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21〕75 号

关于召开 2021 CCFA 新消费论坛系列峰会
暨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
“CCFA 新消费论坛”系列峰会定于 11 月 18-20 日在上海拉开帷
幕。包括：中国零售领袖峰会、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超市行
业峰会、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峰会将
云集行业同仁，共同探讨新的发展模式，展望零售业新的发展格局，
为产业和生态发展搭建合作平台。
同期，将举办“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21 CHINASHOP)”
和八个专题研讨会(包含 11 场平行 Workshop)。参会者可一并了解交流
行业前沿零售技术、设施设备和各种解决方案，商洽采购地标特色优
质商品，谋求合作共赢。
系列峰会议程及 2021 中国零售博览会等相关活动资讯请参阅附件。
在此，我们期待每一位零售同仁的参与！
附件：
1.总体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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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日程安排
3.中国超市行业峰会日程安排
4.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日程安排
5.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系列活动日程安排
6.八个专题研讨会(11 场平行 workshop)日程安排
7.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21 CHINASHOP)同期活动介绍
8.报名须知
9.会议报名操作图解
10.推荐酒店及住宿预订表

二○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2‐

附件 1：
总体活动安排
11 月 18-20 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11 月 19 日
星期五

11 月 20 日
星期六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CCFA 五届九次监事会会议
（限监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会长、秘书处相关人员）

上午

CCFA 五届九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会议报到
（全天）
会议
报到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1-3 号馆
会议室

下午

2 场 Workshop
(1、3)

（常务理事会成员单位）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3 号馆会议室
4 场 Workshop(2、4、6、8)

中国超市行业峰会
（详见附件 3）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

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
（详见附件 4）

（限峰会成员）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

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

（详见附件 5）

（详见附件 2）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3 号馆会议室
5 场 Workshop(5、7、9-11)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CHINASHOP 之夜（需持邀请函）

晚上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2021 CHINASHOP）
11 月 18-20 日
(展区同期活动，附件 7)

签到提示（详见附件 8）
活动名称

报到时间

报到地点

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

11 月 19 日上午 09:00-13:00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大堂

11 月 18 日 09:00-17:3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11 月 19 日 09:00-17:30

北登录厅 签到处

中国超市行业峰会
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
★ 报到提醒：

1.为避免集中报到导致拥堵，建议尽早签到；
2.签到后，可凭证卡免费参观 CHINASHOP 展览及参加展区同期活动。

★ 防疫要求：
进入场馆时请主动出示本人当日“随申码”绿码、“行程卡”绿码；
请随身携带身份证，并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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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日程安排
论坛将探讨建设具有中国新时代特色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互联网生态环境；就平
台可持续消费和监管政策最新动态、新消费研究成果最新发布、赋能商业融合发展最新案
例介绍等，邀请政府官员、立法专家、企业和相关机构负责人与会分享。
演讲题目

演讲人

11 月 19 日（星期五）14:00-17:55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平台高质量发展倡议发布

CCFA

可持续消费政策
题目：中国特色可持续消费发展的政策趋势

商务部领导（待定）

新消费研究
题目 1：助推数字化战略转型的第三角色

高红冰，阿里巴巴研究院院长

题目 2：“双十一”新启示

麦浩超，亿邦动力研究院院长

法治观点
题目 1：当前平台经济发展与法制化建设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题目 2：合规即发展—网络消费平台法律风险
防控研究

韩剑辉，京东法律研究院副院长

融合发展
题目 1：平台可持续发展案例分析

待定
张振文，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妙洁)
总经理

题目 2：品牌商与平台融合发展之探讨
零售业新生态发展案例
案例：即时零售-助力实体零售数字化升级

范越雷，美团闪购平台运营部负责人

服务业新生态发展案例
周迎梅，58 同城企业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案例 1：平台白名单助力企业基础用工
案例 2：家装直播助推信任消费

琭

振兴乡村新生态发展案例
案例 1：以仓为节点的商品供应链

刘辉宇，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

案例 2：助农扶农 开辟农产品新销路

刘

凯，十荟团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

案例 3：以技术赋能为方法的商品供应链

孙

超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发布“全渠道融合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案例”

