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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18]24 号 

 

关于召开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峰会 

暨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连锁企

业人力资源峰会暨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定于 2018 年 5 月 16-18

日在南京市召开。会议主题为“零售新时代的组织变革与人才竞争”。 

本届会议集优秀企业参观、专题培训、主题研讨、平行峰会、案例

解读、评优颁奖、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展示、校企合作对接洽谈等系列活

动于一体，是连锁行业 HR 同行学习、交流、合作与分享的最佳一站式

平台。同时，未来零售领军者的培养，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本届会

议期间还将召开“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聚焦领导力提升、行

业趋势研讨等话题。 

特诚邀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派员出席本次活动。请详细阅读附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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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中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峰会日程安排 

2. 2018 中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峰会报名须知 

3. 酒店地理位置及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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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消费论坛—2018中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峰会 

暨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日程安排 

主  题 演 讲 人 

5 月 16 日（星期三）    

报到 + 访学旅 + 委员会年会 + 校企合作对接洽谈 + 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展示 + HR 人家宴 

●上午访学旅          线路 1：苏宁总部园区展厅参观 

线路 2：三胞广场门店参观 

线路 3：孩子王旗舰店参访 

●下午   (13:30-15:30）   2018 连锁业校企合作委员会扩大会 

（14:30-17:30）  专题培训：卓越团队生命力再造，何建军  培训专家 

(16:00-18:00）   2018 企业大学联盟扩大会 

(16:00-18:00）   连锁业校企合作交流洽谈专区 

●晚间（18:30-21:00） HR 人家宴（CHRVP20 委员、校企委委员、企业大学联盟委员） 

5 月 17 日（星期四，全天）   全体会议      

主持人：董晓凯，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午：（8:30-12:00）  

行业发展动向 裴  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构建企业成长基因  永续商业辉煌 谢  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总裁                  

大型企业转型与人才结构再造 孟祥胜，苏宁控股集团 CHO 

新零售下的组织架构与有效赋能 石  旻，阿里巴巴集团新零售事业群人力资源副总裁    

数字化推动下的组织变革 高书林，天虹商场董事长                               

新零售下的组织思考 陈晓东，银泰百货 CEO 

●工作午餐（12:00-13:30） 

●下午：（13:30-18:00） 

三胞集团的人力管理之道 陆海波，三胞集团副总裁                          

2018 全球领导力展望报告 李慧渊 ，智睿咨询大中华区高级咨询总监                 

小型作战单元与组织赋能 

主持人：柴敏刚，上海恺讯咨询 总裁                 

论坛嘉宾： 

李燕川，超市发董事长 

谢  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总裁 

王  培，宝能零售 CEO   

杨希望，家乐福便利店事业部总经理 

●茶歇：观展 + 交流 （15:30-16:00） 

启动仪式、系列评优颁奖仪式 
第二届 CCFA 行业技能达人秀启动仪式 

行业系列评优颁奖仪式 

王品的品牌创新与接班人计划 李玉婷，王品集团首席人才官                   

●晚间（18:30-21:00）  VIP 沙龙（演讲嘉宾、CHRVP20 委员、企业大学联盟执委、校企委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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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议内容以现场公布为准，登录 www.ccfa.org.cn 或扫描关注协会微信，随时了解会议动态和最新日程。 

主  题 演 讲 人 

5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平行峰会（三场并行） 

平行峰会一：学习组织构建专场 

  主持人：秦国红，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年轻员工学习兴趣挖掘与激发 刘  萍，三胞集团新零售产业集团副总裁 

如何在企业中实施核心人才内部培养战略 杨  李，永辉超市第一集群人力资源团队核心合伙人 

新零售时代学习发展重构 王  凌，阿里集团新零售事业群资深人事总监          

干部队伍的选拔与培养 赵丽明，国美电器副总裁 

创新型学习组织的搭建 小米科技                        

平行峰会二：组织创新与激励专场 

主持人：徐  康，深圳市易捷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员工“内驱力”挖掘与培养 包小阳，如家酒店集团资深副总裁 

