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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文件

中木协字〔2020〕12号

关于召开

“第十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的通知

——国际木材贸易商在中国的年度聚会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企业复产达产工作

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加快恢复，进出口贸易有所回稳。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面

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严峻复杂。为研究探讨世界木材与木制品

贸易发展之路，深化中外木材供应商和生产商的交流与合作，扩

大优质木材来源渠道，提高木材商贸流通与加工制造水平，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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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20年 11月 18-20日在浙江举办第十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

贸易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国际合作方： 国际木材市场集团

承办单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

支持单位：芬兰锯木产业协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新西兰

木材加工制造业协会、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AGTAGENCY（俄

罗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太仓市木材及

木制品流通协会、青岛市木材行业协会、顺德木业商会、安徽省

人造板协会、瑞典木业协会、哥斯达黎加对外贸易推广局。

拟邀合作媒体：国际商报、经济日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

建材报、国际木业，木材云、门窗世界、中国木材与木制品网、

中国木业信息网、中国木业网、中华建材网、RESTEC等。

二、会议日程

（一）11 月 18 日 报到

10:00—22:00 在酒店大厅报到。

（二）11 月 19 日全体大会

第一部分：主旨发言

1．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2．中国经济与木业产业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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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情后全球针叶材供应与需求变化

4. 疫情后中国针叶材供应与需求变化

5. 木材企业如何应对新疫情时代的挑战

第二部分：供应国情况速递

1．传统欧洲市场的变化

2．俄罗斯木材供应与运输路线

3．一带一路木材运输的实例分享

4．北美木材供应现状

5．专题讨论：

——欧洲，俄罗斯，北美，新西兰，亚洲，南美

第三部分：消费国/地区概况

1．中东和北非

2．印度和巴基斯坦

3．中国西北地区木材进口与运输

4．东南亚

5．专题讨论：新的合作

第四部分：贸易洽谈

大会专辟贸易洽谈区域，并设洽谈桌和单位桌牌，供国内外贸

易商面对面交流。大会仅提供会议期间的多语种同声传译，不提供

贸易洽谈区域的现场翻译。如需与外商洽谈，请务必自带翻译。

第五部分：发布优秀进口会员企业评选结果

本次大会将发布优秀进口会员企业名单，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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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商务晚宴

（三）11 月 20 日：行业参观及会议

上午：中国（湖州）绿色木业博览会开幕式

下午：加工厂、地板厂

最新详细日程请见网站：www.gwtchina.org

（四）同期举行会议：2020世界木地板大会或 2020世界阔

叶木大会

注册参加世木会的代表，可免费参加世界木地板大会和阔叶

木大会。

三、参会人员

1．邀请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

法国、瑞典、芬兰、拉脱维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乌拉圭、智

利、巴西、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哥斯达黎加等世界主

要木材供应国的贸易商、出口商、代理商及其贸易促进组织、协

会及政府主管机构。

2．邀请全国原木、锯材、人造板、木浆、木片等进口商、

代理商、分销商及人造板、木地板、木门窗、工程木、防腐木、

家具、托盘等大型生产企业代表，全国主要木材批发市场、木材

加工示范区、木材进口主要港口港务局、木材检验公司、装卸公

司、仓储物流公司和船舶代理公司等。

3．邀请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木

门窗专业委员会、木地板流通专业委员会、木皮专业委员会、木

http://www.gwt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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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防腐专业委员会、红木流通专业委员会、板材分会、木材企业

信用工作委员会、木业市场与供应链分会、工程木制材料专业委

员会、木雕专业委员会、木材贸易调解委员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木业电商分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明清家具专业委员会、全

屋定制分会会员企业。

4．邀请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国家主管部门代表以及各级地方协会、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

代表。

四、参会报名

1．会议时间

11月 18日（星期三）报到

11月 19日（星期四）全天召开“第十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

易大会”