CCFA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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婧，北京市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

附件 3：

中国超市行业峰会日程安排
近年来，在电商平台化与垂直化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又
层出不穷，加之疫情的影响，中国实体超市正在经历着极大的挑战，来客数明显下降，销
售额增长乏力。行业面临深度变革，企业陷入焦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然而，不确定中
的确定就是行业企业并没有停止创新与探索的步伐，会员店、仓储店、折扣店……新的模
式不断被尝试；数字化能力建设、自有品牌开发、组织变革、精益化管理……好的管理技
术在不断被应用。到底哪个模式代表未来？到底哪些尝试可以普及？中国实体超市的变革
与升级路在何方？行业在困境中要坚守的是什么？要向哪里突围？也许本次峰会不能带
给大家答案，但是一定能带给大家思考和启发！
演讲题目

演讲人

11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

超市百强报告解读 超市转型升级实践梳理

裴

坚守与突围：超市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分享嘉宾：
张轩松，永辉超市董事长
徐 辉，华润万家总经理
王培桓，家家悦董事长
主持人：
王洪涛，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助力实体零售把握“突围”新机遇

肖

微信支付助力快消零售深度运营探索

文芳元，微信支付商超零售运营负责人

区域超市的当下与未来

王 卫，生鲜传奇董事长
李德祥，贵州合力董事长
关梓辰，地利生鲜总裁
林永强，冠超市董事长
沈世泉，西亚和美总裁
汤爱华，湖南佳惠董事长
杜晓宜，湖北雅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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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昆，美团闪购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题目
下午

演讲人

13:00-16:05

对话：
如何满足消费者对超市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主持嘉宾：
顾国建，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
侯 毅，盒马总裁
陈有钢，奥乐齐中国区主席
黄亚美，伊藤洋华堂中国总代表
三宅示修，罗森中国区总裁
孙 迎，山姆 Urban 新业态及创新副总裁

支付宝加速超市数智化转型

张

锋，支付宝行业运营事业部快消总经理

折扣店经营实践分享

张

宁，好特卖联合创始人

区域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建设

许胜利，信誉楼集团总裁助理

如何玩好到家业务？

翁海鑫，卜蜂莲花 CEO
种晓兵，联华超市总经理

构建消费者本地生活圈

王

钱，石基助理总裁兼方案中心总经理

会员店是未来趋势吗？

张

斌，物美集团 CEO

社区超市的精品化与差异化发展

陈启明，厦门元初食品总裁、副董事长

区域零售食品安全管理

李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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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艺康大中华区零售事业部总监

附件 4：
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日程安排
信息碎片化的新消费时代，消费主体、渠道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营销趟过了“吆
喝”阶段，进入了万物皆可种草、人人都能种草的内容营销新时代。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正被重新定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在优质内容平台寻求共同话题、个性主张以及品牌
认同。从传统到国潮，从文物到文创，从内容到商业，营销边界一直在探寻和延展……而
疫情的催化下，布局私域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建立和精细化运营私域流量池也成为市场
的趋势。会员即资产，转化公域流量、加强私域运营成为商业企业突围、破局、升级的重
要路径，精细运营、 精准服务、高效运转的优势日渐凸显。
本峰会，透过那些最新潮的玩法、最网红的品牌、最热门的 IP 告诉你如何与消费者
有效互动，如何不断提升品牌价值。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1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

致敬美好生活 创新零售营销

武瑞玲，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

穿越时代新消费，见证品牌新价值

高德康，波司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数字化营销体系的搭建与前瞻

李阜长，万达商管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营销策划中心
总经理

有赞新零售助力品牌突破增长

关

中国文化创造世界 IP

孙来春，林清轩创始人

私域流量助力零售企业新增长

周梦梦，微盟集团电商运营专家

让世界爱上中国化妆品

解

勇，植物医生董事长

Z 世代与 IP 星文娱

鲁

迪，同道大叔董事长兼 CEO

下午

予，有赞 CMO

13:00-16:00

眼镜配饰化，LOHO 的新零售打法

黄心仲，LOHO 创始人

谈谈品牌营销数字化创新的数据基础

王占宏，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都市丽人的二次创业和品牌突围

李

新营销，齐共创

姚俊晔, 微信支付时尚行业运营负责人

从人口红利到人心红利

谭晓华，天虹股份副总经理、数字化经营中心总经理

连接·生长——企业数字化战略与实践

曹海伦，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产业深度与生态宽度相结合的用户驱
动及数字化创新

