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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玩协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筹）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院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



扫码关注了解更多
幼教资讯和展会信息

中国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E4-E7馆

咨询电话：

010-6829 3620\21\22\25

中国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简称CPE中国幼教展，英文

缩写CPE）是商务部批准的“国”字头幼教展会。CPE由国家一级

行业协会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主办，定位“国际化、品牌化、

专业化”，集“新品展示+趋势引领+精准对接+论坛研讨+场景体

验”五位一体，是引领幼教产品趋势、传播先进幼教理念、推动幼

教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国际幼教行业交流平台。

中国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

主办单位：



尊敬的嘉宾、代表和幼教同仁们：

适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幼教业界同仁迎来聚首的盛会。

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

会议代表和幼教同仁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

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持续传播国内外先

进学前教育理念，进一步稳健有效引导和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联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民办教育研究院，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等

幼教领域的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共同举办“2019 年中国学前教

育发展大会”。大会主题为“探索规律，创造未来”。针对目前学前

教育在普惠制转折时期的新形势，超过 60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和园长将在九大主题论坛上做精彩的专题发言，分别进行国家

新政策的解读；普惠后幼教市场新趋势与新机遇的分析；幼儿托育、

幼儿体育教育、和 STEAM 教育新成果和新观点的阐释 ；幼儿园

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的剖析 ；为广大学前教育从业者提供最新的多

方位的思考视角和实践经验，助力学前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CPE 中国幼教展也在 10 月 16-18 日同期开展，作

为幼教产品趋势引领的最佳平台， CPE 中国幼教展吸引了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亮相，涵盖课程、STEAM 教学产品、体育设备、

幼教装备、游乐设备、和玩教具等全系列产品。今年亮相的国际

品牌超过 100 个，而韩国展团更是以专区集中展示，将会给所有

的观众呈现许多代表国际趋势的幼教新品 ；CPE 中国幼教展在赋

能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中国教玩具

之都”浙江永嘉县、“中国教玩具生产基地”江苏宝应县两大游乐

设备产区的企业踊跃参展，近 60 家龙头企业集结行动，将隆重推

出 2020 年新品体系，或场景化构建园所主题空间的整体解决方案；

此外，广东东莞、深圳、澄海、浙江云和、福建晋江等 20 个产区

的龙头企业都将整装亮相 CPE 中国幼教展，体现中国品牌力量，

助力广大幼教园所转型升级。

十月的上海，幼教业界群贤毕至，精彩纷呈。预祝中国学前教

育发展大会和 CPE 中国幼教展圆满成功，预祝各位代表学有所获，

不虚此行。朋友收获满满！

中国玩具和

婴童用品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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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注微信，接收会议信息
请关注 CPE 中国幼教展微信公众号，展期和展后重要消息将于每天晚上

通过微信发布。

2. 立场申明
会议主办方鼓励与会代表就各种观点和意见交流探讨，所有嘉宾的观点不

代表主办方的官方立场。

3. 友情提示
·   请妥善保管随身物品，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 ；

·   请留心酒店、会议室及展馆各紧急出口的位置 ；

·   夜晚出行，请尽量结伴出行 ；

4. 幼儿园参观咨询
如您已报名或计划参观幼儿园，有任何疑问请咨询 ：

王老师 18817951317

刘老师 13911701636

参会代表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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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买家休息区 W4A42
TJPA 创新产品展示区 W4D70

CKE 中国婴童展主办办公室 &2020 年订展中心  W4T01
CKE 中国婴童展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 W4D80

CKE 中国婴童展观众打卡兑奖 W4A28
设计新势力展示区 W4A53

线上采购平台区 W4B08/09/14
舒城展团洽谈区 W4B27

IP365X.com 买家对接区 / 上网中心 E1B09
CLE 中国授权展主办办公室 &2020 年订展中心  E1T10

CLE 中国授权展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E1B08

国内预登记买家休息区 W5H15
国际买家对接区 W5C71

E1

E2

E3

W2

W3

W4

W5

E4

E5

N5
N4

E7

E6

N2

N1

N3

N8
N6

N7

2

3

CLE 中国授权展

CTE 中国玩具展

CKE 中国婴童展

CPE 中国幼教展

W1

1

展馆示意图

2020 年最新趋势产品
展示与发布区 W1C70

国内买家休息区 W1D70
新闻媒体中心 W1A59

CTE 中国玩具展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 N2C31

餐饮区 E3E11

上网中心 W2A57

CKE 中国婴童展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 W3A70
国际买家对接区 W3E70

知识产权办公室 W3G76

上网中心 E5B73

CPE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E4F15
国内买家休息区 E4E19
幼教采购对接区 / VIP 买家休息区 E4F19
餐饮区 E4G19

CLE 中国授权展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 E4F03 中
国授权金星奖入围奖项 IP 展示区 E4T04

CLE 中国授权展观众打卡兑奖 E4A11
足球公园 E4B13

CPE 中国幼教展主办办公室 &2020 年订展中心   E6B21
CPE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E6H01-03

国内买家休息区 E6G50
餐饮区 E6A41

知识产权办公室 E6B51

CTE 中国玩具展主办办公室 &2020 年订展中心  N3B81
CTE 中国玩具展观众打卡兑奖 N3G98

国内买家休息区 N3C81
国际买家休息区 N3B73

知识产权办公室 N3F89
餐饮区 N3H10

上网中心 N3H18

餐饮区 E7H05
国内买家休息区 E7B55

CPE 中国幼教展观众打卡
兑奖 E7H01

CPE 新产品发布区 E7T09

会议现场平面图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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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17 日，由中玩协学前教育专委会（筹）、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雅居乐教

育集团学前教育研究院、子需智库、雏鹰宝贝、极客爸爸、北美教育协会、荟育嘉、

哈灵教育、师创教育发展中心协办的 2019 年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开幕。

此次大会主题为“探索规律、创造未来”， 9 大分论坛将聚焦政策解读、托育、

STEAM 教育、儿童体育、陈鹤琴“活教育”理念、幼儿素质教育等我国学前教

育事业中的热点问题，力邀朱家雄、陈冬华、王国平、王振宇、周念丽、柯小卫、

陈庆、赵一仑、王凯珍、邸文等顶级专家做专题讲座，同期组织特色幼儿园参观。

会议宗旨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会议主题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热点问题 

会议时间 ：10 月 16 日 -17 日

会议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6 馆、E4 馆

主办单位 ：中玩协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筹）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院

协办单位 ：雅居乐教育集团、子需智库、 雏鹰宝贝、极客爸爸 

                            北美教育协会、 荟育嘉、哈灵教育、师创教育发展中心

支持单位 ：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

活动规模 ：9 个平行论坛  

参会对象 ：幼儿园园长、早幼教机构、托育机构从业者、各级教育部门

                            以及关注该领域的机构和人士等

媒体支持 ：新华社、中新社、东方卫视、上海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

                            第一财经、人民网、东方网、腾讯视频、凤凰网、亿欧网、

                            36 克氢、托育研究员等其他大众媒体、行业媒体、自媒体

同期展会 ：中国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玩具及教育设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

会议简介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08

2
0
1
9



2019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活动日程

开幕式
时间 ：10 月 16 日 13:00-13:30 

地点 ：E6 馆 2 号厅

议程 ：主旨讲话

                    顾秀莲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胡    卫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梁    梅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

日    期 活动内容 地    点

10月16日

（平行论坛）

论坛一：幼儿园教育的核心价值与质量评估论坛 E6馆1号厅
论坛二：当今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与发展趋势论坛 E6馆2号厅
论坛三：托育服务及托育人员的培训论坛 E6馆3号厅
论坛四：“活教育”视野下的幼儿园课程建设论坛 E4馆4号厅

10月17日

（平行论坛）

论坛五：托育行业发展论坛 E6馆3号厅
论坛六：儿童体育教育与健康发展论坛 E6馆2号厅
论坛七：园长成长论坛-儿童素质教育专场 E4馆4号厅
论坛八： STEM教育的课程建构专题论坛（上午） E6馆1号厅
论坛九： STEAM教育产业峰会（下午） E6馆1号厅

10月18日

(8:00-15:30)

特色幼儿园参观（三条平行路线）
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
上海市黄埔区奥林幼儿园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幼儿园

