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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连协秘（2018）第 25 号

关于组织企业参加“2018 中国全零售大会”

暨第二十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2018中国全零售大会、第二十届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SHOP 2018）定于2018年 11月 1-3日在昆明举

办。

2018 年，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零售行业面临全新挑

战。为此，本届全零售大会主题为“焕激情 聚共识 再出发”。会议将对

改革开放40年来连锁零售行业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对目前的行业

外部环境和内部风险进行深度研讨，为行业的未来发展探明路径。

2018年也正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会议期间将颁发改革开放40年

连锁企业长青奖、金牡丹奖、零售创新大奖、员工最喜爱公司、金牌店长

以及行业技能达人秀、零售新星大赛、企业大学奖等多个奖项。与会者还

可免费参观第二十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及展览现场举办的互动交流活动。

由于此次会议较为重要，经研究协会决定组团参会，请会员企业积极

组织参加。我会会员企业又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员企业，参会名单同时

报送我协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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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2018 年 11 月 2—3日，11 月 1日报到云南滇池温泉花

园国际大酒店（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316 号）海埂公园旁边，

0871-64334666）。

二、会议地点：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三、参会费用：非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企业原报名费为 5000 元/人，

协会经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系，我协会会员享受中连协会员优惠，收

费标准：2000 元/人，（10 月 10 日前报名会费 8 折 1600/人）。

以上费用含所有平行论坛参会费及资料费，11 月 2、3 日午餐，并

可免费参观零售业博览会。住宿及其他费用自理，协会可代订酒店。

四、参会对象：

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

协会考虑团组相对集中住宿，现根据大会安排，确定云南滇池温泉

花园国际大酒店为住宿酒店，请参会企业在填报时一并填写住宿预定

表。

云南滇池温泉

花园国际大酒

店

 距会场约10分钟
标准间 RMB490 元/间晚（含早餐）

单人间 RMB520 元/间晚（含早餐）

云南滇池温泉花园国际大酒店（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316 号）

住宿上述酒店的参会企业，展会期间免费乘坐酒店至展会班车。由

于此次会议通知时间紧迫希参会企业大力支持。将参会人员名单于 10月

10 前通过传真或发送至协会邮箱方式报送协会秘书处，并将参会费用打

入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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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付款方式：银行汇款

户 名：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开 户 行：中信银行西湖支行

账 户：7331610182600081975

协会联系人：王健

联系电话：0571-85211055

传 真：0571-85118056

手 机：13516857982

邮 箱：zjslsjyxh@163.com

附件：

1.2018 中国全零售大会全体会议日程安排

2.2018 中国全零售大会平行论坛日程

3.第二十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CHINASHOP2018 同期活动介绍

4.会议报名表

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组织 参加 会议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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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中国全零售大会主会场日程

11 月 2 日（星期五）全体会议

焕激情 聚共识 再出发

● 上午（9:00-12:10）

9:00-9:10 主办方致辞 裴 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9:10-9:40
中国经济及贸易环境展

望
陈文玲，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9:40-10:00 数字智慧驱动零售革新 林璟骅（Davis Lin），腾讯集团副总裁

10:00-10:50
中国商业40年——企业

家精神和传承

主持嘉宾：

朱 舫，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首席顾问

对话嘉宾：

郭戈平，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创会会长

郑万河，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曹和平，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志坚，东莞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培桓，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50-11:40
中国零售中坚力量的深

度思考

主持嘉宾：

陈有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

对话嘉宾：

王 填，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书林，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俊洲，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孙为民，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晓东，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CEO

11:40-11:55
AI 等新技术对零售行业

的影响
微软亚太研究集团

11:55-12:00 理事会主席交接仪式

11:55-13:30 会议午餐

● 下午（13:30-17:30）

13:30-13:50

颁奖仪式：

改革开放 40 年连锁企业长青奖

零售创新大奖、员工最喜爱公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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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40 外资零售企业中国发展展望

主持嘉宾：

彭建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

对话嘉宾：

陈文渊，沃尔玛中国总裁

唐嘉年，家乐福中国总裁

康 德，麦德龙中国总裁

Anna Kuliga，宜家零售中国总裁

朱 菁，永旺中国董事长

张 玥，迪卡侬中国区总裁

14:40-15:30 区域企业生存与经营之道

主持嘉宾：

陈立平，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对话嘉宾：

王 卫，安徽乐城总经理

李燕川，北京超市发董事长

夏志秋，湖南香江百货总经理

张 健，惠友商业董事长

沈世泉，西亚和美总经理

李 磊，山东龙口博商董事长

15:30-16:20 购物中心与生活方式

主持嘉宾：

刘向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话嘉宾：

王志彬，万达商业管理集团常务副总裁

张华容，爱琴海商业集团 CEO 兼总裁

张江平，太平鸟集团董事长

陈 峰，黑蚁集团董事长

16:20-17:10 消费分级：我们的未来

主持嘉宾：

谢 坚，红星美凯龙总裁

对话嘉宾：

潘一清，五星电器董事长

孙 坚，首旅如家集团总经理

张荣明，爱慕集团董事长

白善霖，正大集团卜蜂国际公司（中国区）

CEO

陈 宁，乐凯撒创始人

苏 凯，红杉资本合伙人、原金鹰集团

CEO

17:10-17:20
颁奖仪式：

金牌店长、零售新星大赛、企业大学系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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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全零售大会平行论坛日程
11 月 3 日上午（星期六）平行论坛

