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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参会必读

ICEF 北京教育洽谈会
 2018年10月10日至12日

留
学

中
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  邮编：100020

电话 +86-10-8587 6888 
传真  +86-10-6530 9053         

网站  ►www.millenniumhotels.com/zh/beijing/grand-millennium-beijing

会场

北京千禧大酒店

ICEF GmbH
Am Hofgarten 9
53113 Bonn, Germany

Tel: + 49 228 201 19 0
Web: www.icef.com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beijing/grand-millennium-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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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北京千禧大酒店
在2018年ICEF北京教育洽谈会期间，只要您积极参加洽谈，ICEF将为您提供3晚的酒店住
宿，即从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下午到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洽谈会
的举办时间为10月11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19点及10月12日的上午09点到下午18点，届时
敬请准时出席。在洽谈会开始前6周左右，我们将发送正式的酒店预订确认信息至您的邮
箱。ICEF仅为每家中介机构提供一个房间，除非另作说明。如果贵公司的两位参会人员需
要分开住宿，或者需要延长住宿时间，请您参照以下说明自行安排。
如果您需要提前离开洽谈会，请事先通知我们。根据 ►有关留学中介机构的条款规定，中
介机构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提前离会将被罚处1150元（含税）的早退费。这笔费用
将用于支付由于您提前离会所产生的空房费（标准单/双人间），并将在退房时从您的信用
卡内扣除。 

请注意，酒店会从您的信用卡里扣除1000元每晚的保证金，用于各项杂费，退房时会按实
际消费结算。

酒店内的早餐，电话，客房冰柜内的酒水饮料，停车，洗衣，客房服务，提前入住，延期
退房，以及洽谈会期外的住宿等都是需要额外收费的，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将由您自行
承担。会场酒店

北京千禧大酒店追加订房
需要追加订房的客户可以享受北京千禧大酒店（洽谈会举办地）标准单/双人间1150元/每晚的优惠价格。此价格为含税价
格，但不含早餐。

此项优惠仅限2018年10月7日至10月15日期间使用，且房间数量有限。另请注意，只有在2018年9月6日前预订方能享受此
优惠价格。建议您尽早预订，预订表格请 ►在此下载。

入住/退房
请于下午14点之后办理入住, 并于中午12点之前办理退房手续。

酒店设施
北京千禧大酒店处于北京市金融商业中心, 与地标性建筑中央电视塔隔街相望。千禧大酒店紧邻各大知名企业, 餐馆以及豪
华购物中心, 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仅45分钟车程。北京的著名历史景点故宫和天安门也离酒店不远。无论您是商旅人士还是
休闲游客, 千禧大酒店都是您的绝好去处。酒店内设施齐全, 配有顶级的健身俱乐部和水疗中心, 还有能提供各种中外美食的
风味餐厅以及可供521个客房同时使用的宽带网络。更多信息, 请登录 ►www.millenniumhotels.com/zh/beijing/grand-
millennium-beijing。

住宿

北京京伦饭店

房价 
北京京伦饭店优惠房价为周一至周四990元每晚，周五至周日840元每
晚。含15%服务费和一份早餐。

追加订房 
您可以于2018年9月10日之前通过北京YDWM会展公司订房。 
预订表格请►在此下载。

入住/退房
请于下午14点之后办理入住，并于中午12点之前办理退房手续。

酒店设施
北京京伦饭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地处北京的商贸中心，距千禧大酒店仅10
分钟左右的车程。敬请登录►www.jinglunhotel.com了解此酒店的更多信息。

坐出租车10分钟抵达会场

请参考 
►酒店地图  
查找酒店位置

Hotel Map Grand Millennium Beijing
Fortune Plaza, 7 DongSanHuan 

Middle Road
Tel +86-10-8587 6888

►    www.millenniumhotels.com.cn/
en/grandmillennium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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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Millennium Beijing • October 10 - 12, 2018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and student recruitment agents from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ICEF Beijing Workshop

Beijing Jinglun Hotel
3 Jianguomenwai Avenue 
Tel +86-10 65002266 8144

►www.jinglunhotel.com

http://www.icef.com/agent-terms-and-condition/
http://www.icef.com/agent-terms-and-condition/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agt_grandmillennium_reservation_form.pdf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beijing/grand-millennium-beijing/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beijing/grand-millennium-beijing/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7/07/beijing_2017_jinglun_reservation_form.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jinglun_reservation_form.pdf
http://www.jinglunhotel.com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7/07/beijing_2017_hotel_map.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hotel_map.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7/07/beijing_2017_hotel_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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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约

洽谈会开始之前预约
洽谈会开始之前8周左右，我们向您提供在线预约系统Marcom eSchedule 
PRO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此系统后，您可以通过查询教育机构的所在地
区、招生计划或入学日期等选择有意向的合作伙伴，并有针对性地发送预约
申请。 
根据 ►有关留学中介机构的条款规定，洽谈会开始之前, 每位参会人员须成
功预约25个以上教育机构。ICEF不提供代理预约服务。另请注意, 预约确认
的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10月9日上午9点。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预约系统, 我们建议您先了解 ►Getting Started 
Information 以及 ►Marcom’s video tutorials。

洽谈会期间进行预约 
如果在洽谈会开始时您的预约仍未排满, 您还可以在10月11日和12日的上午
8点30分到9点通过自行联系的方式进行预约。为了更好地帮助留学中介机
构获得更多的洽谈机会, 进而达成合作, 洽谈会现场还为每家中介机构准备了
一个留言箱。有需要的教育机构会将个人信息及预约申请放到留言箱内。因
此, 请务必定期地检查您的留言箱, 我们建议您每天至少查看4次。