10月16-18日 幼教新品与趋势发布活动 E7馆新品发布区

10月16-17日 华森葳学前教育研讨会 E5馆2层
M32B会议室

10月16日 晨幼玩具发布会 E6馆2层
M37会议室

10月16日 如何实现户外游戏区域化？ E6馆2层
M37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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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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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会议议程

10月16日  下午   E6馆   1号厅
平行论坛一：幼儿园教育的核心价值与质量评估

时    间 议    程

13:00-13:45
主题报告1：

报告人：

新时代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3:45-14:30
主题报告2：

报告人：

我与幼教结缘

陈冬华（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14:30-15:15
主题报告3：

报告人：

以家庭教育为导向的亲子共学教育方案

何翩翩（师创亲子教育执行长）

15:15-15:30 休息

15:30-16:15

主题报告4：

报告人：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在中美的实践

谭智文（美国加州学前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成

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副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和提高

系统理事会成员）

16:15-17:00
主题报告5：

报告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落地探究

王增收（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幼教体系研发总监）

会议议程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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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下午  E6馆  2号厅
平行论坛二：当今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与发展趋势

时    间 议    程

13:00-13:30

开幕式

嘉宾：
顾秀莲（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胡    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梁    梅（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

13:30-14:30

主题报告1：

报告人：

新政后民办幼教的“七局两势”

王国平（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任学前教育工

作委员会理事长）

14:30-15:15
主题报告2：

报告人：

趋向普惠后的幼教市场发展

谢子元（台湾儿童教保联合总会总会长）

15:15-15:30 休息

15:30-16:15
主题报告3：

报告人：

普惠政策下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思考

陶韦伽（雅居乐教育集团学前教育事业部总经理）

16:15-17:00

主题报告4：

报告人：

德国幼儿园中儿童游戏和探索式学习

Prof. Hartmut Wedekind（柏林爱丽丝·所罗门大

学儿童早期教育教授）

11
SHANGHAI

会议议程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会议议程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10月16日  下午  E6馆  3号厅
平行论坛三：托育服务及托育人员的培训

时    间 议    程

13:00-13:45
主题报告1：

报告人：

让每个孩子拥有人生最佳开端

龚瑾（上海市闵行区婴幼儿早期教养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13:45-14:30
主题报告2：

报告人：

立婴幼儿托育中心全方位感染控制机制

陈怡幸（新北市托婴协会理事）

14:30-15:15
主题报告3：

报告人：

荷兰0-3岁婴幼儿养育与照护

Marco Schaap（荷兰Julianaschool学校校长）  

15:15-15:30 休息

15:30-16:15
主题报告4：

报告人：

保教医三合一高质量托育照护服务整合

庄筑涵（台湾宝贝妈咪托婴机构创办人）

16:15-17:00
主题报告5：

报告人：

探究民办托育的市场需求与运营风险

劳崧益（台湾教育实战亲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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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上午  E4馆  4号厅

10月16日  下午  E4馆  4号厅  

平行论坛四：‘活教育’视野下的幼儿园课程建设主题论坛  

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赵勇强（哈灵学院培训主管）

9:50-10:30
主题报告1：
主讲人：

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传承
柯小卫 (作家，陈鹤琴先生外孙）

10:35-11:15
主题报告2：
主讲人：

“活教育”视野下的游戏课程化
王振宇（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

11:20-12:00
主题报告3：
主讲人：

“活教育”视野下的特殊教育
陈庆（陈鹤琴先生孙女）

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甘曲（哈灵学院副院长）

13:50-14:30

主题报告4：
主讲人：

对话“活教育”
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

邢保华（昆明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园长）

欧赛萍（浙江象山海韵幼儿园园长）

14:35-15:15
主题报告5：
主讲人：

“活教育”视野下的环境创设
陈哈利（浙江花园幼教集团董事长）

15:20-16:00
主题报告6：
主讲人：

“活教育”视野下的户外活动
赵兰会（山东利津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

16:05-16:45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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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上午  E6馆  3号厅
平行论坛五：中国托育行业发展论坛

时    间 议    程
09:20-09:30 主办方致辞

09:30-10:00
国内托育行业发展现状概览、机遇与挑战

冯翀翀（子需智库创始人）

10:00-10:30

美国高质量早期教育发展新趋势：0-3岁儿童最好的人生开端

刘彤（美国儿童保育协会董事会主席、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终身教授 ）

沃特捷列姆博士（耶鲁大学耶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项目执行主任）

10:30-11:00

美国托育第一品牌Bright Horizons的拓展模式，如何稳健运营

全球1000+托育中心

陈刚（前美国高盛集团高级副总裁、暖小家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11:00-11:30

中国 0-3岁的一日照护流程国际标准是什么

托育机构的环境怎么设计、课程方案怎么落实

袁珂（加拿大独角兽启智园项目创始人、先独角兽教育科技 CEO）

11:30-12:00
加拿大BC省托育运营的政府标准对于国内有哪些知道意义

邸文（童心童语董事长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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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下午  E6馆  3号厅
平行论坛五：中国托育行业发展论坛

时    间 议    程

14:00-14:30
2019年中国托育行业关键政策梳理

吕斯文（中国标准化协会托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4:30-15:00

如何为托育机构持续培养国际化水准的专业师资

李姵仪（师创教育发展中心 执行长、育圃蒙台梭利托育机构 创办人

兼执行长）

15:00-15:30

托育机构投资人如何顺利度过新园“开业关”，如何做好市场

招生

苗露（适爱国际育儿中心创始人）

15:30-16:00

北美成熟的托育课程+运营标准如何支持国内托育行业的本地

化发展

李风（北美教育协会会长）

16:00-16:30

模块编码化运营成就千万级中心——深度解析运动宝贝集团标

准化运营

孙鑫（运动宝贝联合创始人）

16:30-17:00
圆桌论坛：中国1-3线城市不同托育品牌运营经验与弯路

袁珂  李姵仪  苗露  孙鑫  吕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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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上午  E6馆  2号厅
平行论坛六： 儿童体育教育与健康发展论坛

时    间 议    程
09:00-09:40 签到

09:40-09:45 主持人开场

09:45-10:00

主办方致辞

刘弘（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幼儿体育分会副会长、全国幼儿体育

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雏鹰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10:00-10:45

幼儿体育政策解读、业态分析与发展走向

王凯珍（首都体育学院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幼儿体育

学会副会长、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幼儿体育分会会长）

10:45-11:30

幼儿体育带动健康家庭

Oki Alexander（基本运动技能以及自然运动国际专家、MovNat 亚

洲首席代表、MovOr China创始人、建筑学硕士）

11:30-12:00

体育环境对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

张 莹（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

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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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下午  E6馆  2号厅
平行论坛六： 儿童体育教育与健康发展论坛

时    间 议    程

13:30-14:30

幼儿体育运动课程培训展示

（自然运动课程及多项运动足球特色幼儿园）

Oki Alexander、谢函位

GRAZIANO MANNARI（西甲宝贝项目负责人、前AC米兰足球俱乐

部球员及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成员、AC米兰儿童足球学院校长）

14:30-15:00

情感AI科技与人Play中为孩子创造健康的心理成长空间

Wendy Wu吴岱妮（世界第一的情感AI公司——想象科技创始人、

一起App创始人兼CEO、顶尖人物集团首席执行官）

15:00-15:30

全球视野下的幼儿艺术和体育教育

范娅萍（艺术家，教育家，美术学硕士，教育应用心理学博士。天使

国际艺术教育创始人兼首席内容官。）

15:30-16:00

源于感觉统合理论的游戏式教学

朱载香（伊威爱公司教育顾问、巧巧商学院讲师、上海国际幼教年会

特聘专家、卡耐基培训机构金牌讲师）

16:00-17:00

圆桌论坛:现代化城市进程和社会发展下科技应用和创新对体

育和教育的影响

刘弘（主持人）、汪晓赞（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

者，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王凯珍、吴岱妮、

范娅萍、Oki Alexander李璐瑶（成都优诺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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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上午  E4馆  4号厅
平行论坛七 : 第六届园长成长论坛 - 儿童素质教育专场

时    间 议    程
09:00-09:30 签到

9:30-10:15 新政下民办幼儿园未来该如何发展
李静（雅居乐教育集团学前事业部学术总监）

10:15-11:15 素质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品类介绍
李蕊（睿见未来教育咨询联合创始人&CEO、睿艺学院院长）

