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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C’企业- 行业楷模，基业长青

经营是靠实力而不是经历，我们不依赖过去而仅依赖目前和未来。
我们不满足于过去，不断地努力和研究。企业把重视顾客放在第一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比产品功能更重要。

The DNIC evolution.

过去我们主要举办活动，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前主要进行会议 (Meeting), 奖励旅游(Incentives),
会议展览(Convention), 展览会(Exhibition)等MICE 产业。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这一点!
就是最初的抱负和信念“利惠顾客,共创未来”的服务宗旨。

STUDY
正确地分析顾客的要求事项

CONFIDENCE
对项目管理负责人

TREND
越来越发展的BUSINESS FLOW

时时刻刻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尽一切努力让
顾客满足。
“为了顾客好”与“站在顾客的立场”。看
起来是相同的,但是结果会有差异。

因为项目存在很多变数，成功与否由处理能
力决定。
因此我们考虑十个而不是一个。

随着时代的变化，项目的类型也在变化。
我们以各种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础，
理解并利用环境模式。



The DN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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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设计/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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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C 充满希望的步伐

企业的生存发展要求企业具有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超越市场的能力 ，我们不满足于目前以MICE主，
DNIC会与顾客共同成长并创造未来价值。

DNIC 对外活动 DNIC 获奖经历

社团法人韩国展示服务业协会副会长社

社团法人韩国MIC 会员社

社团法人韩国女性经济人协会会员社

2007 京畿道支社表彰
2009 蔚珍亲环境农业EXPO蔚珍郡守感谢牌
2009 仁川世界都市筑建组织委员长感谢牌
2010 (社)韩国展示产业振兴会感谢牌
2010 第3届大韩民国展示事业大奖

先进展示服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大奖
2013 ‘贸易节’产业通商 资源部长官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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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C 的 MANPOWER

代表理事 / CEO

综合事业部 / Director

对外宣传部

门店事业部展示事业部会议展览事业部 教育事业部 制服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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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DNIC is jump over the limits

DNIC除了营销之外，只要可以与顾客疏通的话，不论何时何地
实现顾客的目标而竭尽全力。

CONVENTION EXPO&EXHIBITION EVENT&PROMOTION

• 国际会议策划以及运营
• 准备运营事务局
• 预算管理以及执行
• 活动馆(酒店、会议中心等）分析以及涉外
• 项目策划以及执行
• 参加者DB 构筑 / 登陆以及住宿
• 联网聚会, 活动策划以及运营
• VIP 迎接以及迎送
• 宣传以及销售/ 音响涉外
• 机票预约以及发行
• 主页构筑以及在线服务
• 影像作品制作/宣传材料制作
• 印刷物制作以及出版
• 翻译员, 主持人等专业人员涉外
• 观光项目策划以及开发
• 结果报告以及事后结算

• 展示事务局运营
• 展示馆构成
• 登陆系统构筑
• 登陆前台运营
• 参加企业管理
• 参加者管理
• 活动策划以及运营
• VIP 仪式
• 宣传以及销售
• 主页构筑以及在线服务
• 影像作品制作
• 印刷物制作以及出版
• 宣传材料制作
• 翻译员，讲解员，运营人力等专业人力涉外
• 结果报告以及事后结算

• 产品研讨会，路演，销售商谈会等, 
• 项目策划以及运营
• 场所涉外
• 活动馆设计以及组成
• 参加者DB 构筑
• 登陆以及住宿
• VIP 迎接以及迎送
• 主页构筑以及在线服务
• SNS, 手机宣传活动
• 进行病毒式营销
• 影像作品制作
• 印刷物制作以及出版
• 宣传材料制作
• 翻译员，讲解员，运营人力等专业人力涉外
• 结果报告以及事后结算



DNIC 最擅长的一件事! 就是人力运营。

DNIC为了在巨大的MICE产业具有竞争力，培养各种人力 DB和运营能力。

还有不仅努力提高硬件而且也努力提高软件的发展，

结果具备了可以履行更大项目的能力和经验。

人力运营代理 (人力事务局)

