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程一 城镇化、全球化进程下东盟轨道交通市场发展

大会日程Day 1

08:50 

09:00

开幕致辞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小组讨论

东盟国家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需求
   东盟国家轨道交通市场发展潜力
   轨道交通基础建设规划与经济发展需求
   寻求跨国合作，实现互联互通
   探索构筑泛亚铁路网
Yuslizar Daud   General Manager Rail    马来西亚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 

09:30
中国“一带一路”“高铁走出去”战略导向下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现状
   “一带一路”政策和战略解读
   政策红利加快促进轨道交通国际合作
   全产业链新模式实现合作共赢
樊一江    政策研究的综合室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

10:00 

10:30 

11:00 

11:30 

午宴交流12:10 

茶歇交流
一对一会见
本环节中，所有会前通过我们的“一对一“约见系统安排的会议将开始启动，
参会嘉宾可根据会前约定的时间及地点与您的潜在合作伙伴开始既定会见，
开启合作之旅！

东盟轨道交通跨国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
 东盟轨道交通跨国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
 跨国轨交项目合作模式与风险评估机制
 中国轨交装备进出口数据分析
 轨交装备生产制造走向国际化
 坚持自主创新，保证企业造血能力
陈城   总经理     中国中车株洲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赞助席位

企业如何提升在东盟轨交大发展中的竞争力？
 东盟轨交建设的政治经济环境与政策导向
 如何评估跨国合作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风险？
 BT/BOT/PPP合作模式特点与竞争力探讨
 融合轨交基础建设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坚持技术创新，提升差别化竞争优势
Lim Chwee Kuong     Head, Safety& SMRT Inpectorate  新加坡SMRT公司
Punit Agrawal           Director Electrical Engg         印度铁道部
Junn B. Magno         General Manager                    菲律宾国家铁路局
Voravuth Mala　      资产管理副总裁　　                   泰国国家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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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二

大会日程Day 1

优化项目规划建设，创新资本技术应用

15:00 茶歇交流

14:00-18:00 一对一会见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小组讨论

本环节中，所有会前通过我们的“一对一“约见系统安排的会议将开始启动，
参会嘉宾可根据会前约定的时间及地点与您的潜在合作伙伴开始既定会见，
开启合作之旅！

14:00
从港铁PPP, P+R模式看可持续经营发展
 香港地铁：世界唯一盈利地铁公司
 沿线土地开发最大化外部经济效益
 铁路+物业/社区综合开发理念的实践经验
 合理规划上盖物业开发，匹配项目融资需求
Mr David Tang    Property Director    MTR Corporation

14:30 

16:00 

主题发言16:30 

主题发言15:30 

17:00 

18:00 

赞助席位

印度铁路发展与供电系统优化           
 印度铁路发展概况
 大型铁路项目规划、建设、运营
 电力系统节能优化实践探索
 铁路项目案例分享
Punit Agrawal    总监   印度铁道部    

柬埔寨铁路规划与发展
 柬埔寨铁路项目规划建设简介
 铁路运营管理需求
 创新铁路资产管理模式分享
John Guiry      首席执行官          柬埔寨皇家铁路

全球轨道交通基建项目规划建设与管理实践经验探讨
 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环境、效益
 怎样协调政府、铁路业主、运营企业在轨道项目中的利益与职能分配
 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投资
 轨道交通项目运营管理实践经验分享与案例分析
 技术创新助力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效率的提升
张在明                          总经理                    北京英华经纶交通运输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John Guiry                  首席执行官             柬埔寨皇家铁路
Chang,Cheng-Chiou   委员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輕軌系統
Isabel Chatterton      Manager, Asia Pacific PPP Transaction Advisory    国际金融公司

颁奖典礼
鸡尾酒晚宴-赞助席位

铁路资产管理经营模式创新
 创新铁路资产经营管理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设计建立高效可靠的资产管理框架机制
 从全生命周期看铁路资产经营管理
 供应链金融实现铁路资产效益最大化
Chang,Cheng-Chiou    委员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輕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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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Day 2

09:00-12:00 

主题发言

茶歇交流

09:00
轨道交通高效安全运营的危机管理机制
 铁路大提速，安全要先行
 网络化时代对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挑战
 设计建立高效应急处理机制
 先进通信技术为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Lim Chwee Kuong    Head, Safety& SMRT Inpectorate  SMRT Corporation Ltd

增進地鐵電力系統運轉及案例研討
 背景
 台北捷运电力系统的介绍
 增强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效性
 总结
詹烱潁  系統處處長   台北捷运公司

10:00 

10:30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11:30 

12:00 

主题发言

09:30 主题发言

轨道交通信息化建设提升客运服务质量
 智能信息系统优化乘客体验
 安全、准点、高效、人性化服务或成运营管理硬标杆
 致力于提升客运服务质量的轨道交通设备系统建设
 如何进一步改善跨国轨交合作项目的乘客体验
Siu Yow Wee     Director Station Operations      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技术发展新方向：真空管道高温超导磁悬浮
 国内外真空管道技术研发成果
 超高速与安全性功能的平衡
 阿联酋世界首列超级高铁项目评估
 高温超导磁悬浮商业化运营预期
邓自刚    副所长         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究所  
              委    员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委员会
              博士生导师   西南交通大学

本环节中，所有会前通过我们的“一对一“约见系统安排的会议将开始启动，参会嘉宾
可根据会前约定的时间及地点与您的潜在合作伙伴开始既定会见，开启合作之旅！

一对一会见

高性能材料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
Morgan  Advanced  Materials

主题发言

题目待定
天津益昌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1:00



议程四 把握跨境项目机遇，迎接全球竞合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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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30 

项目路演

主题发言

14:00
本环节中，全球轨道交通项目将开始为期120分钟的路演，通过对拟在建项目及成熟
运维项目的型案例分析，您将对目标市场与合作企业产生更直观深入的认知！
 
CASE 1   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高铁走廊
               Mukul Jain   运营总监   印度高铁有限公司

CASE 2   规划建设含世界最高桥的价值16亿美金超级铁路项目
               Ankala Saibaba   首席工程师   印度铁路公司

CASE 3   泰国铁路项目展示
               Voravuth Mala　 资产管理副总裁   泰国国家铁路局         

……持续更新中

16:00 

16:30 

主题发言17:00 

茶歇交流

现代有轨电车在城市轨交体系建设中的发展
 现代有轨电车与城市协同发展
 从城市环境、轨道建设、运营成本、技术创新看有轨电车的特色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轨电车的发展
 现代有轨电车的国际化之路
Emmanuel Vivant CEO 香港电车公司

中国与东盟轨交专业人才培养合作效应
 轨道交通产业大发展与专业人才大缺口
 国际轨交教培资源共享对接与人才本土化重要性
 中国与东盟人才教育培养合作机制与实践效应
 轨交人才培养国际化助力产业合作全球化
Prof. Dato' Dr. Mazliham Mohd Su'ud，校长，吉隆坡大学

会务咨询联系方式
 TEL:86-021-52428133

EMAIL: emily.yuan@shine-consultant.com

本环节中，所有会前通过我们的“一对一“约见系统安排的会议将开始启动，参会嘉7
宾可根据会前约定的时间及地点与您的潜在合作伙伴开始既定会见，开启合作之旅！

一对一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