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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18]13 号 

 

关于邀请参加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相关机构：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2018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

会将于2018年3月20-22日在深圳举办。会议主题为“驱动核心业务升

级—零售数字化2.0”。 

本届会议正逢零售行业市场线上与线下进一步融合，电商企业大

举并购和涉足实体门店，“智慧零售”、“无界零售”和“新零售”

等理念相互碰撞发展的时期，而这些理念背后的未来零售趋势都将建

立在零售数字化的基础之上。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一时期显得

尤为重要。 

本届会议主要以主题演讲、高层对话、企业参观、专题研讨等形

式，强化同参会嘉宾的互动与交流分享，深层次探讨企业如何构建数

字化能力，如何通过数字化驱动核心业务的升级。 

会议期间将揭晓2018年度中国零售技术优秀创新案例与零售技术

新锐企业，展望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新零售技术。会议现场还将布设

零售前沿技术展台和最新无人店，供与会嘉宾观摩、体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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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邀请您出席本次活动！请详细阅读附件说明。 

 

 

附件： 

1.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日程安排 

2.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报名须知 

3.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报名表 

4.会议酒店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5.酒店住宿预订表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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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会议主题：驱动核心业务升级—零售数字化 2.0 

 

3 月 20 日（星期二） 

● 全天 与会代表签到 

● 下午（13:00-15:00）企业参观 

企业参观（线路 5 选 1） 

线路 1：腾讯 

线路 2：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线路 3：深南天虹百货 

线路 4：小米之家旗舰店 

线路 5：百果园/钱大妈  

● 下午（14:00-18:00）闭门会议（限特邀嘉宾） 

领袖峰会 + 中国零售业全渠道（O2O）50 人论坛 

议题：零售行业下一步发展方向。 

● 下午（15:30-20:30）专题讲座 

1、数据分析驱动新零售转型之路 

2、无界零售及零售业效率优化 

3、玩转商品效期管控，实现消费者互动 

4、企业上“云”管理服务实现跨平台之间的有效合作 

5、发票数字化，赋能连锁企业“新零售”变革 

6、新消费者洞察 

● 晚上（18:30-20:00）专场活动：腾“宴”（限领袖峰会及全渠道 50 人等特邀嘉宾）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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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星期三）全体会议  

● 第一部分：行业发展宏观趋势（8:30-12:00） 

主办方致辞及权威发布： 

中国零售业领袖峰会和全渠道 50 人闭门会

成果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共建零售新生态 林璟骅（Davis Lin），腾讯集团副总裁 

对话：面对线上巨头来势汹汹，传统零售行

业如何应对？ 

主持嘉宾： 

谢  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对话嘉宾： 

王  填，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菁，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高书林，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和平，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零售行业数字化转型 
包嘉峰，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全渠道事业部暨商业

客户事业部总经理 

如何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组织架构 
徐伟宏，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EO 

如何实现基于“云”的业务流程再造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东云） 

宝洁如何做好数字化会员 Jasmine Xu，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第二部分：如何构建数字化核心能力 （13:35-16:00） 

大卖场数字化转型探索 张  斌，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新零售场景下多屏数据融合系统构建 
程抒一，上海理工大学-仙视新零售物联网共性技术

实验室主任、公司副总经理 

数字化供应链建设 张  晔，上海易果电子商务公司 CEO 

数字化让购物更有趣 潘仲光，灯影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从思想到行动——如何利用大数据赢得数字

消费者的心 
兰增强，北京石基大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品牌商数字化转型案例分享 阿迪达斯中国数字化负责人 

数字化流程及组织 张天兵，德勤中国零售主管合伙人 

百丽实体门店数字化改造 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 

● 零售技术创新案例 / 新锐技术企业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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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专场讲座（16:15–18:15） 

专场一：实体零售数字化升级 

专场二：移动化的零售 

专场三：聚会支付，聚合外卖 

专场四：智慧大脑助力新零售玩转人货场 

专场五：实体零售云赋能之路 

专场六：大数据驱动“去中心化”的“位置”实时营销 

专场七：无人零售，无限可能 

● 专场活动：工程师之夜（19:00-21:00） 

工程师之夜——京东 

工程师之夜——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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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全体会议 

● 第四部分：畅想大消费和数字化最佳实践（8:30-12:00） 

对话：百货业何去何从 

主持嘉宾： 

刘向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话嘉宾： 

刘思军，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徐子瑛，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刘长鑫，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让商业生态更智慧 欧  阳，北京智慧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CEO 

对话：小业态数字化转型 

主持嘉宾: 

万明治, 行业专家（原中百集团总经理） 

对话嘉宾： 

杨  帆，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CEO 

余惠勇，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郁瑞芬，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  昀，深圳市顺丰商业有限公司 COO 

杨凌江，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零售的聚合营销与智慧运营 冯越海，杭州米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星巴克数字化在中国 李  磊，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消费升级的机遇和挑战 杭州网易再顾科技有限公司（网易严选） 

数字化驱动新零售业财税模式升级 高  剑，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对话：60,70,80 后老板议大消费 

主持嘉宾: 

朱  伟，三胞新零售产业集团 CEO 

对话嘉宾： 

李维龙，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董事长 

王智民，星创视界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玥，迪卡侬(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裁 

● 神秘嘉宾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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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3月 20-22日 