举行大型项目时，我们从事前准备阶段开始至活动结束为止提供综合服务。

所需人力以及人工费计算 人力手机以及选拔 运营菜单 事前教育 现场管理 结果报告与事后结算

活动名称 管理人员 人力区分

2015 庆北闻庆世界军人体育大赛 约300余名 机场迎接，输送状况室以及前台运营专业要员

2015 大邱庆北世界水研讨会 约800余名 会议、登陆、观光、机场等专业人员以及自愿服务

2015 槐山有机农产业EXPO 约200余名 运营会场、监督管理层、翻译讲解员、讲解员、典礼官

※ 相关事例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CONTENS

播音员
MC

主持人
发表者

报道资料模特
品评会、试衣模特
（车展的）车模
姿态模特

讲解员
仪式小姐
讲解员
翻译员
推销人
促销员

监督管理层, 进行组长
一般典礼官
专业典礼官
RSVP 要员
促销员

同时翻译员
顺次翻译员
执行翻译员
客户翻译员
机场迎接要员
一般翻译员

MC, 播音员 MODEL DOUMI STAFF 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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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仅努力提高硬件而且也努力提高软件的发展，

结果具备了可以履行更大项目的能力和经验。

DNIC 最擅长的一件事! 就是人力运营。



符合MICE 产业特征的CS Solution Partner DNIC

CS专业 教育机关是饱和状态!
但是，真正理解 MICE产业的教育机关唯一。

服务不是理论而是实践，DNIC是面向事例的教程

BASIC Courses

Lecture 1

- 自己开发，热情以及领导者特讲

※ 外部讲师涉外等以特讲形式进行

运营要员的自豪感以及热情与否

Lecture 2

- 确立服务精神
- 运营要员的作用
- MOT概念理解以及分析
- 各个接点接待要点理解
- 各个接点说明

顾客满足 – 服务意识

Lecture 3

- 容貌以及姿势
- 举止以及礼节
- 国际礼节，服务法
- 讲话基本实习

顾客满足 – 运营技巧

Lecture 4

各个状况专业外国语实习
- 问候语
- 指南表达
- 各个状况会话

顾客满足 - language 技巧

Lecture 5

- 活动馆危机状况事例
- 火灾、气候变化、患者应急处理
- 统治团体活动
- 老弱者应急处理实习

顾客满足 – 对付危机状况

Lecture 6

- 组编成
- 各组课题 (情景剧)赋予以及实习
- 各组发表
- 各组执行课题并发表

综合角色模拟培训法

Lecture 7

- 业务体系以及业务安排
- 上下班管理
- 活动馆内工作守则
- 就餐、休息、公休
- 宿舍内生活守则

服务规定指南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 相关事例

2015 槐山世界有机农产业EXPO
运营要员事前教育

2014 五松国际BIO产业EXPO
运营要员事前教育

2012 丽水世界博览会会场，展示馆专业运营，
翻译员事前教育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CS专业 教育机关是饱和状态!
但是，真正理解 MICE产业的教育机关唯一。

服务不是理论而是实践，DNIC是面向事例的教程

符合MICE 产业特征的CS Solution Partner DNIC



DNIC建议的新制服代码是
UNIFORM FACTORY 。

符合代码的交流是
顾客与我们DNIC想要的设计。

请记住我们UNIFORM FACTORY，
有效沟通之后，特别设计并提供完美的结果物。

制服 工厂是 DNIC的制服品牌。

有效沟通是做好设计的前提！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有效沟通是
做好设计的
前提！PROCESS

‘制服工厂’认为核心价值是顾客满足。

为了满足各种顾客的要求，同时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不断地开发设计，
并且准备了充分的原、辅材料以确保按时交货。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DNIC建议的新制服代码是
UNIFORM FACTORY 。