袁

想，都市丽人品牌中心总经理

刚，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总裁助理、首席创新官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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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系列活动日程安排
行业在变化、企业在变化、组织和人才也在变化。作为人力资源工作从业者，如何在
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下，打破职能视角束缚，发挥自身真正的价值，帮助企业实现战略转型，
在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助力企业发展，是本次峰会要探讨的话题。
本次峰会将邀请相关行业专家、企业高管，就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走向、新型组织体
系构建、员工内驱力挖掘、Z时代下企业人才需求与引进、数字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等议
题进行深度分享及互动交流。同时，还将在峰会上首次发布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关键指标。
日期

时间

11.19 日
（星期五）

11.20 日
（星期六）

14:00-17:30

系列活动
活动一：培训工作委员会工作会暨扩大会
（上海虹桥维景酒店，上海青浦区徐民路 299 弄 1 号）
活动二：行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院校新商科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研讨会
（上海虹桥美利亚酒店，上海青浦区高泾路 1118 号）

18:00-21:00

洋河之夜--HR 人家宴
（上海虹桥维景酒店，上海青浦区徐民路 299 弄 1 号）

09:00-17:00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

17:00-18:30

百校百企 ▪ 校企合作对接会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演讲题目

演讲人

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致辞
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走向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

魏秋立，国美控股集团常务副总裁
杨志明，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组织迭代下 HR 价值的思考

谢克海，北大方正集团总裁

一体化 HR SaaS 助力连锁企业 HR 数字化转型

纪伟国，北森云计算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新商业环境下员工内驱力的挖掘

陈晓东，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CEO

三个问题，理解人效提升的数字化实践

章新波，盖雅工场联合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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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3:30-17:00
演讲题目

演讲人

国赛闭幕式 + 恒欣奖学金颁奖 + 公布金牌店长名单
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关键指标发布

郭玉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人效数字化升级之路——以经营思维革新劳
孙

路，喔趣科技 CEO 兼创业合伙人

动力管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人才培养思考

蒋建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

传统企业的关键人才复制

韦国兵，百年优学总经理

零售数字化转型中的人力价值彰显

李国兴，北京希瑞亚斯科技有限公司（Moka）CEO

嘉宾对话：
Z 时代下连锁企业人才需求与引进

主持人：
徐 楠，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人
力资源总经理
嘉 宾：
王晓辉，迪卡侬（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区人
力资源副总裁
陈 嫄，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PO
戴英戟，奥乐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
人
宋泰宜，上海馥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CoCo）人力资
源副总经理
缪 青，易路人力资源科技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百校百企 ▪ 校企合作对接会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中午 12:00-13:30
下午 17:00-18:30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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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

附件 6：

八个专题研讨会日程安排
（11 场平行 workshop）
时间：11 月 18-19 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3 号馆会议室

演讲题目

演讲人

专题研讨会一: 零售数字化
Workshop 1：数字化营销新范式--消费者互动（11 月 18 日 13:00-15:00）
数字化会员创新案例

云南万逸之家+科脉

零售企业私域搭建的关键三要素

陆雯静，星创视界（宝岛眼镜）首席增长官

零售业营销新趋势及玩法
——“激活场景，快人一手”

刘红晶，快手磁力引擎上海分公司行业营销总监

让玩家成为你的顾客

周

婷，腾讯游戏人生合作负责人

重构用户消费全渠道体验

任 群，上海篮荟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铭言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Workshop 2：内生数字化基因--区域零售企业门店数字化管理（11 月 19 日 10:00-12:00）
区域零售企业的突围之战—门店数字化转型