天虹数字化变革以来的组织效率提升 徐  楠，天虹商场 助理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经理       

共享制的企业激励机制创建 齐冬玲，吉野家人力资源副总裁                      

迪卡侬员工幸福感打造 王晓辉，迪卡侬全国人力资源总监                      

平行峰会三：校企合作与关键岗位人才培养专场 

主持人：张  翊，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招聘中心总经理 

连锁企业品类管理人才发展报告 李卫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副院长    

星巴克的人才梯队培养 唐  伟，星巴克人力资源部招聘总监 

连锁行业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发布 阚雅玲，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院长 

营采人才培养策略 罗  俊，青岛利群百货集团 副总裁 

金牌店长领导力画像分析报告 孙逸彬，智睿咨询大中华区研发顾问                     

先进个人分享&答疑 校企合作先进个人工作分享&答疑                        

主   题 

5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 

内容一：聚焦领导力提升专题学习 

内容二：聚焦连锁零售行业发展趋势、最新技术沿革等行业热点交流研讨 

  “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会” 

限中国连锁百强、中国快消品连锁百强企业中 80 后副总裁以上人员参加（每家企业最多 2 人）； 

1. 报名采取推荐制，推荐人须为中国零售领袖峰会成员； 

2. 推荐方式，书面推荐信； 

3. 参会代表免收此次会议参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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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峰会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5 月 16-18 日。 

二、会议地点：南京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 

（南京玄武区苏宁大道 9 号 ，地铁 4 号线苏宁总部徐庄站 6、7 号出口）。 

三、报名方式 

请于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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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至 yuqian@ccfa.org.cn; 304057763@qq.com 

四、会议信息咨询 

电话咨询： 010-68394236 叶月嫦     合作咨询： 010-68784912 邱阳 

微信咨询： 373402861 于倩（添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称） 

五、参会费用 

备注：1. 参会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5 月 17 日午餐、17 日晚餐。 

2. 参观分三条路线，三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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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上午 10:00-12:00，请注意安排行程，提早签到。 

3. 专题培训：卓越团队生命力再造，时间 5 月 16 日下午 14:30-17:30，限 40 人 

4. 报名中国零售未来领袖圆桌人员，需将推荐信、名片、身份证号、2016CCFA 百强排名发至

yuqian@ccfa.org.cn 确认。 

5. 报名连锁业校企合作交流洽谈专区参展的企业，展位由协会统一设计制作搭建，参展企业只

需按规定提供内容。 如有咨询事项可直接联系，010-68784912。 

企业类型 收费标准 

会员企业 2000 元/人 4 月 24 日前报名 

八折优惠 非会员企业 5000 元/人 

  CHRVP20 人力资源 20 人 

校企合作委员会         

连锁企业大学联盟       

免参会费，限本人 

访学旅  

线路 1：苏宁总部园区展厅 

免费，限参会人员 线路 2：三胞广场门店 

线路 3：孩子王旗舰店 

专题培训 卓越团队生命力再造 免费，限参会人员 

中国零售未来领军者圆桌 

（限中国连锁百强、中国快消品百强中，

80 后副总裁以上级别参加，每家企业最多 2 人）

免参会费 

连锁业校企合作交流洽谈区参展专区展示 6000 元/展位（含 1 人参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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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付款方式 

请将参会费提前汇款至协会指定账户，并注明“人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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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流程 

报到时间：5 月 16 日 8:30-17:30； 

报到地点：南京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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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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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 会议酒店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推荐酒店 

南京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 

（南京玄武区苏宁大道 9 号 ） 
距会场距离 酒店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高级大床/双床房 0 国际四星 650 元 

南京高管公寓酒店 

（南京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 号） 
距会场距离 酒店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公寓大床/双床房 600 米 经济 350 元 

★标价均为会议协议价格 

 

 

 

南京高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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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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8088902  

靳晓磊先生 18518089720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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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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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酒店。收到预定确认回执后，请在 5 月 9 日前将房费支付给代理公司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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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预订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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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信息：  

汇款账户：北京中金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汇款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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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联系人电子邮箱，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