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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China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MIC）旨在搭建一个市场营销学术界、国内商业界以及政

府部门等多组织之间全方位互动、最高水准的国际交流平台。该平台将通

过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海外华人与西方顶尖市场营销学者以及

本地学者和商界领袖间的合作，促进海内外关于企业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

的交流，同时为政府提供一个更好的与学术界及商业界沟通的机会，以达

到三方之间良好互动的目的。



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CMIC）

起始于2013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

系发起并组织。经过三年的发展，本会议

已经成为了亚太地区顶尖的市场营销国际

会议，总共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优秀学者、商业精英和政府官员、非

营利组织人员参会。

海内外顶尖商学院的知

名营销专家和学者

Academic

全球财富500强及两岸三

地知名企业的营销高管

Business

部分城市的政府官员及

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人员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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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对市场营销的贡献：实践与理论

时间：2013年7月12-15日

地点：中国 · 徐州 · 中国矿业大学

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协办方：亚洲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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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对市场营销的贡献：实践与理论

时间：2014年7月11-13日

地点：中国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

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南卡罗来纳大学，台湾科技大学

协办方：亚洲商业协会，湖北省市场营销学会，

教育部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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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芷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工
商管理处处长

李作清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招商局局长

邵新宇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李华刚
海尔集团首席营运官

童国华
烽火科技集团董事长

陈阳
万达集团汉秀剧场经理

叶齐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杜汉武
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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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Kumar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长江学者。
现任市场营销国际顶级期
刊《Journal of 
Marketing》主编

D. Stewart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
教授，现为《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主编

周南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
系教授，武汉大学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教育部聘任
的企业管理学科的第一位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苏晨汀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系
系主任，教授，2006年
被收入美国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2007被收入英
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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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军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工商管理专业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志林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市场
营销学系系副主任，营销
学硕士课程主任，现任华
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系国际方系主任

田志龙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系主任；教育部高
校工商管理类本科教指委
副主任委员，营销指导组
组长；湖北省市场营销学
会会长

Thomas Kramer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市场
营销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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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琦

台湾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
教授、中国石油化学工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察

罗学明

美国天普大学Charles 
Gilliland杰出营销学座席
教授、大数据移动分析国
际研究中心主任，现担任
市场营销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副主编

包叶青

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郑毓煌

哥伦比亚大学营销科学博
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营
销学博士生导师



CMIC2016

主题：大数据、文化差异与市场营销

时间：2015年7月24-27日

地点：中国 · 西安 · 西安交通大学

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南卡罗来纳大学

协办方：亚洲商业协会

武汉大学市场营销研究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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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主办方
亚洲商业协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协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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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tewart 教授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首席教授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主编

崔海涛 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

刘云川 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副教授

Thomas Kramer 教授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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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会暨博士生论坛

商业领袖论坛

“中华营销奖”评选

市场营销教学研讨会

特殊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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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及博士生论坛”是为市场营销学界的高年级博士生和大学年

轻教师提供一个与其他院校的博士生和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会。大

会将特邀知名教授以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前来分享其宝贵的教学和研究经验，

并为博士生目前的项目提供意见。论坛的第一个环节为信息共享，参加论坛

的教授们将分享他（她）们在研究教学方面的心得；第二个环节为圆桌讨论，

教授们将逐个点评递交的研究论文，并详细指导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如何修改

论文。每个参与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需要提交一份论文或研究初案以供讨论。

主持人：香港城市大学杨海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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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继续开设“商业领袖论坛”，将邀请商界翘楚齐聚青岛，围绕

营销理论前沿和社会热点，以实际案例和与会者分享智慧企业的经营之道。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将向企业家们展示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企业家们

交流研究成果应用的思路，为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带来启发。这一激动人

心的活动将为各位商界领袖提供一个交流思想和开拓商机的机会。

主持人：华东理工大学景奉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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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将继续开展“中华营销奖”评选活动，分为“优秀营销案例奖”

和“优秀营销人物奖”。本次评选旨在征集商界杰出的市场营销方案，鼓励

营销精英分享个人成果和经验，以及为有志于市场营销的高校学生们提供展

现才华，接触业界顶尖人物的机会。“中华营销奖”不论对于公司、机构或

者是个人，都是一个绝佳的市场营销公众展示平台。任何在大中华区的公司、

机构，不论规模，不分行业，不论团队和个人都可以参与。



CMIC2016

市场营销教学研讨会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市场营销专业指导小组负责组织，并邀请海内外有丰富经验的教授共