消费者调查
材料确认以
及颜色分析

样品制作以及
修改、补足

制作期间
订货后：7~10日

按个人
按大小
包装

建议设计

样品制作

品评会

决定设计 确认设计

接单以及
生产

产品验收

完成品检验

交货

AS以及
事后管理

一定期间内
迅速、正确地处理

协议设计

市场调查以
及收集信息



※ 相关事例

DNIC从事运营（策划），人力，教育，制服制造，

活动等，提供各种所需服务的综合MICE专业代理企业。

DNIC建议的新制服代码是
UNIFORM FACTORY 。

有效沟通是
做好设计的
前提！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5 KEPIC-Week & 原子力产业大展开幕式 2015 KEPIC-Week &原子力产业大展开幕式- TAPE 裁剪仪式



2015 京畿道水原市解忧斋文化中心开馆仪式 2015 京畿道水原市解忧斋 文化中心开馆仪式– TAPE 裁剪仪式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4 生物多样性世界地方政府正常会议 2014生物多样性世界地方政府正常会议- 生态旅游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生物多样性合约(CBD) 第3届世界地方政府顾问委员会议 生物多样性合约(CBD)第3届世界地方政府顾问委员会议-生态旅游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KTX 开通10周年纪念仪式第10届世界合唱 专题讨论会以及庆典常设展示馆运营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第2届五松化妆品健美产品EXPO
<监督管理层，翻译员，讲解员，典礼官>

2015 庆北闻庆世界军人体育大会
<输送领域监督管理层，典礼官>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5 槐山世界有机农产业EXPO
<监督管理层, 播音员, 翻译员, 讲解员, 典礼官>

2015 大邱庆北世界水研讨会
<监督管理层, 专业要员, 自愿奉献者, 联络员>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4 ITU全权会议
<本地工作人员, 监督管理层, 专业要员, 自愿奉献>

2014 五松国际BIO产业EXPO
<监督管理层, 播音员, 翻译员, 讲解员, 典礼官>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3 大邱世界能源总会
<本地工作人员, 监督管理层, 专业要员, 自愿奉献>

2013 庆南山清世界传统医学EXPO
<监督管理层, 播音员, 翻译员, 讲解员, 典礼官>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3 五松国际BIO产业EXPO
<监督管理层, 播音员, 翻译员, 讲解员, 典礼官>

2012 丽水世界博览会
<会场以及展示馆运营专业, 专业讲解员>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5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5 K-Winter Festival 人力运营
2015 STORY征召大展颁奖仪式人力运营
2015 京畿道水原市解忧斋 文化中心开幕式代理运营
2015 岁月会听政会人力运营
2015 KEPIC-Week & 原子力产业大展开幕式代理运营
2015 大韩民国展示产业展人力运营
2015 世界山火总会人力运营
2015 蔚山UNWTO山岳观光会议人力运营
2015 光伽蓝电力技术술EXPO 人力运营
2015 乐天HI-MAIRT经营战略会议人力运营
2015 创造经济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5 庆北闻庆世界军人体育大会人力运营
2015 LG U+ 新产品试验会人力运营
2015 乐天MALL啤酒庆典活动运营展位
2015 职业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5 KEPIC-Week & 原子力大展开幕式代理运营
2015 解忧斋文化中心开馆仪式代理运营
2015 大邱庆北世界水研讨会 人力运营
2015 PLM最好Praxis谈论会人力运营
2015 第1届宫中文化庆典人力运营
2015 韩国机械展人力运营