11月 20日（星期五）上午观展，下午行业参观

参加第十届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的代表可免费参与 11月

20-21日举办的 2020世界木地板大会和世界阔叶木大会。

2．会议交通

本次大会不安排接机，请参会代表自行抵达会议酒店。

3．会议地点

地址：浙江德清，具体地点以报名成功的通知为准。

4．会议注册

网络在线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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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大会官网 www.gwtchina.org，点击会议注册。根据实际

需求，填写参会信息，并点击下方“提交”按钮完成注册。

邮件注册：

登陆大会官网 www.gwtchina.org，点击资料下载，填写注册

表后，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 int@cnwood.org。

注册完成后，您将会在 3个工作日内收到确认邮件。

5．收费标准

10月 15日前*
收费标准

10月 15日后*
收费标准

全天室内会议

2020年 11月 19日 CNY 3800 CNY 4800

全天会议+行业考察

（超值价格）

2020年 11月 20-21日
CNY 5400 CNY 6700

洽谈桌价格

一张洽谈桌 CNY 800 CNY 1000

两张洽谈桌 CNY 1200 CNY 1500

*2020年 10月 15日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及

各专业委员会仍享受优惠价格。

6．付款方式

由于参会代表众多，为避免报到现场长时间等候，请于 2020

年 10月 30日前将会议费用汇入以下账号：

户 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mailto:填写注册表，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int@cnwood.org,nin
mailto:填写注册表，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int@cnwood.org,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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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0200003609200054014

说 明：汇款时请注明“世界木材贸易大会”，并将汇款凭

证发到邮箱 int@cnwood.org。

7．会议住宿

会议住宿由大会秘书处统一安排，请在注册时填写住宿需求，

通过大会秘书处预定房间可享受以下优惠价格。由于酒店房间数

量有限，先预订者先得。如房间不够，大会秘书处将协助参会代

表另订房间。

房间类型 大床房 双床房

价格 600元/晚 500元/晚

8．大会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大会秘书处

电 话：+86(0) 10 68656710

邮 箱：int@cnwood.org

网 址：www.gwtchina.org

附件：第十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注册表

二〇二零年七月九日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2020年 7月 9日印发

mailto:int@cnwood.org
mailto:int@cnwood.org
http://www.gwt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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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届世界木材与木制品贸易大会注册表

2020年11月18-20日 中国·德清

公司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

地址

邮编 传真 网址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职位 固定电话 手机 邮箱

选项
优惠价格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

普通价格

(2020 年 10 月 15 日后)

世界木材与木

制品贸易大会

室内会议

2020 年 11 月 19 日
 CNY 3800  CNY 4800

室内会议+行业参观(超值价格)

2020 年 11 月 19-20 日
 CNY 5400  CNY 6700

洽谈桌（11 月 19 日商务洽谈环

节）

一张洽谈桌

两张洽谈桌

 CNY 800

 CNY 1200

 CNY 1000

 CNY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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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会议

（已注册参加

第十届世木会

的代表可免费

参与）

2020 世界木地板大会

（2020 年 11 月 20-21 日）



2020 世界阔叶木大会

（2020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住宿情况

如需预定房间，请选择：
1. 标准大床房： 600 元/晚 间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2. 标准双床房： 500 元/晚 间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注意：上述房间数量有限，先预定者先得。如果房间不够，大会秘书处将协助参会代表另

订房间。

商务对接

主营业务: 希望对接企业业务:

（1）林场主 （7）家具制造商

（2）原木供应商 （8）家具制造企业

（3）地板生产企业 (9) 木门窗生产企业

（4）装饰材料生产及经销商 （10）促进木材贸易发展相关机构

（5）木结构企业 （11）托盘生产企业

（6）锯材生产商

注意：2020 年 10 月 15 日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仍享受优惠价格。

如有问题，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 010-68656710，邮箱 int@cnwood.org；大会

秘处收到注册表之后，将会及时发送参会确认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