唐海莉，杭州联华华商集团副总经理

共创数字化产业能力，加速门店科技升级

许凌云，京东科技智能硬件产品部总经理

区域零售商如何用数字化降本增效？
可视化数智驱动创造门店智慧化大脑

谌建富，寿康永乐集团副总裁 数字化转型负责人
田

浩，多点副总裁

牛 津，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中心首席架构师

专题研讨会二：打造 IP 爆款
Workshop 3: 打造 IP 爆款需要天时地利人和（11 月 18 日 13:00-15:00）
天时--好的 IP 结合热点是最大的赋能
李 睿，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文创事业部 副部长

国家级 IP 如何赋能零售
文化的力量与共振

王府井
地利--IP 落地除了形象还有内容

突破次元壁的品牌 IP 化战略

郭广宇，三只松鼠董事/门店事业部总经理

打造节日 IP，创造连锁零售企业购物节

袁海东，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副总裁

人和--粉丝互动最重要
互联网浪潮下的 IP 营销破圈之道

金国晨，天津先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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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演讲人

专题研讨会三：零售企业精细化运营
Workshop 4:破局创新 精益求精--聚焦便利店精细化管理（11 月 19 日 10:00-12:00）
“数智化”提升便利店经营的效率与效益

童伟国, 中国全家执行长特别助理

街角的战争——重塑便利店营销

翁宇杰, 京羡科技董事长

精细化运营的第一要务

李

伟, 西安唐久总经理

便利店数字化驱动下的精细化运营

马

威, 北京好邻居总经理助理

Workshop 5: 运营宝藏——金牌店长门店运营实操分享(11 月 19 日 13:00-15:00)
商品陈列逻辑与战术

司

凯,黄商综超事业部总经理

新零售模式下门店逆生长之路

张朝军,安徽百大合家福店长

生鲜陈列的经验分享

李清泉，家家悦日照万达广场店店长

连锁门店标准化运营管理提升

朱友闻，万店掌联合创始人兼副总经理

专题研讨会四：拓展供应链升级新赛道
主持人：曲 亮，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Workshop 6: 打造自动化、标准化的物流供应链护城河(11 月 19 日 10:00-12:00)
助力供应链效率提升 — 标准笼车应用案例
分享

刘俊伟，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智能化物流技术在日本流通行业的应用

刘

电商直发包装创新提效端到端供应链

杨万敏，广州宝洁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包装创新总监

标准化物流中心的打造

吉祥馄饨、普罗格

欢，株式会社 MUJIN 董事 牧今科技总经理

Workshop 7: 门店端供应链能力提升助力全渠道业务发展（11 月 19 日 13:00-15:00）
新零售之路的品质大生鲜战略

孙 鹏，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
鲜事业部总经理

从到店供应链建设，看门店数字化发展

章伟伟，江苏新合作常客隆数科商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助力门店全渠道发展

全球蛙

专题研讨会五：物联网创新技术应用场景解析
Workshop 8：问效率要利润—AI 助力企业数智化升级（11 月 19 日 10:00-12:00）
智能互联助力赋能门店经营
端云物联，BIoT 开启商业 4.0

周天外，商米 IoT 产品 VP

中国零售企业如何利用 IoT 技术实现全球化布
局

周

AIoT 技术如何帮助零售商提升运营效率

庄艺唐，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Lab 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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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捷德中国 TCD 事业部高级解决方案经理

演讲题目

演讲人
优化现有资源助力精细化管理

聚焦场景化需求 AI 多维赋能零售企业

李悦韡，云拿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

数智化平台助力内部物流精益管理改善

周

无纸化构建企业数字化协同新平台

杭州尚尚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渊，北京华清科创业务拓展总监

专题研讨会六：3R 食品发展论坛
Workshop 9：零售如何牵手 3R 共创销售第二曲线（11 月 19 日 13：00-15：00）
3R 食品在零售行业的市场趋势