同分享教学体会。研讨会将设立多个专题，包括互动式研讨和教学改革与研

究论文宣读两个环节，就市场营销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特定热点和难点问

题、挑战与机遇等进行研讨，以期提高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教学质量，推广营

销实践应用。论坛还将介绍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应用问题、案例研究、市场

营销模拟、真实的客户项目和现场体验式学习来探讨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

主持人：华中科技大学田志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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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兴趣小组的开设是为了聚集相同研究领域和课题的学者一起对各自

的研究成果进行面对面展示和交流。加入特殊兴趣小组可以使参会者：

• 与同行讨论该领域最新动态和前沿研究；

• 更加深入了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拓展技术知识；

• 与同行建立学术联系并讨论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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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是市场营销界的一次思想盛宴，目前也是中国国

内市场营销领域影响颇为广泛、拥有较多会员的高水平学术盛会。我们致力于搭建一个市场

营销学术界、商业界以及政府部门等多组织之间全方位互动、最高水准的国际交流平台。

我们代表本届年会组委会，真诚地邀请贵企业参与合作和赞助。成为本届年会的赞助商，

您将有机会与国内外市场营销领域的顶尖学者近距离接触，并与来自不同行业的知名企业代

表面对面交流。赞助企业的名称将会以多种方式展示，能极大地帮助公司提升品牌形象，扩

大市场影响力，推广公司新产品，以及寻求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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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主办方将为赞助

企业提供全套宣传方案以及特

色合作策划，并全程协助执行。

通过年会的国际化平台，赞助

企业可以拓宽在青岛本地、中

国乃至海外的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扩展企业资源和人脉。

媒 体
报 道

网 络
宣 传

活 动
宣 传

现 场
宣 传

人 脉
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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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将邀请国内和香港的

媒体进行跟踪报道，报道将于

即日或周内刊登，所有新闻稿

都会提及赞助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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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信息将会在年会的

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会前预

告、现场直播、会后总结等信

息内容将会提及赞助商，前期

宣传可根据赞助商要求单独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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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本届年会在国内重

点高校内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年会主办方将在部分高校举办

CMIC宣讲会，届时可邀请赞

助商一同参与分享，吸引高校

优秀生源。

CMIC2016



 会场入口、场内布置的所有展板、

海报、横幅均印有赞助商名字与

LOGO；

 与会人员都会有年会资料礼品包，

包括企业宣传册和赞助商提供的

纪念品；

 提供企业展示和宣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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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提供与国内外学术界、商界、

政界、媒体界朋友深入交流的机会；

晚宴安排有嘉宾分享环节，赞助企业

有单独发言机会；晚宴会场的展板、

横幅等也会有赞助商名字与LOGO。

CMI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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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企业领导或员工作为嘉宾全程参会

 年会会刊广告页

 企业LOGO（标识及名称）将以企业赞助商名义出现在大会背景板上

 年会宣传的平面媒体广告和网络广告中将出现企业LOGO（标识及名称）

 会议现场将为企业摆放1个易拉宝，大会资料袋中放一份企业的宣传资料

 通过微信、微博文章，宣传企业活动信息

 年会官方网站体现赞助企业信息，并将其LOGO链接到企业网站

 企业领导在商业领袖论坛上发表演讲

 年会为企业颁发“中华营销奖”



CMIC2016

 邀请企业领导或员工作为嘉宾全程参会

 年会会刊广告页

 企业LOGO（标识及名称）将以企业赞助商名义出现在大会背景板上

 年会宣传的平面媒体广告和网络广告中将出现企业LOGO（标识及名称）

 会议现场将为企业摆放1个易拉宝，大会资料袋中放一份企业的宣传资料

 通过微信、微博文章，宣传企业活动信息

 年会官方网站体现赞助企业信息，并将其LOGO链接到企业网站

 企业领导在商业领袖论坛和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讲

 年会为企业颁发“中华营销奖”

 参加其他年会活动，如特殊兴趣小组等

 其他合作，可具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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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论文奖”获奖证书与奖金

 欢迎晚宴

 会议资料袋、纸张、文具

 志愿者服装

 礼品

 茶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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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  xxxxxx 手机:  xxxxxxxx

邮箱: xxxxxxx

XXX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组委会

微信号：CMIC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