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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世界年会
中国上海



围绕一个理念 
联结全球主厨

•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协会，在 30 多个国家拥有超
过 2.6 万名主厨成员，成员资格只能通过邀请获得

• 协会于 1954 年成立，传承奥古斯特 • 埃科菲的价值和传统，总部位于
埃科菲的出生地——法国尼斯附近的卢贝新城（Villeneuve-Loubet）

• 协会以“主厨之王，王之主厨”奥古斯特 • 埃科菲（1846 – 1935）的名
字命名，他是一位传奇厨师、烹饪作家、高端餐饮业的先驱

• 遵循埃科菲的价值理念，协会创办了埃科菲厨艺学院（ICDE）：一所获
得法国教育部认证的专业法式烹饪培训学校



全球最大的主厨协会

26,000+ 

主厨成员
米其林星级名厨，法国 MOF大师，获奖
主厨，具有潜力的青年厨师

30+ 
国家

Pierre Gagnaire, 米其林 3 星，融合
& 分子料理的领军人物

Michel Troisgros, 米其林 3 星，从
1968 年保持至今

Alain Ducasse, 传奇厨师，在其职业生
涯中共获得 21 颗米其林星

Michel Roth, 米其林 2 星，曾获得博古
斯烹饪大赛冠军，法国 MOF 大师

Nicolas Sale, 巴黎丽兹酒店行政总
厨，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巴黎分
会主席

Thierry Marx, 法国最著名的主厨之
一，曾经服务过 Ledoyen、Taillevent、
Robuchon 等世界顶级餐厅

Michel Roux Jr, 米其林 2 星餐厅
LeGavroche 的主厨和老板，他的家族被
视作“英国现代餐饮业的教父”

Peter Goossens, 米其林 3 星，比利时
Kruishoutem 的 Hof van Cleve 餐厅

亚太地区有 11 个分会（香港、澳门、中
国大陆、韩国、泰国、越南、柬埔寨、新
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
和 3 个埃科菲厨艺学院。



价值和使命
促进烹饪艺术的发展

埃科菲精神：成员平等，渴求知识，尊重文化，不断
的烹饪创新和研究

促进烹饪知识的传播

厨艺学院，推出烹饪课以及获得法国教育部认证的
培训课程；埃科菲青年人才赛、埃科菲周等以推广
烹饪技术为目的的活动

支持全球慈善事业

对抗饥饿、减少食物浪费、支持疾病儿童、帮助智障人士的社交和
烹饪活动，受惠机构如香港膳心连基金、匡智会、浸信会爱羣社会
服务处



全世界最大的
名厨盛会
将首次在中国
举办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
广泛的媒体发布



世界年会
知名企业赞助



世界年会
高质量的参会者

15% 25% 10%

专业人士 管理决策层 地理分布

餐饮从业者 高管 亚太区

酒店管理者 老板 欧洲

酒水饮料业从业者 机构及其他领导 其它

25% 40% 30%

60% 35% 60%



2020 世界年会
独一无二的机会，

让您的公司、品牌、嘉宾与高端餐饮业的精英一起，
有更多的曝光和最优的餐饮体验

全 球 最 大 的 厨 界 盛 会



城市：中国上海

地点：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时间：2020 年 4月20-24日

人数：600人以上

第一天 开幕鸡尾酒会
烹饪课
午餐
传统中式晚餐

第二天 埃科菲青年人才赛开幕式
特邀主厨采访
2020 年埃科菲青年人才赛总决赛
特邀嘉宾采访

第三天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大会
上海参观
午餐
烹饪课
鸡尾酒会
晚宴
拍卖

第四天 上海参观
大厨私宴

第五天 上海参观
大厨私宴

世界年会
活动安排



三个赞助机会

晚宴和拍卖
埃科菲青年
人才赛
总决赛

米其林星级
大厨私宴



晚宴和拍卖
在我们的年度晚宴上，您将有机会与这个行
业的重要人物（餐饮业的领袖、政府代表、奢
侈行业的高层、以及其他名流）一起享受顶级
的餐饮体验

拍卖：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晚宴宣传册的拍卖专页上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晚宴宣传册的感谢页上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晚宴视频里，会后将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播
•  赵胤胤的私人演出（可选）

市场和曝光：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宣传资料上
• 赞助商 logo 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Facebook、Instagram
• 赞助商 logo 在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亚太区分会的网站上曝光
• 礼品：扇子、手环、杯托
• 直播：FacebookLive、InstagramStories、照片等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背景板上
• 在主厨私人社交媒体上的曝光（Facebook、Instagram、其它）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宣传单页上

主要赞助商的回报：
•  一张 10 人座的嘉宾桌
•   2 个赠送的座位（可选）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晚宴菜单上
•  有机会赞助食材
•  有机会赞助酒水饮料
•  晚宴宣传册（派发给嘉宾）上的双页或半页广告
•  拍卖手册或社交媒体上的赞助商 logo 露出或介绍
•  晚宴期间，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投影屏幕上
•  赞助商将在埃科菲青年人才赛颁奖典礼上发言
•  赞助商资料（单页、礼品、名片、宣传册等）将放在每张嘉宾桌上
•  礼品袋：埃科菲手提袋、埃科菲线上商店折扣券、手环、厨师帽、食谱书



这是针对餐饮业潜力巨大的青年人才的顶级
赛事。您可以成为高端餐饮的强有力支持者，
将您的名字与行业精英联系起来，获得大量
的曝光。

市场和曝光：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宣传资料上
• 赞助商 logo 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Facebook、Instagram
• 赞助商 logo 在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亚太区分会的网站上曝光
• 礼品：扇子、手环、杯托
• 直播：FacebookLive、InstagramStories、照片等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背景板上
• 在主厨私人社交媒体上的曝光（Facebook、Instagram、其它）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宣传单页上

埃科菲青年
人才赛总决赛

主要赞助商的回报：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厨师服或厨师围裙上
• 直播时的赞助商介绍
• 社交媒体上的致谢短视频发布
• 有机会赞助食材
• 有机会赞助厨房和 / 或用具
• 礼品：T 恤、手环、手提袋、等
• 与大赛评委同桌用餐



米其林星级大厨
私宴

数量有限的专属活动，只针对特殊的嘉宾，来自不同地区的
世界顶级名厨将为您和您的尊贵客人提供专属服务，带来私
密、互动的美食体验。

米其林星厨大师课
主要赞助商的回报 / 市场和曝光：
• 烹饪课：12-15人
•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背景板和投影屏上
• 大厨签名的培训证书
• 有机会赞助食材
• 大厨专访
• 礼品袋：厨师帽、大厨食谱

米其林星厨私宴
主要赞助商的回报 / 市场和曝光：
• 私宴：50人
• 有机会赞助食材
• 有机会赞助酒水饮料
• 大厨签名
• 礼品袋：厨师帽、签名的私宴菜单、私宴食谱
• 大厨专访，突出赞助企业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
为提升亚洲的餐饮水平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位中国国企的总裁

我们将继续支持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
履行重要使命！

一位餐饮业知名品牌的主席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市场营销，
而是参与到一项伟大的事业，
而且，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一位财富 500 强企业的高管



+86 138 1611 7049
icde.zh@institutescoffier.com
WeChat: guanhl_nana

Institut Culinaire Disciples EscoffierDisciples Escoffier International

美食是幸福之源
奥古斯特 • 埃科菲

联系方法

+852 5319 9558
marketing@institutescoffier.com
www.disciples-escoffier.com 

埃科菲厨皇国际名厨协会世界年会
中国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