梁

剑，华糖云商-食业头条 CEO

背靠强大供应链的 3R 食品如何赋能餐饮与零
售

伍俊峰，上海盘点董事长

最是人间烟火气

赵丽君，超市发运营总监

万亿风口-满足“懒宅族”的味蕾

慕

波，眉州东坡零售总监

餐饮零售化行业发展和创新

何

熠，盒马供应链策略负责人

专题研讨会七：2021 中国零售业自有品牌分论坛
Workshop 10：2021 中国零售业自有品牌分论坛（11 月 19 日 13：30-16：30）
CCFA 致辞

王

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品类管理对自有品牌的促进

张智强，元旨品类管理创始人

探讨深海鱼制品的国内需求

朱伟民，上海万乾董事长

区域零售自有品牌建设分享

陈吉泉，信誉楼超市总经理

优势联名助推自有品牌发展

王

PB 开发策略

大桥范之，伊藤洋华堂食品事业副部长

欧美可持续认证自有品牌海产品案例分享

安延博士，MSC 中国区代表

PB 选品--竹浆纸的优势

周

自有品牌洞察及发展趋势

薛晓伟，上海市品牌授权经营企业协会
执行秘书长

云南特色产品推介

云南展团

非食品自有品牌战略

林

平，宁波启福龙鞋业董事长

自有品牌营销策略

孟

杰，九州兄弟联总经理

宁，北京嘉思特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翔，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专题研讨会八：连锁便利店&药店：便民 CP 的深度融合
Workshop 11：要便利？药便利！（11 月 19 日 13：00-15：00）
中国连锁药店发展现状与趋势

蓝 波，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日本药妆店发展历程及趋势

何培勇，上海云跖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咨询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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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演讲人

连锁药店与便利店（超市）的合作实践及未来
空间探讨

对话嘉宾：
胡秋育，美宜佳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广东美宜佳总经理
陶 冶，北京港佳好邻居连锁便利店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 青，福建省易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阮国伟，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解思凯，京东健康联盟大药房北区负责人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 13 ‐

附件 7：

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21 CHINASHOP）
同期活动介绍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简介：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SHOP）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是协会年度重要活动之一。自
1999 年创办以来，CHINASHOP 一直影响和带动中国零售业发展，是亚洲规模及影响力最大的权
威零售类专业展会。中国零售业博览会主要面向超市、百货、便利店、购物中心、连锁餐饮、专
业专卖店、连锁药店、社区店、线上平台等零售与连锁业态专业人士，满足一站式采购对接需
求。
2021 CHINASHOP 介绍：
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21 CHINASHOP)于 11 月 18-2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本届展览面积 13 万平方米，近千家企业参展，展示内容包括设备、技术、供应链、商业
设计等解决方案以及优质特色商品。
九大主题展览：中国高端零售品牌展、中国零售智能物联网展、中国零售供应链流通加工设
备展、中国零售商用冷链展、零售生鲜加工及商用厨房展、零售展示道具及商业照明展、商店设
计及视觉营销展、国际智能信息技术展、中国零售名优商品展。
位于北登录厅（NH 厅）的 Hi-shop 零售未来店将以“营销新范式

激活场景力”为主题，搭上

网红与潮流 IP 的快车，应用前沿的技术设备，重新定义与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同时，创造无限
可能的舞台——Retail X-LAB（2.2 馆），将继续以创新为核心，带来领先、超前的概念和技术分
享；还有通过不同场景打造，结合优质商品展示、品尝与推介举办的商品品鉴会（3 馆），切身
体会产品魅力。

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21 CHINASHOP）同期活动一览
11 月 18-20 日（星期四-星期六）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3 号馆会议室

演讲题目

演讲人

同期活动 1: 零售冷链“芯”动力专题讨论会
“双碳目标”下，连锁零售企业推进低碳运营
探索与实践
绿色制冷剂在零售行业一体机冷柜应用的简单
探讨
比泽尔 CO2 压缩机节能技术及在商超领域的应
用

（11 月 18 日

13：00-15：00）

王文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周建敏，家乐福(中国)
马 松，比泽尔制冷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应
用技术工程师

