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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18]26 号 

 

关于召开 CCFA 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的通知 

 

各零售、便利店会员企业、相关机构： 

为推动中国便利店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CCFA，简称协会）定于 2018 年 5 月 23-25 日在北京召开“新消费

论坛——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会议主题为“拥抱便利店新时代”。 

中国便利店大会是国内便利店行业唯一的综合性一站式学习、

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本届会议将汇聚行业内外各路精英、专家和大

佬，共同探讨新消费时代，便利店如何实现永续发展。会上还将发

布行业权威报告，举办三场专题业务培训。同期，还将举行中国便

利店系列奖项发布颁奖及北京市便利店、社区商业综合体两个行业

规范的宣贯活动。 

本活动特别适宜便利店及相关企业高管携团队多人择需参加并

互动。请详细阅读附件说明。 
 

附件： 

1. 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日程安排 

2. 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报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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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4. 酒店住宿预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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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CCFA 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 

日  程  安  排 
时间：5 月 23-25 日 

地点：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主题：拥抱便利店新时代 

5 月 22 日（星期二） 

全天 与会代表签到 

5 月 23 日（星期三）  迷你马拉松+平行沙龙+围炉夜话+委员会会议 

7:00-11:00 奔跑吧 CVS 中国便利店迷你马拉松 

14:00-18:00 六场新技术平行沙龙 

14:30-20:30 CCFA 便利店委员会工作会议及工作晚餐（闭门） 

5 月 24 日（星期四）  9:00-12:00 全体会议 +展览展示 

主持人：孙熙超 中央红执行总裁 

9:00-9:15 主办方致辞  裴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9:15-9:25 拟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致辞 

9:20-9:45 万家店背后的思考 张国衡 美宜佳董事长 

9:45-10:10 数字化驱动社区便利店升级  肖欣 鲜生活董事长 

10:10-10:30 发布《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 王佳茜 波士顿咨询中国董事总经理 

10:3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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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1:00 开放共生 共辟零售发展之路 吴昭松 海鼎副总经理兼零售事业部总经理 

11:00-11:20 无界科技引领门店革命 郑宏彦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商城新通路事业部总裁 

11:20-11:50 罗森如何赋能区域便利店  三宅示修 罗森中国总裁 

11:30-15:00  万达广场 CCFA 餐饮会员企业门店体验午餐+展区参观 

5 月 24 日（星期四）  15:00-18:30 平行专题培训+展览展示 

专题培训一：商品——便利店的灵魂 

 品类管理在面包类商品中的应用实效 丁莉梅 唐久便利商品总监 

 
商品数据价值挖掘助力便利店业务新增长  

李思贤 北京超萌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超盟数据创始人&CEO 

 便利店自有品牌定价原则  顾昊 自有品牌专家 

 罗森商品管理方法论 罗森中国商品部负责人 

专题培训二：营运——便利店的躯体 

 门店日商提高 1000 元背后的营运逻辑 胡纯生 西安每一天总经理 

 如何将日资便利店的营运经验在本土企业落地 白玉 孚惠连锁便利店商品营运总监 

 数字化驱动营运工作变革  关辉 金虎集团 IT 数字化建设合伙人  

 夯实营运基础 打造核心竞争力 张立 宁波十足总经理 

专题培训三：加盟——便利店的双腿 

 加盟构架支撑万家便利店     胡秋育 美宜佳副总经理 

 与加盟商共建民族便利品牌   闻莺 Today 品牌总监 

 全家便利店加盟体系构架     童伟国 中国全家执行长特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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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星期五）  9:00-12:15    全体会议 +展览展示 

主持人：孙熙超 中央红执行总裁 

9:00-9:10 发布《中国便利店之歌》 

9:10-9:25 《新消费零售物种投资趋势报告》 曲飞宇 品途集团执行董事 

9:25-9:40 心零售 王岑 红杉资本合伙人 

9:40-10:20 

组合演讲：科技如何驱动零售变革 

引领嘉宾：陶冶 北京好邻居便利总经理 

分享嘉宾：Face++ 函数空间 小满数据 

10:20-10:35 便利店的新零售——利用流量、壮大供应链  曾昭志 科脉技术创始人、董事长 

10:35-10:55 开放 共赢 增值 智慧的零售蜕变 刘波 百世集团副总裁、百世店加 CEO  

10:55-11:10 新零售下的便利店 IT 变革 孙淑丽 eFuture 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 

11:10-11:30 中国便利店系列奖项颁奖典礼 

11:30-11:45 智慧平台铸就智慧便利店 殷光文 艾默生商住解决方案中国区副总裁 

11:45-12:15 中国全家的创新之路 林建宏 中国全家执行长 

5 月 25 日（星期五）  13:30-16:30    全体会议 +展览展示 

13:30-14:10 

对话北京明星便利店 

主持嘉宾：虚位以待 

主讲及对话嘉宾： 

杨波 北京全时便利总经理（主讲题目：全力猫地里的“果子”熟了） 

      王紫 便利蜂运营 CEO（主讲题目：数据提升门店运营效率） 

14:10-14:25 海信助力传统便利店拥抱高科技 袁栋梁 海信商学院副院长 

14:25-14:40 数据驱动决策的便利店实践 苏春园 观远数据 CEO  

14:40-14:55 小业务 大变革 刘志华 中石化易捷便利总经理 

14:55-15:15 人工智能 改变零售 陈海波 深兰科技董事长、创始人 

15:15-16:15 

对话：当便利店遇上资本 

主持嘉宾： 

王洪涛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第一轮：资本眼中的便利店 

对话嘉宾： 

何  文   春晓资本合伙人 

常凯斯   源码资本董事总经理 

胡若迪   红杉资本高级副总裁 

第二轮：便利店如何选择资本 

对话嘉宾： 

张  利   见福便利创始人 

宋迎春   Today 便利创始人 

任光临   安达便利总经理 

赵  寰   每一天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16:15-16:45 
压轴演讲 

万“便”不离其宗 内田慎治 7-11 中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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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便利店大会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5 月 23-25 日 

二、会议地点：北京万达嘉华酒店（北京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8 号 1 号楼） 

三、参会费用 

说明：  

1.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5 月 24 日午餐、25 日午餐。 

2. 5 月 23 日上午（7:00-11:00）将举行“奔跑吧 CVS”中国便利店迷你马拉松活动，仅限参

会人员报名。请及时关注主办方安排的行程及路径。 

四、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10 日。 扫描右侧二维码在线报名。 

五、会议报名咨询 

联系人：叶月嫦  010-68394236/18610847431  

于  倩  微信：373402861（添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称） 

六、会议合作咨询 

联系人：张德涛 010-68784995 

七、付款方式 

请将参会费用提前汇款至协会指定账户，并注明“便利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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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到流程 

报到时间：5 月 22 日 9:30-17:30 

报到地点：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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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预订住宿：住宿费用自理。预订住宿请参阅附件 3、附件 4。 

 

类型 收费标准 

会员企业 2000 元/人 5 月 2 日前报名 

八折优惠 非会员企业 5000 元/人 

便利店委员会委员（限本人）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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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距会场距离 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北京万达嘉华酒店 

（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8 号 1 号楼） 
0 五星 豪华大床/双床房 900 元 

北京万商花园酒店 

（石景山区银河大街 1 号） 
650 米 四星 高级大床/双床房 650 元 

★ 标价均为会议协议价格。 

 

 

 

 

 

 

万商花园     

万达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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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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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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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联系人电子邮箱，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