二、 会议地点：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深圳南山区华侨城深南大道 9009号） 

三、 报名方式 

请于 3月 12日前扫描右侧二维码在线报名， 

或填写会议报名表（见附件 3）发至 yuqian@ccfa.org.cn 

四、会议信息咨询 

电话咨询： 010-68394236 叶月嫦 

微信咨询： 373402861 于倩（添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称） 

合作咨询： 010-68784937 田芮丰 

五、参会费用 

★ 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3 月 21 日午餐。 

★ 参观分五条路线，五选一，每条线路限报 40 人，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报满截止。 

参观时间为 3 月 20 日下午 13:00-15:00，请注意安排行程。 

六、付款方式 

请将会议费提前汇款至协会指定账户，并注明“创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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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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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qian@ccfa.org.cn）  

七、报到流程 

报到时间：3月 20 日 9:00-17:00；报到地点：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 大堂会议报到处 

本会议采用二维码签到系统。会前，主办方将发送报到二维码至每位参会人手机和邮箱。

会议报到需携带手机保存或打印的二维码，现场扫描办理报到手续，每人一码。提前缴纳会议

费，更可现场自助办理报到手续，省时方便。 

八、预订住宿：住宿费用自理。预订住宿请参阅附件 4、附件 5。 

 

企业类型 收费标准 

会员企业 2000 元/人 3月 7日前报名 

八折优惠 
非会员企业 5000 元/人 

CCFA全渠道 50人（限本人） 免费 

企业参观 

(限参会人员） 

线路 1：腾讯 

免费 

线路 2：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线路 3：深南天虹百货 

线路 4：小米之家旗舰店 

线路 5：百果园/钱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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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中国零售数字化创新大会报名表 

注： 

1. 路线一：腾讯；   路线二：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路线三：深南天虹百货； 

路线四：小米之家旗舰店； 路线五：百果园/钱大妈；   

每条线路限报 40 人，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报满截止 

2. 此表复印有效。名额有限，报名请从速。 

3. 请于 3 月 12 日前将报名表连同付款凭证底联反馈至协会： 

E-mail：yuqian@ccfa.org.cn;    

电话咨询：010-68394236 叶月嫦/微信咨询：373402861 于倩； 

合作咨询：010-68784937 田芮丰 

欢迎扫码，在线报名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连锁企业 □供应商 □其他 

地    址  邮   编  

会前联系人  电话  E—mail  

开具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抬头：（如无特殊说明，发票抬头以本表“企业名称”为准） 

得知会议消息的渠道（可多选）：□微信 □邮件 □协会网站 □杂志 □朋友推荐 □电话通知 □纸质文件 

参会人 职  务 手   机 微信号 E—mail（必填） 是否参加企业参观 

     
□是，□路线一；□路线二； 

□路线三；□路线四； 

□路线五；（五选一） 

□否 

     
□是，□路线一；□路线二； 

□路线三；□路线四； 

□路线五；（五选一） 

□否 

         
□是，□路线一；□路线二； 

□路线三；□路线四； 

□路线五；（五选一） 

□否 

     
□是，□路线一；□路线二； 

□路线三；□路线四； 

□路线五；（五选一） 

□否 

□我是会员企业   □我是非会员企业   □我希望加入协会，成为会员 

合计人民币                元，□我已按指定“付款方式”付款给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银行汇款：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招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110907123810101） 

mailto:yuqian@ccf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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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议酒店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推荐酒店 距会场距离 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华侨城洲际酒店 

（南山区华侨城深南大道 9009 号） 
0 五星 豪华双床/大床房 1450 元 

海景嘉途酒店 

（南山区华侨城光侨街 3-5 号） 
300 米 四星 

高级大床房 680 元 

豪华大床房 760 元 

豪华双床房 800 元 

城市客栈（世界之窗店） 

（南山区深南大道 9037 号） 
1400 米 经济 精品双床/大床房 380 元 

★ 标价均为会议协议价格。 

海景嘉途酒店 

会议地点：华侨城洲际 

城市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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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酒店住宿预订表 

 

请将此表反馈至会议指定住宿预定代理：北京中金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婧女士；王静女士  

联系电话：18518088902；18518089729 

电子邮箱: sts_expoliujing@163.com 

 

酒店住宿选择 

公司名称 (发票抬头) 

公司税号  

联 系 人  手机  

联系座机  E-mail邮箱  

姓名 性别 
房型 请选择住宿酒店 日期 

大床 双床 酒店名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预订说明： 

1、 请您将以上表格填好后，以邮件方式发送至会议指定住宿预订代理公司。其将在 48小时内回复

确认，如未收到确认请及时与上述联系方式联系，以免遗漏您的预订。 

2、 会议高峰期请提早预订酒店。收到预订确认回执后，请在 3 月 9 日前将预付房费支付给代理公

司账户，并将汇款凭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代理公司，确保能享受协议价格。如逾时未收到房款

或者您的特殊说明，房间预定将被取消。 

3、 如需取消预定，请在入住日期的前 72小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代理公司。否则酒店将收取您的第

一晚房费作为损失费。 

 

 

住宿汇款信息：  

汇款账户：北京中金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0200 0042 0920 0013 233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和平里北街支行 

（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发给联系人邮箱 sts_expoliujing@163.com） 

mailto:sts_expoguoli@163.com
mailto:sts_expoguoli@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