艾默生助力零售商超实现低碳未来

顾

全球发展趋势下，商超冷链低碳高效解决方案

李 鹤，思科普压缩机（天津）有限公司中国
及亚太区应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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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艾默生商住解决方案应用技术工程师

同期活动 2：芯片物联技术论坛
合作单位： 英特尔

（11 月 18 日

13:00-15:00）

同期活动 3：数字化诠释零售发展新动能
合作单位：昂捷信息

（11 月 18 日

13:00-15:00）

议题一：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立足本质，触碰未来
议题二：打破生鲜管理困局，塑造数字化管理体系
议题三：商品数据运营实战——ROI 从 15 倍到 30 倍的经典案例
议题四：巨野佳和的数字化进阶之路
议题五：区域龙头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同期活动 4: 设备及技术代理商政策宣讲会/商品采购政策宣讲会
（11 月 18-19 日 13：00-15：00）
同期活动 5：盒马新零供关系 2.0 高峰论坛暨盒马 X 加速器首期结营仪式
（11 月 18 日
合作单位：盒马鲜生
同期活动 6：日式精细化管理——52 周 MD 计划讲解
合作单位：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培训老师：王

13:30-16:00）

（11 月 19 日 10:00-12:00）

冬，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同期活动 7：品类管理——严冬里最温暖的太阳
（11 月 19 日 10:00-12:30）
合作单位：元旨品类管理
从理论到实践：“以顾客为中心，以事实为依
张智强，元旨品类管理创始人
据”
从零售经营体系的重构看品类管理

姜

勇，天虹数科集团副总裁

用品类管理的方法散装休闲食品的巨大商机

吴昱旻，广西泰兴超市副总经理

找到“卖对商品”答案的方法和技巧

刘长龙，元旨品类管理资深顾问

全面提升调味品的综合效益

张水生，欢乐爱家采购总监
吴 芳，欢乐爱家品类经理

提升专业技能，迎接时代挑战：一位采购总监
学习品类管理的心路历程

余

优秀零售企业的基本素质

张智强，元旨品类管理创始人

莉，信阳百家采购总监

同期活动 8：Hi-shop 零售未来店

（11 月 18-20 日

9:00-17:00）

同期活动 9：Retail X-LAB

（11 月 18-19 日

9:00-17:00）

同期活动 10：商品品鉴会

（11 月 18-20 日

9:00-17:00）

同期活动 11：展商新品发布会

（11 月 18-20 日

9:00-17:00）

注：具体日程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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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8-20 日
二、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 号)
三、参会费用
类型

会员企业

收费标准

连锁企业

免会议费，限 5 人。
超出名额，2000 元/人

非连锁企业
（服务商、供应商、咨询机构等）

2000 元/人

非会员企业

11 月 1 日前报名
八折优惠

5000 元/人

说明：1.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CCFA 理事会成员及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本人免费参会，不占用上述免费名额。
3.可凭参会证卡参观同期举办的 2021 CHINASHOP 展览。

四、报名方式
1.报名截止日期：11 月 9 日。
2.报名流程：扫码打开“连锁直达号”小程序（首次登录需先完善个
人信息）→“会议报名”→“填写联系人”→“填写参会人”→“发票信
息”→“立即报名”→“报名完成”。具体报名操作图解请参阅附件 5。
五、会议报名咨询
赵佳薇 010-68394236/18610847431；yyc@ccfa.org.cn
孙雨轩 010-68394283/18513581460; sunyuxuan@ccfa.org.cn
★手机号同微信，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建议添加微信，方便加入会议群及沟通签到事宜。
六、付款方式
请将会议费提前汇款至指定账户，并注明“NCF 论坛”
户 名：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 号：1109 0712 4410 701
(若个人汇款,请标注发票抬头,并将汇款人姓名及转账凭证发送至邮箱 sunyuxuan@ccfa.org.cn）
七、报到注意事项
1.报到时间、地点
活动名称