洽谈会参会机构名录

更新公司简介
当您第一次登陆网上预约系统的时候，系统会要求您输入机构简
介，简介的内容日后可以修改。您所输入的内容将会被印刷在
ICEF北京教育洽谈会的参会机构名录上，此外，此信息也将作为
和教育机构进行预约申请及确认的重要参考。请务必认真填写。
如需在名录上印刷参会代表（限两位）的照片，请在填写简介的
同时上传相关图片。

上传的照片必须是JPEG，JPG, PNG或GIF格式，请尽量选择
分辨率较高的照片（不超过4MB）。请将照片命名为该参会代
表的名字。如果您的照片格式不对，请使用这一软件►image 
converter 进行转换。

请您在2018年9月26日之前填写完整贵公司的简介，以确保您
公司的最新信息能出现在参会机构名录上。

http://www.icef.com/agent-terms-and-condition/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5/07/eSchedule_PRO_FAQ_agents.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5/07/eSchedule_PRO_FAQ_agents.pdf
http://www.marcom-connect.com/video-tutorials/index.php
https://www.coolutils.com/online/Image-Converter/
https://www.coolutils.com/online/Imag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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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登记

洽谈会的注册登记活动将在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下午13点至19点在千
禧大酒店3楼大厅的ICEF接待处进行。 届时, 您将收到一个胸牌, 一份打印好的
会议日程, 洽谈会手册以及其它与洽谈会有关的资料。错过本次登记时间的参
会人员可以于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早上8点之前在2楼大宴会厅的ICEF
洽谈会接待处进行登记。

本次洽谈会采用全封闭式的举办模式, 因此, 任何未佩戴胸牌的人员, 参展人未
登记注册的家属, 朋友及同事都将被禁止进入洽谈会现场。敬请谅解。

如果您是初次参加ICEF洽谈会, 请浏览 ►ICEF讨论会规程：初次参会者指南, 以
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请参照 
►会议流程 
了解更多详情

讲座

 为了帮助留学中介认清市场趋势的重要性及其对招生的影响，我们将于2018年10
月10日（星期三）下午14点到19点举行一系列的讲座。 讲座的内容包含关于“如
何使您的ICEF洽谈会收获最大化”，以及ICEF留学中介培训课程的介绍。

►点击查看详尽的讲座内容清单。

北京千禧大酒店 • 2018年10月10日-12日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以及来自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留学中介参会
ICEF北京教育洽谈会

会议流程
2018年10月10日 周三  

13:00 - 19:00   现场注册      前厅 (3楼)

14.00 - 14.45  介绍性讲座:       财富2厅&财富5厅 (3楼)

  如何使您的ICEF参会效益最大化

14:45 - 19:00   其它讲座      财富2厅&财富5厅 (3楼)

19:00 - 21:00   欢迎酒会      大宴会厅前厅 (2楼)

2018年10月11日  周四

08:00  会场开放，在二楼大宴会厅前厅享用茶点   大宴会厅前厅 (2楼)

08:30 - 09:00  大宴会厅会场预约额外会议    大宴会厅

09:00 - 11: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4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1:00 - 11:30   茶歇      大宴会厅前厅 

11:30 - 13: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3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3:00 - 14:00   工作午餐      CBD餐厅 (1楼)

14:00 - 16: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4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6:00 - 16:30   茶歇      大宴会厅前厅 

16:30 - 19: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5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20:00 - 23:00   欢迎晚餐      CBD餐厅 

2018年10月12日  周五

08:00   会场开放，在二楼大宴会厅前厅享用茶点   大宴会厅前厅 

08:30 - 09:00   大宴会厅会场预约额外会议    大宴会厅

09:00 - 11: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4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1:00 - 11:30   茶歇      大宴会厅前厅 

11:30 - 13: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3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3:00 - 14:00   工作午餐      CBD餐厅

14:00 - 16: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4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6:00 - 16:30   茶歇      大宴会厅前厅 

16:30 - 18:00   一对一洽谈会议 (3 x 30 分钟)    大宴会厅

18:00    会场关闭

2018年10月13日  周六

08:00 - 17:30  自费一日游: 八达岭长城和天坛

Sponsors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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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5/07/Agent_Workshop_Procedures.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chinese_workshop_programme.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9/Beijing_2018_Seminar_Programme.pdf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chinese_workshop_program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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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点和午餐

提供茶点的时间为10月11日和12日8:00，11:00，16:00。

洽谈会期间，洽谈会区域将会有咖啡，茶水供应。

午餐时间为10月11日和12日的13:00至14:00，就餐地点在一楼的CBD餐
厅。

晚间社交活动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以下活动: 

欢迎酒会

时间：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19:00到21:00。地点：酒店二楼的大宴会厅前厅

欢迎晚宴
时间：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20:00到23:00。地点：酒店一楼的CBD餐厅

着装无严格要求，干净整洁即可。请注意，所有参加人员需佩胸牌入场。

八达岭长城和天坛一日游

参加为ICEF北京教育洽谈会参会人员专门定制的游览，漫步于世界著名
的中国长城。此次游览将带您前往距离北京市区约45英里的八达岭长
城，午餐后返回北京，有机会参观了解古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天坛。

报名表格请►在此下载。

请注意：此次游览最少20人成团。

如果您在洽谈会之前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期待在北京与您相见！

谨至问候

http://www.icef.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beijing_2018_greatwall_temple_of_heav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