● 平行论坛一览表（9:00–12:00）同时进行

平行论坛 1 新的技术 新的增长——创新实践分享会

平行论坛 2 社区小业态 零售大未来

平行论坛 3 建设中央厨房 夯实供应链

平行论坛 4 数字化打造高效供应链

平行论坛 5 最新的风口——自有品牌

平行论坛 6 社区生鲜经营

平行论坛 7 购物中心运营力提升

平行论坛 8 2018 CCFA 金牌店长论坛

平行论坛 9 微信支付专场：微信支付 智慧零售

平行论坛 10 米雅科技专场：触点互联 资源聚合 运营无界

平行论坛 11 票易通专场：全零售业的智慧财税之道

平行论坛 12 海尔空调专场：智慧节能开创绿色生态连锁经营模式

平行论坛 13 零售职通车

注：平行论坛 9 和 11 时间为 9:00-10:30，平行论坛 10 和 12 的时间为 10:30-12:00

● 平行论坛 1：新的技术 新的增长——创新实践分享会

大卖场、社区超市升级之路 陈兵 华润苏果总经理

实体商超如何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渠道业务能力 王永森 闪电购 CEO

AI 助力宝岛眼镜打造新增长曲线 王智民 星创视界董事长

科技解决方案赋能零售创新 迈外迪

场景化陈列撬动零售新体验 张俊 中百仓储超市总经理

开放平台为零售企业信息化加速 王新 海鼎 CPO

合肥百大的数字化升级实践 张同祥 合肥百大副总经理

人工智能赋能线下零售的数字化升级 谢忆楠 旷视科技副总裁

● 平行论坛 2：社区小业态 零售大未来

吃的大文章：便利店与生鲜店的融合 陶冶 好邻居便利店董事、总经理

小业务 大变革 刘志华 中石化易捷总经理

万店背后的供应链打造 李芳 美宜佳便利店华南总部副总经理

三四线城市社区超市的未来 田建中 濮阳绿城商贸董事长

零售物联时代 白峰 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

全家尊享会员体系介绍 中国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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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论坛 3：建设中央厨房 夯实供应链

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建设 唐勇 嘉和一品总经理

走近中百大厨房 中百集团

协同资源 创新央厨 服务新零售 程辉 佳选好食材大会发起人、亚惠美食创始人

餐饮+零售 中央厨房供应链协同 赵京晶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Today 三明治——解密便利店鲜食工厂 李欣 Today 便利商品总监

● 平行论坛 4：数字化打造高效供应链

数字化供应链助力企业增效减耗 唐海滨 SPAR 中国运营总监

标准化物流载具循环共用 打造高效零售供应

链
池洁 路凯包装设备高级业务发展总监

智慧门店下高迭代供应链 杨帆 宏图高科总裁 宏图 Brookstone CEO

技术无界 零售创新 云技术赋能供应链 实现

降本增效

孙学斌 京东集团京东云企业云业务部规划合作总

监

连锁零售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之路 钟道锋 山西美特好副总裁兼 CTO

如何解决供应链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京东到家/新达达

打造超级生态供应链体系 王广永 名创优品品牌总监

● 平行论坛 5：最新的风口——自有品牌

自有品牌现阶段状况及方向指引 顾昊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自有品牌委员会顾问

自有品牌 赢在未来
余是俊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润发）督

导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步步高自有品牌战略 谭芬 步步高超市事业部自有品牌部高级部长

给一线品牌代工不是轻松的事 斯铭飞 上海麦宝食品总监

消费者调研和验厂流程剖析 黄炜 SGS 中国区集团客户经理

自有品牌委员会分组讨论成果汇报 自有品牌委员会部分委员

天虹坚守十五年的自有品牌发展成果分享 王涛 天虹股份超市副总经理

个人护理自有品牌的成功案例分享 邓颖燕 新锐盟创始人兼 CEO

生鲜自由品牌开发与运营 王洪大 中鲜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裁

自有品牌供应链金融探索 杨军 微众银行智慧零售业务负责人

答疑互动 部分演讲嘉宾

● 平行论坛 6：社区生鲜经营

社区生鲜调研报告解读 第三只眼看零售

社区生鲜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 永辉生活

前置仓模式打通生鲜闭环 徐正 每日优鲜创始人

全品类生鲜社区店经营 赵新辉 地利生鲜副总裁

生鲜传奇如何进行跨区域发展 沈华烽 生鲜传奇总经理

从大店到小店，果多美的升级之路 张云根 果多美总经理

生鲜合伙人模式探讨 江建飞 谊品生鲜创始人

生鲜餐饮化与熟食加工 龚力 蜀海供应链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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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论坛 6：社区生鲜经营