11:15-12:15

幼儿园如何开展STEAM教育？
万礼缤（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中国青少年自主教
育第一人、疯学狂玩国际研学首席培训专家、美克创客教育联合创始
人、芬中创新创客中心创始人、中国STEAM教育实践者）

12:15-13:30 午饭

时    间 议    程

13:30-14:30 1-6岁幼儿教育综合体的新幼教商业模型
臧小磊（童豆教育集团创始人、总裁；曾任英孚教育华中华西区副总裁）

14:30-15:00

PNSO地球故事科学艺术创作计划（2010—2070）
——在家庭教育上的实践
陈超（益鸟科学艺术副总裁；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
业、曾荣获红点奖、IF奖（概念设计TOP 9）等）

15:00-15:30 
数字时代下的儿童阅读 
刘凯（映魅咨询创办人，专注于包括教育科技在内等行业的研究咨询
服务，获国内知名教育和金融背景投资机构的投资。）

15:30-16:00  在学校开展SEL儿童社会情感学习
刘奕敏（慧育家联合创始人、美国正面管教协会认证家长/学校导师）

16:00-17:00
儿童音乐教具与音乐教育法之融合 
莫迪辉（斯洛伐克 Academy of Arts in Banska Bystric 音乐学院荣誉
艺术学士、奥地利林兹安东布鲁纳克音乐大学的吉他演奏学位）

10月17日  下午  E4馆  4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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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上午  E6馆  1号厅
平行论坛八 : STEM 教育的课程建构专题论坛

时    间 议    程

9:00-9:35 签到

9:35-9:40 主持人开场

9:40-11:00

主题报告1：

主讲人：

STEM教育的课程建构

赵一仑（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博

士/学前教育系主任）

11:00-11:30
主题报告2：

主讲人：

幼儿园STEAM教育实践与探究

甘曲（哈灵学院副院长）

11:30-12:00
主题报告3：

主讲人：

解析学前STEAM教育的培养目标及落地应对之策

祝琳（广东教育学会科技教育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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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下午  E6馆  1号厅
平行论坛九 : STEAM 教育产业峰会

时    间 议    程
12:30-13:00 嘉宾签到

13:00-13:30
《如何利用 DT 进行 STEAM 教育产品设计》

王白茹  智慧喵联合创始人

13:30-14:00
《幼儿需要什么样的编程教育》

王奕欢  Matatalab 合伙人&教育总监

14:00-14:30
《STEAM 教育硬件产品市场前景》

刘杨 火星人俱乐部创始人&CEO

14:30-15:00
《Python 和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青少年教育中开展和普及》

王成仓 CodeCombat 大中华区CEO

15:00-15:30
《新内容+新技术赋予数学新的生机》

孙博 优学猫创始人&CEO

15:30-16:00
《国内 STEAM 教育投资逻辑及趋势》

汪恒 多鲸资本教育研究院负责人

16:00-17:00 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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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
乌南幼儿园创建于一九五六年，是一所涉外的上海市示范性幼儿园。是国家教委施行《幼儿
园工作规程》全国 10 所试点园在上海唯一的一所幼儿园，是上海市精神文明单位、花园单位，
目前是上海市课程教材改革实验基地。多名教师获得全国、市级殊荣，近 10 名教师曾赴海
外接受专业培训。乌南也是市课程教材改革、市家教指导、市名师培养等基地，并连续八次
被命名为市精神文明单位。

二、上海市黄浦区奥林幼儿园
奥林幼儿园是一所公办一级一类体育特色幼儿园。是 21 世纪全国体育科研实验基地、上海
市学前儿童交通文明示范实验基地。

三、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幼儿园
上海市市级示范性幼儿园，始建于 1939 年，前身是一所具有教会学校背景的私立彼得小学
附属幼稚园。首批陈鹤琴思想教育研究基地，率先开展综合性主题课程研究。

拟定参观流程

日期：10月18日

参观幼儿园介绍

时    间 内    容

8:00-8:20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东大厅门口集合

8:20-9:00 乘坐大巴前往相应幼儿园

9:00-11:00

幼儿园活动观摩与交流：
1.参观幼儿园环境

2.观摩活动1-2节

3.园所特色介绍

13:00-15:30 讲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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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PE 中国幼教展开放活动

2019年10月16日

主题 展示单位
解密儿童注意力 北京成长魔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民办托育新未来-非凡保姆托婴托育孵化

项目发布
广州市见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儿童早教产品的解读 深圳市乐高天科技有限公司

还未被推广的日本优秀商品 日本Torero

天好★马克笔 温州天好笔业有限公司

记得乐，让身边的人都快乐 上海灏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TOTSCAMP美式韵律课与早教 上海韵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与木相亲， 探索自然 厦门秀逸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欧蒙益智玩具，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 宁波欧蒙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蓝宙星球STEAM早教礼盒新品推介 南京蓝宙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墙面，无限应用——幼教空间磁性

墙面系统
上海西叙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STEAM创客自助餐模式引爆少儿科学！ 西安青藤创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首款图灵完整有形化编程语言 ALGObricks Ltd.

新品发布区活动表
E7 馆新品发布区（6 号门旁边）

新品发布区活动表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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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区活动表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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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7日
主题 展示单位

科技让教育更有力量 平乡县好康商贸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助力儿童阅读 北京物灵科技有限公司

3D创想游戏，开启幼儿创造世界 杭州玩朝科技有限公司

网易有道词典笔新品发布会 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新品首发-梧童指尖交互机器人 深圳梧童科技有限公司

感统，运动出来的人生，玩出孩子的超能力 北京旭日祥和科贸有限公司

如何动手阅读 北京陶乐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编程学习机器人，家校贯通的乐教体验 深圳市德域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书包健康-你真的了解吗？ 上海花得花百货有限公司

实物编程-魔方机器人 杭州华银教育多媒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首款堆叠式编程机器人 厦门匠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指尖里的启蒙》 汕头市澄海区鸿成塑胶玩具厂

幼儿园幼儿饮水必备新产品 山东之源互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8日

主题 展示单位
让鸡蛋暴跳的ETPU儿童防护运动地坪 都佰城新材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新加坡英文国民品牌—I Can 爱可睿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首发！《最强大脑》幼儿园脑力开发课程 托育中心的运“赢”

经营机构新模式，两天完成一年业绩 内蒙古小白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托育中心的运“赢” 江西佳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专场活动

2019年10月16日
9:30-10:30 聚焦国际教育理念，探索特色玩教具的区域活动

10:45-12:15 洞察政府扶持下的托育市场，稳抓行业新机遇

13:30-14:30 探索幼儿活动轨迹，打造新建园多元化功能教室

14:45-15:45 新教育政策下的户外教室环境“再升级”

2019年10月17日
9:30-10:30 共筑新园建设－创赢未来发展

10:45-12:15 教育政策视角下的园所升级改造新思路

13:30-14:30 相应国家教育政策，打造城市中的户外教室

14:45-15:45 基于儿童视角的空间改造与探索

2019年10月16日
13:00-15:00 八大空间改造－国学教室新品发布会

2019年10月16日
15:00-17:00 如何实现户外游戏区域化？

华森葳学前教育研讨会                                                E5 馆 2 层 M32B 会议室

晨幼玩具发布会                                                                            E6 馆 2 层 M37 会议室

巧巧教育发布会                                                                           E6 馆 2 层 M37 会议室

企业专场活动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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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秀莲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九届全国妇联主席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创会会长

胡卫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

何翩翩
师创亲子教育执行长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
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学会 (PECERA) 会董

陈冬华教授
中国儿童体能研究协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
幼教研究会学前儿童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原常委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津沽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研究所特聘教材编写及教师培训专家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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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任学前教育工作委员会理事长

谢子元
台湾儿童教保联合总会总会长

陶韦伽
雅居乐教育集团学前教育事业部总经理

谭智文
美国加州学前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成员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副教授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和提高系统理事会成员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Prof. Hartmut Wedekind 
柏林爱丽丝·所罗门大学儿童早期教育教授、儿童早期教育学教
授、博士、柏林 Helleum 儿童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柏林爱丽丝·所
罗门大学儿童早期教育教授、学习工作坊教育理念实践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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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瑾
上海市闵行区婴幼儿早期教养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陈怡幸
新北市托婴协会理事