报到时间

报到地点

全渠道可持续发展论坛

11 月 19 日上午 09:00-13:00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大堂

11 月 18 日 09:00-17:3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11 月 19 日 09:00-17:30

北登录厅 签到处

中国超市行业峰会
中国零售营销创新峰会
中国连锁业人力资源峰会
★ 报到提醒：

（1）为避免集中报到导致拥堵，建议尽早签到；
（2）签到后，可凭证卡免费参观 CHINASHOP 展览及参加展区同期活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1-3 号馆会议室）。

2.防疫要求：进入场馆时请主动出示本人当日“随申码”绿码、“行程卡”绿码；
请随身携带身份证，并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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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到方式
会议采用二维码签到，参会代表需至证卡打印窗口扫描本人签到二维码打印证卡。
提前缴纳会议费，可现场自助办理报到手续，省时方便。
签到二维码获取路径：扫码打开“连锁直达号”小程序（首次登录需先
完善个人信息），返回首页，点击“我的”→“立即签到”，即可显示。每
人一码，每位参会代表均需出示。
八、预订住宿：住宿费用自理。预订住宿请参阅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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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会议报名操作图解
1. 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打开“连锁直达号”，
如报名手机号与微信绑定手机号不同，请点击
“手机号验证码登录”

2.首次登录需完善个人信息，完成后点击“会
议报名”。

3. 点击“添加参会联系人”， 此处应填写
联系人信息（如：赵佳薇帮孙雨轩报名，此应填
写赵佳薇的信息），完成后，点击提交并点击“下
一步”

4.点击“新增参会人员”，填写信息、勾选意
向参加的活动后点击提交并点击“下一步”；如帮
多人报名，重复新增参会人步骤即可。

5. 点击“下一步”填写发票信息，完成后
点击“立即报名”，完成报名

6.在“我的”→“我参加的论坛”查询到报名
信息，即说明已报名成功；如有问题，可联系孙雨
轩 1851358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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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推荐酒店及住宿预订表
可通过“连锁直达号”小程序预订酒店，路径：论坛-新消费论坛-酒店预订
或将此表反馈至会议指定商旅服务商:中鹏展翼（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固定电话:010-82207056 联系人：徐枫 先生
李昕 先生
电子邮件: xufeng@zp-expo.com
lixin@zp-expo.com

推荐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序号

星级

距会场距离

房价(人民币/间晚)

1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步行 5 分钟

高级间 RMB1080 元/间晚（含单早）

2

上海虹桥维景酒店

准

距会场 1.5 公里

高级间 RMB700 元/间晚（含早餐）

3

上海虹桥绿地铂骊酒店



步行 5 分钟

高级间 RMB880 元/间晚（含单早）

4

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距会场 5 公里

高级间 RMB600 元/间晚（含早餐）

5

上海虹桥睿景酒店



距会场 1.5 公里

高级间 RMB560 元/间晚（含早餐）

6

上海瑞庭西郊 S 酒店

准

距会场 4 公里

高级间 RMB480 元/间晚（含早餐）

7

上海皇冠晶品酒店



距会场 5 公里

标准间 RMB420 元/间晚（含早餐）

8

上海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店） 

距会场 3 公里

标准间 RMB390 元/间晚（含早餐）
行政间 RMB420 元/间晚（含早餐）

以上房间均含 15%服务费，免费宽带。通过我公司预订以上酒店的参会单位，会议期间可免费乘坐酒店至会场班车。

酒店住宿预定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客人姓名

手机
房型（单/双）

邮箱

第一选择酒店

第二选择酒店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预订说明：
1、请您将以上表格填好后，以邮件方式发送至展览会指定展会服务公司。我们将在 48 小时内回复确认，如未收到确
认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免遗漏您的预订。
2、收到确认函后，请您根据确认函要求付款时限将预订房费汇入会议指定服务公司帐户中，并将汇款凭证以邮件形式
发送至会议指定服务公司。如逾时未收到预付款或您的特殊说明，房间预订将被取消。
3、如您取消预订，请在入住日期前 72 小时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我们。否则酒店将收取您的第一晚房费作为损失费。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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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