2015 首尔国际工具展人力运营
2015 金属产业大展人力运营
2015 气候WEEK人力运营
2015 APPSHOW 韩国人力运营
2015 木材产业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5 DTS推销 人力运营
2015 奥林匹克公园广场滑冰场开场仪式人力运营
2015 本月的产业技术奖人力运营
2015 国际韩式招聘会人力运营
2015 我们花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5 母乳喂养庆典人力运营
2015 糕饼韩果庆典中文文化祭人力运营
2015 忠北创造经济革新大会人力运营
2015 遗弃犬领养活动人力运营
2015 依恋 R&D中心竣工仪式人力运营
2015 LG U+ 记者恳谈会 人力运营
2015 庆州世界韩商大会人力运营
2015 韩果电子展人力运营
2015 乐天家庭购物店推销人力运营
2015 IDUTYFREE 人力运营
2015 平生学习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5 大韩民国能源大展人力运营
之外多数…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4 2013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4 ITU全权会议人力运营
2014 五松国际BIO产业EXPO 人力运营
2014 生物多样性合约世界地方政府正常会议 代理运营
2014 生物多样性合约世界地方政府顾问委员会议代理运营
2014 KTX 10周年纪念仪式 代理运营
2014 莞岛国际海草类博览会制服代理制作
2014 GTI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4 科学展示制作创意竞争大会人力运营以及道路制作
2014 瑞士达沃斯论坛人力运营
2014 第2次世界卫生间协会总会人力运营
2014 首尔国际建筑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4 世界保安EXPO 人力运营
2014 ACI 世界/亚太 总会以及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4 大韩民国改建EXPO 人力运营
2014 海外留学语学博览会 / 海外移民投资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4 大韩民国能源大展人力运营
2014 釜山国际电影节迎接迎送人力运营
2014 大韩民国产业技术R&D大展人力运营
2014 农协人新年会人力运营 / 地区希望지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4 第2届 CJ CREATIVE FORUM 人力运营
2014 首尔MONEY SHOW人力运营外多数…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3 大邱世界能源总会人力运营
2013 庆南山清世界传统医学EXPO 人力运营
2013 五松化妆品健美世界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3 水原生态交通总会人力运营
2013 第80次国际展示协会定期总会人力运营
2013 JTBC 东亚杯推销员人力运营
2013 国际广播音响照明机器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3 数码电缆展人力运营
2013 韩国游戏大秀人力运营
2013 京畿国际游艇展人力运营
2013 首尔国际图书展人力运营
2013 可爱韩国人力运营
2013 韩国MICE产业大展人力运营
2013 第10届亚洲展示研讨会人力运营
2013 大韩民国学生发明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3 第40届韩国秋季WEDDEX 人力运营
2013 国际气候环境产业展人力运营
2013 平昌特别音乐庆典人力运营
2013 首尔国际建筑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3 京畿道生活体育大展人力运营
2013 国际环境能力产业展人力运营外多数…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2 2011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麹醇堂百岁酒销售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2 丽水世界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5 丽水世界博览会 乐天馆人力运营
2012 庆南故城恐龙世界EXPO人力运营
2012 全北访问之年展示人力运营
2012 G-FOOD MARKET 人力运营
2012 国际医疗机械以及医院设备展人力运营
2012 丽水世界博览会参加国会的 人力运营
2012 宝光全家便利店产品展人力运营
2012 京乡房地产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2 中小企业招聘博览会运营开幕式
2012 农渔村产业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2 大韩民国开拓销路综合大展人力运营
2012 国际自动化精密机器展人力运营
2012 全州国际发酵食品품EXPO 人力运营
2012 熊津夏季庆典人力运营
2012 青少年发明庆典人力运营
2012 GALAXY NOTE 创作大展人力运营
2012 全国优秀市场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2 全球中秋庆典人力运营
2012 韩国MICE产业展以及韩国展示产业展人力运营 外多数…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麹醇堂百岁酒销售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大光软件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1 韩国SEMICON人力运营
2011 大韩民国学校教育过程庆典人力运营
2011 FTA 展示以及开幕式人力运营
2011 第20届国际金属模型以及相关机器展展示人力以及运营开幕式
2011 KCTA 数码电缆TV SHOW人力运营
2011 儿童健康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1 韩国国际冷暖空调展展示人力以及运营开幕式
2011 韩国国际观光展人力运营
2011 国际医疗机械以及医院设备展 人力运营
2011 癌症EXPO(首尔, 釜山) 人力运营
2011 海外留学语学博览会 / 海外移民投资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1 V联盟专业排球颁奖仪式人力运营
2011 首尔MONEY SHOW “RICHASSET”展位代理运营
2011 松涛婴幼儿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1 抗衰老 EXPO 人力运营
2011 大邱数码电缆TV SHOW人力运营
2011 GIGA KOREA仪式人力运营
2011 韩国机械展人力运营
2011 国际环境技术绿色能源展人力运营
2011 韩国食品展人力运营外多数…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2010 2009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麹醇堂百岁酒销售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BANDAI韩国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10 富川无形文化EXPO 人力运营
2010 世界大百济展人力运营
2010 仁济公鱼庆典人力运营
2010 CJ GLS VVIP 国内快递活动 人力运营
2010 国际塑料橡胶产业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0 DTV 开消息全国巡回活动人力运营
2010 国际环境技术绿色能源展환人力运营
2010 首尔工作机械展人力运营
2010 国际医疗机械医院设备展示会人力运营
2010 第9届国际怀孕和生育幼儿教育博览会 人力运营
2010 国际印刷产业展人力运营
2010 韩国水人力运营
2010 韩国建筑产业大展人力运营
2010 韩国电子展人力运营
2010 韩国MICE产业展人力运营
2010 大韩民国女性发明品发明制人力运营
2010 水资源公社现代百货店推销人力运营
2010 京畿国际观光博览会人力运营
2010 抗衰老EXPO 人力运营外多数…