庄筑涵
台湾宝贝妈咪托婴机构创办人

Marco Schaap 
幼儿教师培训师， Viaa Zwolle 大学
荷兰 Julianaschool 学校校长 
荷兰幼儿教育专家   

劳崧益
台湾教育实战亲子专家、早极客国际早教定制平台发起人、非
凡保姆婴幼学苑创始人、国内外四十五所早教中心的创办掌门
人及总顾问、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东莞市妇联
儿童活动中心特聘顾问、国际 NLP（身心语法程序学）专业执
行师及讲师、美国国际专业人才认证协会【IAPC】家庭心灵咨
询师及训练导师、英国中央身心医学与科学学院【CAMBMS】
催眠师及训练导师美国 NGH 催眠治疗师、台湾早教行业协会前
副会长、台湾教育电台《打造未来精英领袖系列》专题讲师、0-6
岁潜能开发专业训练师资品培训指导教授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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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卫
陈鹤琴外孙
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
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 : 长篇传记巜陈鹤琴传》、《陈鹤琴画传》理论专著《陈鹤
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主编《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 共 8 册 )) 等

王振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系教授，博导。现任上海外国语
大学贤达学院教育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的
教学和科研，对我国儿童社会化研究方向有首创作用，对儿童发
展与学前教育研究方向有系列论著和观点；对我国心理专业和学
前教育专业的各级各类教育都有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的贡
献，被誉为“拥有读者数最多的心理学家”之一。近年来就陈鹤
琴教育思想研究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研究有所推进，提出的游戏课
程化的理论受到学界和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践行。

周念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留学日本，1995 年获日本御茶
水女子大学学士学位；1998 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2003 年 7 月，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兼任日本国际
幼儿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学前教育委员会健康专业委员会理
事等职。出版专、译著并担任总主编的教材 20 余本，在核心与
非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100 多篇

陈庆
陈贺庆先生孙女
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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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保华
昆明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总园长，高级教师
云南省特级教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
省名校长
教育部“国培计划”——云南省乡村园长、乡村教师访名园首席
专家，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 “云南省幼儿园园长任
职资格”培训专家，主编《“活教育” 中的民族文化教育》等

欧赛萍
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浙江省象山海韵幼儿园园长
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宁波市名园长，甬派教育管理名家培养对
象，宁波市教坛中坚，象山县十大杰出教师，象山人民政府兼职
督学，主编《 “活教育”中的致善教育》等

陈哈利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浙江省民办
教育协会学前分会副会长，民革浙江省教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民革莲都区副主委、杭州丽水商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哈灵教育
创始人，浙江哈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被评为年度全国
民办学前教育领军人物，全国民革社会服务先进个人，浙江民
革骄傲人物。
师范院校毕业后，从市教坛新秀，到幼儿园举办者；从家具教
具设计生产，到为全国幼儿园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教育服务；
从各类爱心捐款到爱心捐赠内蒙古教育装备时被评为公益项目
优秀企业，陈哈利先生融教育、艺术、工匠、爱心…… 于一身，
带领哈灵教育稳步坚实的前行，正为每个生命未来的精彩、每
个家庭的幸福、中国学前教育的现代化艰苦奋斗，奉献一己之力。

赵兰会
利津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担任过 7 年初中校长，11 年乡镇教
育办主任。2007 年开始担任利津一幼园长，2016 年 3 月轮岗到
二幼担任园长至今。是山东省管理创新园长，东营市名园长，荣
获第十一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提名奖。河南师大、济南幼师高专、
山东体育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利津游戏课程模式的创建人。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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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翀翀
子需智库创始人

刘彤
美国教育史博士
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研究员
耶鲁大学耶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项目执行主任
美国载格勒国际儿童发展协会董事
德国儿童游戏协会特聘专家

陈刚
哈佛爸爸
美国高盛集团服务超过 12 年
直接参与环保、健康、教育、婴幼儿家庭服务投资项目规模超
过 500 亿美元
专注于中国婴幼儿健康与教育领域的研究及投资探索儿童心理指导
在 0-6 岁婴幼儿人格塑造与教育方法论等方面强化实战探索 
积极推动国际化教育与健康行业标准研讨与制订，在教育产业
资本化领域具有影响力

沃特捷列姆博士
学校心理学博士
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 Elizabeth Mears and House Jameson 终身教授
心理学教授 
耶鲁大学载格勒儿童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耶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 0 至 3 婴儿与家庭研究中心董事会监督委员会主席
美国儿童保育协会董事会主席
美国载格勒国际儿童发展协会董事会主席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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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珂
加拿大独角兽启智园项目 创始人
西安独角兽教育科技 CEO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
加拿大 UBC 大学商学院 博士
深信“传递爱与科学的儿童教育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致力于将优秀的中西方教育研究成果与经验融合进独角兽项目
并培养本地化的优质师资团队
从事儿童早期教育项目的投资开设、运营管理，并深入参与中
西方教育项目的课程研发、落地、和教师培训

邸文
童心童语董事长 创始人。邸文女士具有多年大型国际高端幼儿
园连锁管理经验，曾担任伊顿教育集团园长、教学总监和首席
运营官，并为多家大型教育机构提供幼教管理咨询服务。邸文
女士还是美国蒙台梭利协会 AMS 2.5-6 岁认证教师、教育管理
培训师、教师培训师以及家长培训师。多年来邸文女士在高端
幼教管理及连锁化经营上不断探索，和团队成员一起建立了高
品质、全方位的幼教管理标准化体系并在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
功。她还带领团队努力践行国际化教育与本土化教育的融合，
多方位拓展幼教国际化之路。
邸文女士拥有亚洲理工学院 AIT 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管理博士研究生同等学力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吕斯文
中国标准化协会托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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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仪
师创教育发展中心 执行长
育圃蒙台梭利托育机构 创办人兼执行长
育圃蒙台梭利幼儿园 创办人兼执行长

苗露
适爱国际育儿中心创始人 /CEO

孙鑫
运动宝贝联合创始人

刘弘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幼儿体育分会副会长
全国幼儿体育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雏鹰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李风
北美教育协会会长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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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函位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教育学学士、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全国幼儿体育（球类·足球）活动培训认证指导师
西甲宝贝项目运动指导师、课程助教

OKI  Alexander
基本运动技能以及自然运动国际专家、MovNat 亚洲首席代表、
MovOr China 创始人、建筑学硕士

王凯珍
首都体育学院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幼儿体育学
会副会长、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幼儿体育分会会长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张莹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
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GRAZIANO MANNARI
西甲宝贝项目负责人
前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球员及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成员
AC 米兰儿童足球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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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香
伊威爱公司教育顾问
巧巧商学院讲师
上海国际幼教年会特聘专家
卡耐基培训机构金牌讲师

汪晓赞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
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先后担任国际华人体育与健康协
会 (ICSPAH) 主席、亚洲锻炼与运动科学学会 (ACCESS) 执委、
国际“金砖五国”锻炼与体育科学委员会 (BRICSCESS) 执委。

李静
雅居乐教育集团学前教育研究院秘书长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Wendy Wu吴岱妮
世界第一的情感 AI 公司——想象科技创始人
一起 App 创始人兼 CEO、顶尖人物集团首席执行官

范娅萍
艺术家，教育家，美术学硕士，教育应用心理学博士。
天使国际艺术教育创始人兼首席内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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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小磊
演讲主题：1-6 岁幼 教育综合体的 新幼教商业模型 
童豆教育集团创始人 | 总裁
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
曾任英孚教育华中华西区副总裁
曾任华尔街英语北京中心总监
教育行业资深培训师，战略规划师

李蕊
演讲主题：素质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品类介绍
睿见未来教育咨询联合创始人 &CEO、睿艺学院院长
睿艺集团旗下公司（好未来、VIPKID 投资）
原快钱支付 商旅事业部总经理（支付行业 2B NO.1 品牌 ）
原迈外迪 商务部总经理 （商用WIFI行业NO.1品牌 小米、腾讯投资企业）
曾任上海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COO
创办寸草丹心家庭教育中心
拥有 15+ 年销售及销售团队管理经验，
熟悉创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历程，擅长协助创业企业完成体
系化、标准化的梳理和转化；
3 年社群运营经验、2 年家庭教育经验，对社群运营独有心得，
善于通过家长用户画像指导获客和销售工作

