会享受展位 5%优惠。 

四、宣传服务 

1、免费在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展览等活动的会刊封面或封

底展示成员单位的 logo（资料由成员单位提供）； 

2、优先在联盟微信平台推送宣传文章。（资料由成员单位提供）。 

五、活动项目服务 

1、优先向成员单位推荐项目合作资源； 

2、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举办的高层会议、会展活动； 

3、参加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合作的国际会展会奖组织重要国际会议活动、年

会活动。 

（四）中国商务会展联盟成员义务 

（一）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商务会展联盟的各项活动； 

（二）针对商务会展行业工作向中国商务会展联盟提出建议； 

（三）按时交纳注册费。 

 

IV 现在加入 

Join us now! 

 

一、邀请范围 

（一）全国及地方性会展协会或会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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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及地方会展管理部门； 

（三）商务会展企业及与之相关的有影响力的企业； 

（四）商务会展行业的相关媒体机构； 

（五）商务会展行业的相关事业单位； 

（六）研究院所和设置与商务会展行业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 

（七）不设自然人成员。 

二、收费标准 

常务理事单位 30,000 元/年 

理事单位     10,000 元/年 

成员单位     5,000 元/年 

三、费用优惠政策 

（一）以下单位申请成为成员单位，免收注册费；申请成为常务理事单位、理

事单位，费用按正常收费标准收取。 

1、企业终端客户买家，终身免收注册费。 

2、全国及地方会展管理部门，如会展办、会展局等，终身免收注册费。 

3、申请《会奖与活动服务机构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连续认证 2 年的单位，免收

第一年注册费。 

（二）以下情况申请成为成员单位，注册费按照正常收费标准 80%收取；申请

成为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费用按正常收费标准收取。 

1、10 家以上单位集体申请加入联盟。 

（三）前 200 名成员单位优惠条件如下： 

1、前 200 名加入成员，注册费按照正常收费标准 80%收取；申请成为常务理事

单位、理事单位，费用按正常收费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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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此项优惠可与（一）、（二）中优惠项目叠加使用。 

四、汇款账号 

单  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灵境支行 

账  号：0200 0133 0900 7101 221 

五、联系方式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 (100801) 

电  话：010-66094270  传  真：010-66094220 

网  站：www.cbef.org.cn 

电  邮：ccpitjjy@163.com 

联系人：蒋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