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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中连协函[2017]  24 号 

关于举办 2017CCFA 供应链高层研讨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 

为改善零售行业供应链效率，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

加强行业企业对西北零售市场的了解与认识，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CCFA）主办的“2017CCFA 供应链高层研讨会暨供应链专业委员会

年会”将于 2017年 7月 26-27日在古丝绸之路必经地---银川市召开。  

本届会议以“协同 共享 创新”为主题，将聚焦供应链金融，供

应链最新技术创新及应用，分享中国零售供应链 KPI 指数；同时，会

议还将展望未来消费者和最新供应链科技动态，从而探索供应链发展

最新趋势。 

会议还将深入探讨生鲜果蔬和冷链体系建设、全链条协同与最佳

实践等议题，并邀请行业专家从不同纬度解读供应链的发展。 

诚挚邀请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出席本次活动！会议同期，还将

组织企业参访学习，举办多场专题培训活动。会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日程安排 （详见附件 1） 

7 月 26 日下午  企业参观（全体代表）； 

专题讲座（全体代表）； 

供应链专业委员会年会（限委员单位参加）。 

  7 月 27 日全天：2017CCFA 供应链高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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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地点：银川上陵波斯顿大酒店（银川兴庆区新华东街 518

号，丽景街与新华街交汇处西南侧） 

三、参会嘉宾 

  协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委员；  

  零售企业主管供应链/物流、营运、IT 的总经理以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 

  快速消费品企业供应链/物流负责人、KA 经理等； 

  供应链咨询及软硬件服务商。 

四、收费标准 

1. 会议费：零售会员企业 2000元/人，7月 10日前报名1500元/人。 

        其他企业 2500 元/人，7月 10日前报名 2000 元/人。   

 

请将会议费提前汇款至协会指定账户： 

户  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  号： 110907123810101 

请注明： 供应链会议费 

注：(1)会议费含会议资料和 27日午餐。 

    (2)报名 3人（含 3人）免 1人会议费。 

 

2. 住宿费：680元/间/夜（含双早） 

住宿费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户名：北京蓉兴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1100106910005604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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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建设银行车公庄支行 

注：7月是银川旅游旺季，会议房源有限，请尽早预定，确保房间留存。 

五、报名程序  

请最迟于2017年7月20日前将参会回执和会议费开发票信息（见

附件 2）、会议费汇款凭证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协会联系人，我们将确

认您的参会资格并发送参会确认函。参会代表请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

下午或 26 日上午持参会确认函到会议酒店大堂报到。  

六、联络方式 

1. 参会联系人：于先生、王女士 

联系电话：010-6878 4995/4939 

 EMAIL：tianrf@ccfa.org.cn   

 

 2. 酒店住宿联系人：孙晓凤 

 联系电话：010-6839 2509 

 

3.  商务合作联系人:田先生 

    联系电话：010-6878 4937/1500 127 9076 

 

附件：  

1. 日程安排 

2. 参会回执 

3. 酒店信息 

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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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7月 26日（星期三） 

全天 参会嘉宾签到 

参观+专题讲座（全体参会嘉宾） 

13:30-16:00 企业参观：银川新华百货 

16:00-17:00 专题讲座：标准化载具专题培训 招商路凯 

17:00-18:00 专题讲座：品类管理与零供合作 JDA、邓韩贝 

闭门会（专委会委员+特邀嘉宾） 

14:00-20:00 闭门会  

7月 27日（星期四） 

主题一： 全零售发展趋势解析 

8:30-8:50 中国零售供应链 KPI解读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8:50-9:10 解析供应链金融与零售企业管理趋势 
Steven X Zhong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供应

链专家 

9:10-9:30 全球 95 后消费者调研解读 
张宪东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供

应链专家 

9:30-9:50 京东供应链创新技术应用 王银学  京东亚洲一号首席顾问 

9:50-10:10 区块链技术在零售供应链中的实际应用 IBM  

10:10-10:40 供应链最新技术探索 微软加速器 

主题二：聚焦生鲜果蔬供应链：如何将生鲜果蔬从“成本中心”转为“利润源泉”  

10:40-11:00 标准化载具的运作模式探讨 招商路凯 

11:00-11:20 果蔬商品编码体系应用 孔洪亮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推广部主任  

11:20-11:40 如何用标准果蔬编码提升物流效率 
张建东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1:40-12:00 
海鼎助力企业打造规范，高效，信息化的生鲜配送中

心 
田  剑  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00-12:05 2017年 CCFA 中国零售技术创新中心供应链技术征集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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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13:00 午餐 

主题三：供应链体系建设及最佳实践 

13:00-13:20 从工厂到消费者的全供应链体系构建 名创优品（待定） 

13:20-13:40 物流仓储的基础体系建设 
范兢业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企业综合行业解

决方案首席架构师 

13:40-14:00 沃尔玛绿色智能物流项目 沃尔玛（中国） 

14:00-14:20 如何实现端到端的冷链管理 伊利 

14:20-15:00 高端访谈:从冷链管控到供应链体系建设 

对话嘉宾:  

Roland 星巴克（中国）供应链副总裁 

江林修 亿滋（中国）客户与物流服务副总裁 

唐海滨 SPAR（中国）物流总监 

麦当劳（中国）（待定） 

15:00-15:20 展位参观 

主题四：聚焦供应链协同 

15:20-15:40 端到端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宝洁（中国） 

15:40-15:55 标准化载具运作助推供应链协同优化 
冯学刚 集保物流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市场及客服副总监 

15:55-16:20 零供企业信息同步与互联互通——零供互信 华润万家、可口可乐 

16:20-16:40 打造最后一公里的供应链生态 京东到家 

16:40-17:00 从集团战略看供应链发展 唐振华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17:00-17:30 
对话：亚马逊人如何看亚马逊：人、组织架构、企业

文化、模式 

对话嘉宾: 

马锦冬 际链网络 CEO  

       前亚马逊（中国）副总裁 

注：会议日程以现场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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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 

 

企业名称  联系人  

地    址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  

交费方式 □提前汇款   □现场交费（现场交费需会后寄送发票） 

参会人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是否参加 26

日企业参观 

26日 

讲座 

是否需要

预订房间 

是否 

合住 

入住 

日期 

离店 

日期 

           

           

           

           

           

注：请于 7 月 20 日前将本表电邮至孙晓凤处：010-6839 2509或 rongxinghuiyi@126.com,同时,请抄送田芮丰 tianrf@ccf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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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费开票信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备  注 

发票抬头   必填项 

纳税人识别号   必填项 

地址、电话   专用发票必填项 

开户行及账号   专用发票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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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酒店信息 

 

 

名  称：银川上陵波斯顿酒店 

地  址：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 518号(新华东街与丽景街交汇处）  

 

酒店乘车路线： 

银川火车站乘出租车 30元左右。 

银川机场乘坐出租车约 100元到达酒店 

 

注：上图中标识处为会议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