万礼缤
演讲主题：幼 园如何开展 STEAM 教育 ? 
美克创客教育联合创始人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
中国青少年自主教育第一人
疯学狂玩国际研学首席培训专家
芬中创新创客中心创始人
中国 STEAM 教育实践者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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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
演讲话题：
PNSO 地球故事科学艺术创作计划（2010—2070）——在家庭
教育上的实践
益鸟科学艺术副总裁
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与江南大学工业设计专业，
曾荣获红点奖、IF 奖（概念设计 TOP 9）等国际重要奖项，
现致力于与科学艺术及家庭教育相关的设计实践。

刘凯
演讲主题：数字时代下的儿童阅读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曾在艾
瑞咨询、中国电信、VentureSprout、盛大文学、盛大创新院担
任市场研究、投资等方面的工作。互联网行业从业 10 余年时间。
现创办映魅咨询，专注于包括教育科技在内等行业的研究咨询
服务，获国内知名教育和金融背景投资机构的投资。

张宏武/Susie Zhang 
美国 Pace University 信息系统管理硕士、正面管教高级导师
(CPDLT)，与正面管教创始人密切合作，与多位美国高级导师共
同执教，博采众长，她的教学风格被评价为“有亲和力，引人入胜，
深受鼓舞”。录制有《生命最重要的前三年》、《正面管教学
校讲师课程》等视频课程，在千聊、大 V 店、每周微课等在线
平台上的家长音频课程备受欢迎。同时，她还将正面管教与中
国文化相结合，引进 / 翻译了大量家长 / 学校讲师培训教材和资
料，引进 / 翻译了《造化》、《正面管教工具卡》和第一本正面
管教儿童绘本《杰瑞的冷静太空》等书籍。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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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仑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美国蒙大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幼儿园科学（数学）教育、幼儿园 STEM 教育。主编《学前儿童
科学教育》、《幼儿园教育实习指导》；参与编著《儿童发展心
理学》、《早期儿童发展导论》，担任《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儿童发展理论》等课程的首席教师，
主持省级幼儿园教师培训项目，参与多项省培和国培项目。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级项目 3 项，主持参与省级课题 4 项。
发表论文十多篇，主编省重点教材 1 部，省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
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1 部。
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浙江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 2 项

甘曲
哈灵学院副院长，浙江花园幼教集团副园长，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十
余年，参与 STEAM 材料研发，引进英国 EYFS 教育体系，曾担任
杭州意构教育总经理，杭州格林康体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一直
服务全国幼教服务商与幼教集团。致力于将中西方学前教育理念融
合，读懂儿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的欲望。他认为幼儿教
育的核心是教会幼儿正确的思维方式，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心态，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上进心，爱心。

莫迪辉  Samuel 
斯洛伐克 Academy of Arts in Banska Bystric 音乐学院荣誉艺
术学士 (Distincation)
奥地利林兹安东布鲁纳克音乐大学的结他演奏学位
维也纳布雷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文凭 (Distincation)。
香港教育学院获音乐教育硕士 (Distincation)
澳洲廸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 教育博士生
意大利莱切 19 世纪音乐学院 19 世纪乐器及演奏法研究生
美国蒙特梭利协会教师文凭 (AMS)
香港古典吉他演奏及教育研究员
香港国际吉他节艺术总监
莫氏现亦为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会员 , 其留学毕业作品“Five 
Pieces for Guitar Quintet”更于欧洲作学校乐团公开演奏之用。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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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琳
3-6 岁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十五年幼儿教育行业经验
广东教育学会科技教育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
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学会特聘专家
岭南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学前教育课程培训特聘专家
华美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学前教育课程研发特聘专家
广州市华美英语实验学校幼儿园（广东省一级幼儿园）教学督

王白茹
智慧喵联合创始人
机械工程学士，教育学硕士，MBA，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
国研究生数模大赛三等奖，从事教育行业十多年，负责公司主
要产品线策略制定、实施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独创 6P 教学理
念，FEEDBACK 交互反馈教学模式，打造智慧喵创新云平台，
旨在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王亦欢
Matatalab 合伙人 & 教育总监
13 年教育教学经验，STEAM 课程设计师，资深教育教学产品设
计师。
原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帕皮科技教学总监、婴童公社创
始人、点亮童心项目发起者。
数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儿童领域教育研究与产品开发，做优质教
育的传播者是其教育信仰。参与研发的教育产品项目有《嘟嘟
熊画报》《Magic finger》《Highfive- 中国版》《艺术创想》《玛
塔游戏课程》等广受欢迎的教育产品。设计整体幼儿 steam 教
育框架，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与课程开发经验，熟知儿童学
习的兴趣点与重难点。2019 年加入深圳市玛塔创想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通过优质的教育内容为儿童、家长与教师赋能。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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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仓
CodeCombat 大中华区 CEO,
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曾任职于知名跨国公司 Google, 麦肯锡和
宝洁，在美国硅谷和中国北京参与多家技术和教育创业公司创
建和成长壮大，在 STEAM 创业领域有 10 年以上管理和运营经验。

孙博
优学猫创始人 &CEO
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从事儿童玩具和教育行业，结合智能玩
具 + 教育 + 游戏了研发了 2-6 岁儿童数学思维和英语启蒙 AI 课
程和智能玩教具，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汪恒
多鲸资本教育研究院负责人
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注研究教育一二级市场，关注教育创
新发展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政策、K12 教培、STEAM
教育、在线教育、国际教育、职业教育等赛道。

刘杨
火星人俱乐部创始人 &CEO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 北京大学量子电子学研究所电
路系统研究员，曾参与中国 " 天宫”项目中空间冷原子系统研发。
2014 年创办火星人俱乐部，2017 年福布斯中国 30u30 精英，
2018 荣获胡润 30x30 创业领袖，北京大学青年 CEO 俱乐部副
理事长。数十次受邀在中小学授课讲座，主导创新科学课程研发，
有丰富的研发教学经验。
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 嘉宾按论坛顺序排列

39
SHANGHAI

演讲嘉宾简介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中
国

幼
教

展
平

面
图

及
展

商
名

录

2019中
国

学
前

教
育

发
展

大
会

探
索

规
律

 创
造

未
来

  H
A

L
L

 E
4

游
乐

设
备

  论
坛

 P
la

y
g

ro
u

n
d

 F
a

c
ilitie

s
/C

o
n

fe
re

n
c

e

40

2
0
1
9



中国幼教展平面图及展商名录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E4D05 温州奥赛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4D09 中国教玩具之都

E4E05 杭州玩朝科技有限公司

E4F01 浙江巧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4F05 滨州绳网部落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4F09 美陈网

E4T01 上海悦贝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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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01 上海启幼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5A05 东莞市麦通磁铁有限公司
E5A09 ADEX srl 
E5A11 深圳市乐高天科技有限公司
E5A21 卡乐咪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E5A23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E5A31 Handelsonderneming HAVO BV
E5A35 广东群宇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E5A41 欧立夫（宁波）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E5A45 郑州心慈商贸有限公司
E5A47 杭州童宝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A51 温州天好笔业有限公司
E5A61 宁波艺童天下手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5A65 黑龙江省联宇乐器有限公司
E5A69 云和县衡大木业有限公司
E5A71 台州嘉美工贸有限公司
E5A73 西安凯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5A76 云和县淘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5B01 宁波欧蒙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E5B21 厦门优客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E5B31 上海艾梧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5B32 浙江恩留工贸有限公司
E5B35 联合开创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5B36 宁波优优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B41 清远市嘉佩乐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E5B51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5B62 温州永汇工艺品有限公司
E5B71 上海东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E5B72 子博教育玩具（深圳）有限公司
E5B74 机械工业出版社
E5B75 上海天路弹性材料有限公司
E5C01 浙江童园玩具有限公司
E5C11 浙江哈灵实业有限公司
E5C21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E5C31 宁波市恒兴玩具有限公司
E5C32 东莞市宝城家具有限公司
E5C41 上海溢轩贸易有限公司
E5C43 凯奇集团有限公司
E5C61/ 词右
E5B61 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5C65 宁波厚诺塑胶有限公司
E5C67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E5C71 广州市见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C72 爱可睿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E5C74 格美贸易有限公司
E5C75 广东理想文教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E5D61 诸暨市圆松进出口有限公司
E5D62 青岛太空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D64 东莞市澳莉莎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E5D65 温州宝德龙玩具有限公司
E5D71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E5D72 永嘉宝益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5D74 北京比特心灵科技有限公司
E5D75 北京乐智林玩具有限公司

