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iting Present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ion Specialists (IACVS) will host the 201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aluation Conference (IBVC) in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May of 2018.  Beijing Appraisal 

Society (BAS) is the co-sponsor for this event. 

We have held this annual conference successfully since 2007 in China, Germany, Korea, UAE, Malaysia and 

returning to China for 2018!   

Each year, our conference invites valuation regulators, practitioners, professors, database and resources 

service provid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These conferences became a platform for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in country specific as well as global valuation issues.  

This year, we have received the support of IVSC and CAS for this exciting event!  We would love to invite 

you or your colleagues to present at our conference.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conference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Valuation 

 Development of Legacy Profession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Valuation 

 Valuation for the New Era of “Belt & Road” 

 

If you or someone you recommend may be interested in presenting for this event, please submit the following 

to us before March 15, 2018: 

 

 Curriculum Vitae 

 Proposed Topic and Outline or Paper (with PPT preferred) 

 Practice specialty area and prior publications 

 

IACVA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 

E-mail: 2018conference@iacvs.org  

 

  



诚邀 IACVS 2018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大会演讲人 

 

IACVS 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大会于 2007 年起，先后在中国西安、德国杜

塞尔多夫、韩国首尔、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芝加哥、美国亚特兰大、阿联

酋迪拜、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评估行业监

管者、从业人员、教育研究人员、会计金融证券等相关行业人员和数据库服

务支持公司参加，在区域和全球评估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IACVS 一

直致力于其宗旨“Valuatio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Sharing Worldwide”，为

国际评估专业人士搭建交流平台。 

2018 年盛会将于 5 月在中国北京举办，由两天的会期和一天的后续教育

组成。北京资产评估协会参与协办，大会同时得到中国资产评估协会（CAS）

和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IVSC）的支持，将邀请国内外评估行业人士、财会

金融相关行业人士参加大会。围绕“资产评估的全球化、评估职业化、全球

评估中的创新和挑战”演讲讨论。并将设置专场研讨《“一带一路”新时代

中的评估》。预计将有超过 200 多人参会。 

如果您有切合本次大会的议题，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参与本次会议演讲交

流，分享评估智见，促进行业发展。 

本次大会同时面向全球征集论文，优秀文章可以获得在大会演讲机会，

并可获推至相关期刊杂志。请将以下资料在 2018 年 3 月 15 日前提交给大会

组委会： 2018conference@iacvs.org. 

演讲人简历 

演讲人题目、论文全文或纲要、演讲 PPT 

演讲人执业资历以及已发表的文章或论述 



附：2012 年西安大会、2015 年迪拜大会和 2016 年吉隆坡大会举办情况： 

2012 大会 – 中国西安 

共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加纳、法国、印度、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评估专业人士，以及国内各地资产评估协会负责人、评估从业人员等

200 多人参会。大会由 IACVS 和中评协共同主办，中评协原会长贺邦靖致贺词，中评协

及地方评协领导发表演讲。大会同时收到了 20 多篇专题论文。 

  

 

2015 大会 – 迪拜 

来自美国、中国、韩国、英国、加拿大、非洲、马来西亚、巴勒斯坦、阿联酋、黎

巴嫩、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评估专业人士，当地院校研究人员、评估技术研究人员等

100 多人参会。大会在中东地区评估从业者群体中产生了积极反响，促进了西方评估先

进理论和创新型评估技术的传播。 

  



2016 大会 – 马来西亚 

共有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尼日利亚及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近 200 位资深的评估从业及监管者参会。大会由 IACVS 和马来西亚分会

主办，马来西亚评估学会和企业价值评估资源网协办。马来西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Data’ 

Othman Bin Aziz 致辞，马来西亚评估学会主席 Datuk Sr Haji Faizan Abdul Rahman 和中

评协副秘书长卞荣华等发表演讲。大会获得了东南亚地区评估行业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