乐天糕点推销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麹醇堂百岁酒销售员人力运营全年代理
YOUNG TOYS，咪咪乐园，BANDAI韩国外销售员全年代理多数…
2009 仁川世界都市庆典 人力运营
2009 蔚珍世界亲环境农业EXPO 人力运营
2009 安眠岛国际花博览会人力运营
2009 京畿道世界美术展人力运营
2009 庆南故城恐龙世界EXPO 人力运营
2009京乡房地产博览会人力运营
2009 第10届韩国国际冷暖空调展展示人力以及运营开幕式
2009 第19届国际金属模型以及相关机器展展示人力以及运营开幕式
2009 韩国SEMICON人力运营
2009 房地产品牌博览会人力运营
2009 国际体育休闲产业展人力运营
2009 第25届国际医疗机械医院设备展人力运营
2009 海外留学语学博览会 / 海外移民投资博览会 人力运营
2009 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人力运营
2009 首尔气候变化博览会 人力运营
2009 第22届韩国国际观光展人力运营
2009 韩国机械展 / 金属产业大展/ 首尔国际工具以及相关机器展

人力运营
2009 第6届大韩民国地方自治比赛大展人力运营
2009 韩国电子展外多数…

※ 2008年~1991年实绩省略

下面介绍大韩民国NO.1

DNIC 独有的事业。



DNIC的门总是为大家敞开着。

仙游岛科隆数码建
筑1406号(株）DNIC

公交指南

唐山小学前：
干线

支线

自驾指南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杨平洞5街仙游岛数码建筑1406号
利用汽车导航系统时，搜索地址或者“仙游岛数码建筑”即可。

地址：首尔市永登浦区杨平路22路2，1406号
（杨平洞5街，仙游岛数码建筑）

电话：02 325 8982
传真：02 325 9124

地铁9号线仙游岛站：2号出口仙游岛方面
下车后直走100M(1分钟距离）仙游岛科隆数码建筑1406号



DNIC觉得幸福 。
因为有相信和信赖我们的顾客

因为有为DNIC的成长助威的顾客

因为有不忘记我们的顾客

对我们来说，最给力的一句话是 “幸好交给DNIC代理,” 或者是
“只有DNIC才可以”。
DNIC的所有职员以最佳的服务质量尽一切努力促成顾客的要求，
做有责任感的诚信 MICE-AGENCY。
我们会保持谦虚的心态度，以技术创新促进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努力的。

（株）DNIC 代表理事 刘志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