E5D76 浙江繁盛玩具有限公司
E5E21 北京旭日祥和科贸有限公司
E5E31 PANLEY(H.K.)LTD
E5E35 东莞永辉轻胶制品有限公司
E5E61 温州市星耘木业有限公司
E5E65 厦门秀逸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5E66 浙江易捷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5E71 温州元优玩具有限公司
E5E73 宁波跬步玩具有限公司
E5E74 上海禹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5E75 Kuopion Woodi Oy
E5E77 山东松田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E5F73 郑州学轻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5F78 安徽乖乖真棒儿童用哦有限公司
E5G01 上海华森葳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E5G06 厦门童话岛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5G10-1 温州安晟塑业有限公司
E5G10-2 温州超凡玩具
E5G16 广东澄海乐声工艺玩具厂
E5G20 青岛淘乐园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5G21 宁波唯一嘉进出口有限公司
E5G26 山东兰柏乐器有限公司
E5G30 台州宝灵登工贸有限公司
E5G31 上海加怡实业有限公司
E5G32 宁波索凡进出口有限公司
E5G36 杭州精诚三和定时器实业有限公司
E5G40 美国妙事多音乐花园
E5G41-1 北京七色花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5G41-2 Guidecraft Inc.USA
E5G42 丹阳巧赢玩具有限公司
E5G46 株式会社セイバン大阪支社
E5G50 宁海久丰文具有限公司
E5G61 江苏沃格瑞特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E5G62 浙江贝立凯科技有限公司
E5G63 上海花得花百货有限公司
E5G64 景德镇澜川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5G66 福州乐番天贸易有限公司
E5G70 南宁千帆教学科技有限公司
E5G71 上海童迹科技有限公司
E5G72 上海灏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E5G73 温州群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H03 上海西叙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E5H05 都佰城新材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5H07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E5H09 北京趣创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5H11 泉州市首爱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E5H13 上海顺途实业有限公司
E5H15 Roylco Ltd. /Rolf Group
E5H17 上海耀美科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辫豆儿童馆）
E5H19 河北鑫欧泰教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5H21 云和博天木业有限公司
E5T01 东莞天志木制品有限公司
E5T05 台湾传承育乐用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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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A01 江苏大风车健身教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6A05 扬州市畅优草坪地毯有限公司

E6A07 山东之源互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6A09 三河市东体拓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E6A21 温州京奇游乐玩具有限公司

E6A23 江苏金龟子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E6A25 浙江乐奇宝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A42 广宗县勇华儿童玩具厂

E6A52 儿童游乐经营者联盟

E6A54 上海艾娜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E6B01 康龙世界游乐有限公司

E6B31 广东童年之家实业有限公司

E6B45 乐童幼教用品有限公司

E6B53 博亚展览

E6B55 沈阳幼享

E6C31 临沂丰达家具有限公司

E6C35 西安多利隆运动草坪有限公司

E6C41 温州市吸引力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45 温州奇蒂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51 浙江创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55 上海美固坦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E6D01 江苏爱贝尔玩具有限公司

E6D05 台州市阳光宝贝玩具有限公司

E6D06 江苏科琪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E6D08 利幼实业有限公司

E6D21 三河市瑞佳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D31 华东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D41 温州可可乐园科技有限公司

E6D51 温州市汉克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E01 永浪集团有限公司

E6E05 浙江飞友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E6E21 温州市一力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E31 江苏米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

E6E41 江苏宝乐实业有限公司

E6E42 湖南亨瑞全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温州亨瑞悬浮地板）

E6E55 江苏玉河教玩具有限公司

E6F21 浙江百佳游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6F23 上海彩蜂实业有限公司

E6F31 宁波蓝兔子玩具有限公司

E6F55 任丘市好兄弟体育器材配件有限公司

E6F56 北京春秋科技有限公司

E6G02 江苏超乐玩具有限公司

E6G04 徐州苏喜胶合板有限公司

E6G06 永嘉县桥下镇贝童教玩具厂

E6G20 金华市小时候游乐设备厂

E6G21 浙江博艺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G22 仪征万泉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E6G25 金华起祥家居有限公司

E6G26 上海必坚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E6G28 上海春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E6G31 浙江可玩可乐实业有限公司

E6G35-1 温岭市康瑞塑料制品厂

E6G35-2 台州市中联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E6G40 英奇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E6G41 上海星奇谷玩具有限公司

E6G45 浙江创绿诗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G46 无锡市绿茵人造草坪地毯有限公司

E6G50 前景加盟网

E6G51 南京施迈艾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6G53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6G55 无锡腾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E6T01 温州新一天游乐玩具有限公司

E6T02 温州棵幼米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T03 浙江同贡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T07 江苏业豪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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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A01 江苏大风车健身教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6A05 扬州市畅优草坪地毯有限公司
E6A07 山东之源互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6A09 三河市东体拓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E6A21 温州京奇游乐玩具有限公司
E6A23 江苏金龟子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E6A25 浙江乐奇宝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A42 广宗县勇华儿童玩具厂
E6A52 儿童游乐经营者联盟
E6A54 上海艾娜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E6B01 康龙世界游乐有限公司
E6B31 广东童年之家实业有限公司
E6B45 乐童幼教用品有限公司
E6B53 博亚展览
E6B55 沈阳幼享
E6C31 临沂丰达家具有限公司
E6C35 西安多利隆运动草坪有限公司
E6C41 温州市吸引力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45 温州奇蒂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51 浙江创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C55 上海美固坦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E6D01 江苏爱贝尔玩具有限公司
E6D05 台州市阳光宝贝玩具有限公司
E6D06 江苏科琪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E6D08 利幼实业有限公司
E6D21 三河市瑞佳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D31 华东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D41 温州可可乐园科技有限公司
E6D51 温州市汉克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E01 永浪集团有限公司
E6E05 浙江飞友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E6E21 温州市一力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E31 江苏米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
E6E41 江苏宝乐实业有限公司
E6E42 湖南亨瑞全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温州亨瑞悬浮地板）
E6E55 江苏玉河教玩具有限公司
E6F21 浙江百佳游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6F23 上海彩蜂实业有限公司
E6F31 宁波蓝兔子玩具有限公司
E6F55 任丘市好兄弟体育器材配件有限公司
E6F56 北京春秋科技有限公司
E6G02 江苏超乐玩具有限公司
E6G04 徐州苏喜胶合板有限公司
E6G06 永嘉县桥下镇贝童教玩具厂
E6G20 金华市小时候游乐设备厂
E6G21 浙江博艺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G22 仪征万泉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E6G25 金华起祥家居有限公司
E6G26 上海必坚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E6G28 上海春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E6G31 浙江可玩可乐实业有限公司
E6G35-1 温岭市康瑞塑料制品厂
E6G35-2 台州市中联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E6G40 英奇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E6G41 上海星奇谷玩具有限公司
E6G45 浙江创绿诗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G46 无锡市绿茵人造草坪地毯有限公司
E6G50 前景加盟网
E6G51 南京施迈艾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6G53 郑州欧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6G55 无锡腾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E6T01 温州新一天游乐玩具有限公司
E6T02 温州棵幼米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T03 浙江同贡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6T07 江苏业豪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E7A01 永嘉耀星实业有限公司
E7A02 浙江波菲教育玩具有限公司
E7A05 河山（天津）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E7A09 深圳市乐教科技有限公司
E7A21 义乌上水进出口有限公司
E7A31 深圳梧童科技有限公司
E7A32 昆山海纳达塑业有限公司
E7A33 东莞小叮郎教育电子有限公司
E7A35 同创蓝天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E7A41 上海芷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A42 浙江省云和县利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E7A45 内蒙古小白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7A49 小小科学教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E7A51 上海不罔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A53 北京灵思宝贝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E7A54 上海国韵实业有限公司
E7A55 深圳市四季阳光商贸有限公司
E7A56 西安青藤创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7A58 广州市晨扬贸易有限公司
E7B03 绍兴给力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E7B21 浙江潜力玩具有限公司
E7B23 深圳市天才娃科技有限公司
E7B24 北京中天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B25 北京陶乐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B26 苏州沃柯雷克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E7B31 广州奥太信科技有限公司
E7B35 上海振修实业有限公司
E7B41 上海豪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7B42 上海力豆图书有限公司
E7B43 云南尚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中国幼教展平面图及展商名录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47
SHANGHAI



