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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18]29 号 

 

关于邀请参加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特许加盟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相关机构：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新消费论坛——2018 中国特

许加盟大会将于 2018 年 6 月 11-12 日在上海举办。  

本届大会主题为“数字特许 赋能门店”。大会将聚焦特许行业新技

术应用，跨行业生态圈的打造等热点话题，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解读

特许经营相关政策、诠释特许发展政策环境，多位行业大咖和相关领域

专家还将分享对新消费的理解以及特许企业目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同

时还有大批优秀特许品牌最佳实践案例与参会者分享。 

本届大会同期将举办 2018 年度中国优秀特许经营奖项颁奖、“商业

特许经营体系评定（5A 级）”启动以及现场测评、专家解答等系列活动。 

诚挚邀请您出席本届大会！请详细阅读附件说明。  

附件： 

1.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大会日程安排  

2.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大会报名须知  

3. 会场位置及推荐酒店 

4. 酒店住宿预订表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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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大会日程安排 

会议安排：6 月 11 日上午特许分会，下午专题论坛，6 月 12 日全体会议 

6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2018 CCFA 特许分会年会（限分会成员参加） 

1.第五届特许分会委员换届及增补 

2.特许数字化发展讨论 

● 下午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 

主  题：消费者行为分析及趋势 

演讲人：袁 岳 零点有数科技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发起人 

越来越多变的消费者让服务客户变得困难，消费升级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
称之为“上帝”的消费者需求有怎样的变化趋势，袁岳董事长透析如何通过今天的消
费者行为，洞察未来。 

专题论坛二 

主  题：中国汽车后市场连锁门店赋能 

演讲人来自：米其林、车享家、华胜、博世、小拇指、中策、精典等 

面对时常下降的消费者满意度，连锁门店要如何应对？CCFA 联手腾讯汽车金融、
中国平安保险，并邀请多位汽车后市场领先企业共同为你解惑。 

专题论坛三 

主  题：如何让加盟体系突破从 1-100 的飞跃 

演讲人来自：翰皇、英睿健身、正尚律所、永辉金融、票易通、广度咨询等 

如何构建完善的加盟体系，听听特许领域资深专家怎么说；特许企业品牌侵权真
的无解？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专家以经验和案例帮你解惑。科技金融通过一部手机解决
投资人资金难题。税务政策改变到底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专题论坛四 

主  题：特许品牌的国际化探索 

演讲人来自：名创优品、音乐厨房、东来顺等 

如何让中国品牌快速走向世界？如果让国外品牌在中国落地开花，特许经营如何

突破政策与消费环境水土不服的困局？ 

专题论坛五 

主  题：他山之石-突破美容、化妆品专业店的升级迭代 

演讲人来自：青岛利群集团、唯美度、智美科技、植物医生、植秀堂、上海亦墨等 

专业店可否复制快速消费品品类管理经验，专业店特许连锁体系建设、门店标准
化运营，高效供应链管理如何落地，新技术运用怎样改变专业店行业现状？ 

6 月 12 日（星期二）  

特许经营法律政策解读 商务部 

中国特许经营数字化发展报告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第五届特许分会圆桌讨论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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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数字化在特许品牌与体系中的运用 

技术带来的客户数字化、产品服务数字化、

营运数字化、销售数字化的应用已经渗透全行

业，特许经营模式、内容及商业逻辑也已经因

此发生深刻变化，未来存在无限可能。 

孙  坚  如家酒店集团 CEO  

朱丽筠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  航  21 世纪不动产中国总部 总裁 CEO 

杨  明  北京能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  航  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数据可以让门店运转更高效 杨  军 腾讯微众银行智慧零售发展业务总负责人 

数字化会员管理帮助企业成长 
邵信谋 天津顶巧餐饮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德克士）

副执行长 

午  餐 

罗森的数字化管理之道 三宅示修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地区总裁 

京东如何运用数据赋能加盟小店 刘光月 京东万家智能零售平台产品总监 

企业公关如何应对新媒体 沈  建 迪思传媒集团副总裁  

品牌玩转创新力 张国强 良品铺子执行董事 集团副总裁 

论  坛：跨界融合，打造消费生态圈 

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者需求变化，技术落

地提供的更多可能，消费场景和社交模式的改

变，跨界融合带来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是未来

竞争的核心。 

西贝、如家小镇、华胜等跨界融合代表企业 

特许品牌最佳实践案例分享  

2018 年优秀特许品牌申报主题是数字化实践，包括产品（服务）数字化、核心流程数字化、人力

资源管理数字化、客户服务数字化等方面的创新举措，绝味、美克家居 A.R.T、百果园、嘉和一品、

来伊份、北大青鸟等业内优秀企业案例分享。 

特许新势力-新项目路演 

特许领域从来不缺少新品牌，但有趣、有料、有内涵的新势力是否与众不同，呼吸下新鲜空气，

也许可以窥视到一点未来。 

会议同期活动： 

《商业特许经营体系评定》（5A 级）启动 

2018 中国优秀特许品牌颁奖 

现场测评 专家解答 

“新消费 特许家”技术、创新展示区 

为了让大家对特许行业最新的技术和创新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在大会期间将专门设计搭建“特

许家”展示区，集中将行业内好玩、新鲜的产品、服务提供给所有参会人员现场体验，特许企业如果

有适合的产品可以参与展览，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参与。“特许家”有你参与更精彩！  
联系人：吕菲  10-68784938  邮箱：4938@ccf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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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特许加盟大会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6 月 11-12 日 

二、会议地点：上海虹桥锦江大酒店  

三、报名方式 

请于 5 月 30 日前扫描右侧二维码在线报名 

四、会议信息咨询 

 参会报名：叶月嫦 

电话：010-68394236/18610847431（同微信，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称）） 

邮箱：yyc@ccfa.org.cn 

 特许评定：吕菲 010-68784938（4937@ccfa.org.cn） 

五、 参会费用 

1. 会员企业 2000 元/人；非会员 5000 元/人；5 月 21 日前报名缴费可享八折优惠。 

2. 特定免费优惠：已通过商业特许体系评定的企业、2016 中国特许百强企业、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特许分会成员单位均可享受 2 个免费参会名额。 

★ 费用含会议资料及 6 月 12 日午餐，其他费用需自理 

六、付款方式 

请将参会费提前汇款至协会指定账户，并注明“特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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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 14:30-19:30； 

报到地点：上海虹桥锦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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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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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场位置及推荐酒店 
 

 

 

 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距会场距离 酒店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上海虹桥锦江酒店 

（长宁区遵义南路 5 号，近兴义路） 
0 五星 豪华大床/双床房 1100 元 

锦江都城经典(上海达华店) 

(长宁区延安西路 918 号， 

中运量 71 路江苏路站边) 

3 公里 准四 高级大床/双床房 700 元 

上海延安西路和颐酒店 

（长宁区延安西路1119号1号楼A） 
2.7 公里 三星 

和颐大床 500 元； 

双床房 550 元 

★标价均为会议协议价格 

 

 

 

锦江都城经典

会议地点 

延安西路和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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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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晓磊先生  

联系电话：18518088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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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前将预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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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