48

2
0
1
9

展位图 + 展商列表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
探索规律 创造未来

2
0

19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展位号 公司中文名称

E7B51 宁波市镇海慧乐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丽水市可美特木业有限公司）
E7B53 平乡县好康商贸有限公司
E7B54 南京甄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7B55 宝贝妈咪教育机构
E7B56 杭州华银教育多媒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7B57 上海芮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B59 上海觉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C01 MSC
E7C02 Bangwool Land Co.
E7C03 HIT BOX
E7C04 Dear_Ange
E7C05 SEGE FAIRS
E7C06 Pacoware Inc.,
E7C08 Taehyung Co., Ltd. 
E7C09 YOYO B&B
E7C21 深圳市德域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E7C25 深圳市景荣宏裕科技有限公司
E7C31 乐芒（广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7C35 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7C41 温州可轩童梦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7C43 义乌蒙智贸易有限公司
E7C51 大连西海岸科技有限公司
E7C55 南京蓝宙科技有限公司
E7C56 常州诺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C59 云和县新桥玩具厂
E7D01 汕头市澄海区鸿成塑胶玩具厂
E7D21 艾欧史密斯（中国）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E7D22 北京优如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7D24 上海思明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7D25 上海花果天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7D31 上海幼教玩具用品有限公司
E7D32 上海申东外语书店
E7D34 北京浪花朵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D35 广州华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D41 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E7D45 南京增材制造研究院发展有限公司
E7D49 东莞市彬翱五金有限公司
E7D55 芜湖启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E7D59 深圳优比商贸有限公司
E7E01 东方娃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E7E03 浙江绿森堡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E7E21 温州芈一实业有限公司
E7E25 北京智播巴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7E26 深圳市新启翔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
E7E31 深圳启萌星科技有限公司
E7E33 北京成长魔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E34 深圳市魅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7E35 霍尔果斯巨匠传媒有限公司
E7E41 杭州新爵科技有限公司
E7E45 上海韵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E46 深圳市喜之宝实业有限公司
E7E51 智童时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E7E52 东莞市微光触控科技有限公司
E7E55 义乌市领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E7F21 贝旺玩具有限公司
E7F25 株式会社Torero
E7F26 上海纸上绝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7F31 MarcoPolo Learning, Inc.
E7F33 上海麦奇科技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E7F35 迪克森文具（昆山）有限公司
E7F41 河北童乐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F45 深圳市威龙兴实业有限公司
E7F51 浙江青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F55 北京骏达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1-1 浙江巧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
E7G01-2 浙江映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7G01-3 浙江晨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1-4 浙江创乐元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1-5 浙江晨幼玩具有限公司
E7G01-6 浙江伊威爱玩具有限公司
E7G01-7 温州潮幼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2 北京迪儿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4 厦门匠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7G06 上海稚子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7G08 上海慧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7G20 艺全语文学校
E7G21 浙江宁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7G24 温州康才游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7G25 算法积木（广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E7G26 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E7G30 永嘉县桥下镇浩驰之家玩具厂
E7G31 深圳市乐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7G34 东莞市千曜刺绣材料有限公司
E7G35 杭州小童星儿童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E7G40 上海华厦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7G41 骅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7G45 全沃智造文化（汕头）有限公司
E7G46 临沂文豪纸业有限公司
E7G48 日恩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7G50 全球加盟网
E7G51 金莱恩教育有限公司
E7G52 江西佳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7T01 浙江华瓯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7T03 江苏金阳光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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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師，唯創遠播

來自台灣的顶尖幼教、托育名师团队
将台湾的优质教育人才与专业内容包装成多元产品

打造两岸优质的
幼教及托育孵化平台

秉持着「创师，创课，创业」的理念

拥有200位台湾幼教名师

超过150堂精选幼教课

扫码了解更多

s t r o n g i e d u . c o m

0-3岁托育及3-6岁幼教
经营管理亲职教育线上/线下培训课程

師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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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雏鹰宝贝行动”为中国孩子的明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29号爱工场 1-乙 1
TEL:400-001-6979   Mail: media@yinglets.com
www.yinglets.com   

师资
培训

幼儿
测评

定制
课程

家园
共育

环境
创设

动作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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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带来新商机。（详见展期活动排期表）

CLE 中国授权展——E1B08/E4F15；

CKE 中国婴童展——W3A70/ W4D80；

CTE 中国玩具展——N2C31；

CPE 中国幼教展——E4F03/E6H01-03/E7T09。

IP365X.com 买家对接区
主办方组织各类IP 授权方与被授权方商业对

接，供现场授权买家休息、洽谈。——E1B09

足球公园
集中展示体育IP 衍生品。——E4B13

观众打卡兑奖
完成CLE、CKE、CTE、CPE 各展对应展馆

所有打卡点签注的观众，可到相应展兑奖点换

取纪念小熊一个；在各打卡点打卡还可获赠随

机微信红包1 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打卡点：

各展馆买家咨询台，位置：各馆3 号-8 号门

通道中间位；

兑奖点：

CLE 中国授权展——E4A11；

CKE 中国婴童展——W4A28；

CTE 中国玩具展——N3G98；

CPE 中国幼教展——E7H01.

梵高咖啡厅
今年授权观众休息区以梵高咖啡厅（Van 

Gogh Café）为主打，让大家浸入式体验IP 

授权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E3E11

国内买家休息区
供现场买家休息、洽谈。——E4E19/E6G50

VIP 买家休息区
供 国 内 采 购 商 休 息 ， 享 用 免 费 饮 料 和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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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服务

主办办公室 &2020 年订展中心
提供展会及协会各项服务咨询。

CLE 中国授权展——E1T10；

CKE 中国婴童展——W4T01；

CTE 中国玩具展——N3B81；

CPE 中国幼教展——E6B21。

2020 年最新趋势产品展示与发布区
展示计划于2020 年上市或计划于2020 年在中

国上市的入围趋势新品，特邀国内主要渠道商

和零售商参观并给予市场潜力评估意见，特邀

各类媒体以及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代表参观并

对产品投票评价，票数最多的代表性趋势产品

展后向公众推介。——W1C70

中国授权金星奖入围奖项IP 展示区
展示中国授权金星奖入围奖项IP 形象及授权新

品，发掘行业优秀项目，为行业发展树立

标杆和榜样。——E4T04

TJPA 创新产品展示区
展示入选《2019 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

业升级和创新产品评选活动》新品，提升行业

企业品牌意识，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推动产品

供给向“产品+ 服务”转变。——W4D70

设计新势力展示区
展示参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平

台，促进新品研发。——W4A53

线上采购平台区
集结头部团购平台，汇聚数亿流量，帮助全球优

质产品快速打开线上通路。——W4B08/09/14

论坛峰会及新 IP/ 新产品发布区
举办产品、市场、渠道等多场行业论坛，发布

多个新IP/ 新产品，新观点、新举措、新IP、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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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A06（玩具、婴童） /E6F45（幼教）

爱奇艺母婴采访中心——W1F60

腾讯新闻母婴& 腾讯育儿采访中心——N2H15

西瓜视频采访中心——N3G90

摇篮网采访中心——E6F51

优酷少儿采访中心——N3H12

托育研究员采访中心——E6F41

蛋壳育儿采访中心——W4B16

小伶玩具直播间——N1A41

开心好奇妈采访中心/ 猫扎特玩具直播间——W1F65

中国婴童网采访中心——W1A39

全球婴童网采访中心——W1F63

959 品牌网采访中心——N2H33

新闻媒体中心
供海内外媒体记者组织、发布稿件。——W1A59

知识产权办公室
免费咨询知识产权相关问题。——W3G76/

N3F89/E6B51

舒城展团洽谈区
舒城展团对接海内外优质渠道商，推介产区产

品和品牌。——W4B27

商务中心
展馆南大厅、北大厅和东大厅均设有完善的商

务中心，提供复印、传真等多项服务。

免费班车
免费地铁巴士每15 分钟一班，于龙阳路地铁

站→展馆东大厅( 下车点)、展馆南大厅（上车

点）→龙阳路地铁站；同时，馆内提供摆渡电

瓶车，停靠各场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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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W1D70/N3C81

国内预登记买家休息区
供持有预登记买家胸卡的买家休息，享用免费

饮料和点心，限量供应。——W5H15

幼教VIP 采购对接区/VIP 买家休息区
10 月16 日下午 14:30 幼享教育平台幼儿园产

品采购说明会；

10 月17 日—10 月18 日 供持有VIP 参观证

的买家休息，享用免费饮料和点心，限量供

应。——E4F19

国际买家休息区
供 海 外 采 购 商 休 息 ， 享 用 免 费 饮 料 和 点

心。——W4A42/N3B73

国际买家对接区
根据国际采购商的需求，组织优质外销型展商

（星级供应商）精准洽谈、贸易对接。——

W3E70/W5C71

餐饮区
供展商携买家一对一洽谈，享用免费饮料和

点心。——W1H88/N3H10/E3E11/E4G19/

E6A41/E7H05

上网中心
提供邮件、资讯查收及展会专题浏览服务，

欢 迎 所 有 买 家 和 展 商 使 用 。 —— W 2 A 5 7 /

N3H18/E1B09/E5B73

采访中心
TJPA 全媒体、爱奇艺母婴、腾讯新闻母婴& 

腾讯育儿、西瓜视频、摇篮网、优酷少儿、蛋

壳育儿等媒体提供采访和专访服务。

TJPA 全媒体采访中心——E4A08-1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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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咖啡厅、荣济、全家便利店

绿泉餐厅、JM 明宇小吃吧

绿泉餐厅、JM 明宇小吃吧、全家便利店

JM 明宇小吃吧

麦当劳、JM 明宇小吃吧、御茶

麦当劳、JM 明宇小吃吧

蓝堡德国餐厅、JM 明宇小吃吧

自选餐厅、全家便利店、猩便利

太平洋咖啡厅、自选餐厅、麦当劳、棒约翰

欢乐食客、Milano fine food

La Cite Café

Milano fine food、喜士多便利

麦当劳、罗森便利、老娘舅餐厅

La Cite Café

赛百味、新冉餐饮、喜士多便利

蓝堡德国餐厅、宝莱纳餐饮、绿泉餐厅

老娘舅餐厅、Milano fine food、

面饭简餐、私房小厨、爷叔食堂

馆内其他餐饮：
丽华快餐：W2 北侧、W4 北侧

汇展餐饮：W1 北侧、W3 北侧、E1 东北侧

神农氏餐饮：N3 馆东侧

JM 明宇咖啡厅：1 号入口大厅

东方既白：2 号入口大厅

食尚食客：3 号入口大厅

馆外餐饮：
浦东嘉里城(2 号入口大厅附近）：

上海小南国、俏江南、味千拉面、越味风、

居食屋和民、大茴香、The MEET·聚、逸谷、

PANKOO 釜山料理... ...

新国际博览中心西侧：

唐宫海鲜舫、渝乡人家、蜀地鱼蛙馆、泰亭

泰国时尚餐厅、漫咖啡、赛百味、必胜客急送、

查厘士、台聚小馆、广福记冒菜、Mamma's

Pizza、鲜尚寿司、吉祥馄饨... ...

*本信息仅供参考，以实际餐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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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休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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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教育集团
雅居乐教育集团于 2003 年进入教育领
域，是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
服务集团。一直以来，雅居乐教育集团
致力于成为中国精英教育专家，培养具
备国际视野、中国梦想的精英人才，让
百年树人的教育情怀落地生根。
目前，雅居乐教育集团已布局全国 2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运营早托、
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以及素质教育类
办学项目 200 余所，提供全学龄段、全
教育产业链的教育运营及服务。

子需智库
子需智库通过行业培训、战略咨询、品
牌整合营销、投资 +FA、产业峰会、产业
研究报告六大服务版块把国内外高度分
散的儿童产业上下游链接整合，为 B 端
企业提升市场效率，释放运营活力，挖
掘并培育真正有潜质的独角兽企业。同
时为 C 端儿童及其背后家庭提供真正优
质的儿童产品、内容及服务。
目前专注服务国内与北美、欧洲超 1700+
儿童产业公司及创始团队，深入中国、
北美、欧洲等不同国家进行儿童教育 +
消费 + 娱乐全产业交流研究与服务。

师创教育发展中心
师创教育于 2018 年成立，专注耕耘两岸
幼教行业，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专
家学者交流，致力于学前教育、托婴中
心、幼儿园经营管理及亲职教育等在线 /
线下培训课程，并汇聚台湾名师提供完
善的入园辅导、园所孵化服务，师创教
育持续举办各项两岸幼教交流活动、入
园参访、技术实习行程，促进教育圈资
源共享，打造两岸优质的幼教孵化平台。

雏鹰宝贝
“雏鹰宝贝”专注于幼儿体育教育和健
康发展，成为国内率先倡导幼儿体育带
动健康家庭和实践这一理念的领导者。
基于当下幼儿身体和心智健康发展的需
求，发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普蕾儿童及
青少年体育教育与健康发展基金，率先
开发出了雏鹰宝贝幼儿动育自然发展体
系，以科学的玩为核心构建并提供切实
有效的解决方案。受到了政府、国内外
专业机构和专家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
雏鹰计划唯一的指定执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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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爸爸
影响儿童产业的力量
极客爸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是一家
关注全球儿童产业创新及消费升级的科技
媒体和产业服务平台。
极客爸爸集中报道与儿童产业创新发展相
关的新趋势、新模式和新科技，致力于“独
立，前瞻，深入”的原创报道和分析评论，
通过新媒体矩阵内容运营及年度行业峰
会，服务 10 万 +B 端的儿童产业精英 ，
目前覆盖超过 5 万 + 儿童科技品牌。 

荟育嘉
作为垂直于 0—6 学前教育产业的综合媒
体及服务平台，荟育嘉携手世界顶级教
育专家，输出全球前沿幼儿教育理念和
行业新知，致力为幼教从业者打造一所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的“终身大学”。连
接教育产业资源，跨界合作，构建学前
教育优质生态圈体系，共建更美好的幼
儿世界。园长成长国际论坛（KPPD）以“终
身学习，终身成长”为使命，全国城市
站为展现形式，链接世界顶尖幼儿教育
专家，为园长、老师、幼儿教育从业者
提供最权威的幼教行业学术交流平台。

北美教育协会
北美教育和运动发展协会总部位于美国
首都华盛顿，在中国和加拿大设有分会。
目前服务北美约 100 家企业，并和子需
智库一起为其服务的 2000 多家企业提供
国际合作咨询和项目落地，协会设有早
幼教、游学、STEAM 和儿童体能教育研
究中心。

哈灵教育
哈灵教育，自 1998 年直营第一家高端幼
儿园至今已 20 年，现为全国幼儿园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专业提供 0-6 岁学前教育、
园所户内外创意设计与施工、家具教玩
具及课程的研发与生产、师资培训、教
育图书、教育装备等整体服务、理念先进、
量身定制、服务贴心。所属的“哈灵”、
“儿童之家”已经成为行业内知名品牌，
为万科、蓝光等知名集团合作伙伴，相
关产品被教育部《教育装备产品目录 》
收录，在杭州创意设计中心运营“体验式”
的一站式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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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玩协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筹)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中玩协）成立于 1986 年，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玩具和婴童
用品行业社团组织，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在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
（ICTI）的唯一合法代表，协会服务会员单位 4000 多家。协会目前设有品牌授权专业
委员会，中玩协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成立中玩协学前教育专业委员，并
将于明年举办成立大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院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院于 2008 年 11 月成立。研究院隶属于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是国内第一家依托行业协会支持、集聚各方面民办教育研究力量、专门研究民办
教育的科研机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提供决策咨询，积极为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
依据；指导基层实践，切实为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整合科研力量，努
力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民办教育理论；集聚信息资源，开拓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空间。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是由一批从事热爱、关心、支持学前教育
事业的教育、科研、企业家、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社会人士自愿发起，于 2013 年在中国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设立。其宗旨是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各种学前教育工作，组织热心
学前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园长教师及企业家，重点为西部、老少边穷和欠发达地区的
基层幼儿园园长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通过巡回讲演、
开展培训，普及幼教知识和科学理念，提高学前教育工作者综合素质水平。组织开展经
验交流，融通智慧，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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