社区生鲜供应链全景分析 许荣聪 招商证券首席分析师

深耕细分市场，拥抱生鲜消费升级 严志鸿 顺丰商业商品部生鲜负责人

生鲜电商化进入线上线下融合新阶段 夏荷 三蛋生鲜创始人&CEO

● 平行论坛 7：购物中心运营力提升

大悦城服务与管理的精耕细作 田维龙 中粮置地西南区总经理

印力商业运营商和服务商的打造 盛宇飞 印力集团合伙人，印力西区总经理

创新技术服务商业运营 鲍硕 爱琴海商业集团助理总裁、云贵区总经理

购物中心的顾客运营 栾顺 步步高集团副总裁兼商业管理公司总经理

新场景 新消费 心体验 武斌 合生商业总裁助理兼新零售事业部总经理

聚由“心”生——荟聚的经营之道 萧景清 宜家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租赁总监

outlets 的模式与运营 梁威耀 佛罗伦萨小镇中心总监

● 平行论坛 8：金牌店长论坛

门店在顾客体验方面的提升分享 吴静 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石景山店店长

消费升级时代——大品牌 小价格 唐文英 北京赛特奥莱店长

打造让年轻家庭客愉悦、喜爱的店铺 钟寒松 成都伊藤洋华堂锦华店店长

● 平行论坛 9：微信支付专场：微信支付 智慧零售

智慧零售解决方案 白振杰 微信支付行业总监

智慧商圈百货解决方案 刘英超 微信支付百货行业负责人

智慧无人零售解决方案 文芳元 微信支付无人零售负责人

家乐福案例分享 相关业务负责人

多点案例分享 相关业务负责人

● 平行论坛 10：米雅科技专场：触点互联 资源聚合 运营无界

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胡鲁辉 永辉云计算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数字化营销在乐友的实践 龚定宇 乐友创始人

小程序 大营销 陈娜 米雅科技 CEO

● 平行论坛 11：票易通专场：全零售业的智慧财税之道

构造“下一个十年”的全零售智慧财税整体解决

方案 辛光悦 票易通副总裁

零售行业复杂业务场景下信息的实时管控 沃尔玛/屈臣氏相关负责人

连锁餐饮行业进项抵扣的靶向解决 汉堡王/麦当劳相关负责人

共享中心加速零售行业财税融合 IBM 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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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论坛 12：海尔空调专场：智慧节能开创绿色生态连锁经营模式

智慧节能 海尔中央空调开创绿色生态连锁经营

模式

王波 商用空调用户总经理

屈臣氏实践案例分享 陈明 屈臣氏负责人

武汉 today 实践案例分享 武汉 today 相关负责人

● 平行论坛 13：零售职通车

零售职通车

优秀学子与零售高管面对面 现场竞赛招聘活动

杨李 永辉超市核心合伙人

徐楠 天虹助理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

张翊 红星美凯龙招聘中心总经理

温凤兰 如家资深副总裁

……

注：会议内容以现场公布为准，

登录 www.ccfa.org.cn 或扫描

关注协会直达号，了解会议动

态和最新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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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二十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CHINASHOP2018 同期活动介绍

——这里的一切都关于零售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简介：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SHOP）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是与全零售大会并重的协

会年度重要活动。自 1999 年创办以来，CHINASHOP 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郑

州、南京、长沙、天津、成都、福州、苏州、重庆等城市，影响和带动了当地零售业的发展，

向行业传达着最新的发展理念，预示着行业的发展走势。

第二十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SHOP 2018）将于 11月 1-3 日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

中心与全零售大会同期、同地举办，展会面向超市、便利店、购物中心、连锁餐饮、专业专

卖店、连锁药店、社区店等一切连锁业态专业人士，满足您一站式采购对接需求。

历经二十年的发展成长，CHINASHOP 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零售类专业展会。本届展会将

以“聚力前行”为主题，特别设立 20 年主题展区，同时举行庆典及晚宴。现场将展出 20年

来 CHINASHOP 与零售行业并肩发展的历史瞬间，并在 CHINASHOP 20 年庆典典礼现场，集中

展示助力零售前行的创新力量、汇聚力量及未来力量，共绘零售行业的美好明天。

Hi-shop 未来体验区将继续亮相 CHINASHOP 现场，融合最新设备、技术，展示社区生鲜

超市的前沿场景，现场感受零售业未来脉动。此外，现场还设有国际零售环境及广告展示大

赛（SHOP! Awards）颁奖典礼及作品展示等环节，更多的精彩等待您来现场发掘。

CHINASHOP2018 展区介绍：

本届展览面积 10万多平方米，近千家企业现场展示，诸多设备、技术、冷链物流、商

业设计、商品及解决方案，满足连锁企业的一切采购需求。

展区布设：

7号馆序厅： CHINASHOP 20 年主题展区

2号馆： 国际零售名优商品展

3、4、5号馆： 零售视觉营销及陈列道具展

6号馆： 中国高端零售品牌展

7、8号馆： 中国零售冷链物流展

9、10、11 号馆 ： 国际智能信息技术展

来自 40 多个国家（地区）的超过 60000 名专业人士齐聚展场，拓展销路，结识合作伙

伴。期待着您的参与，CHINASHOP2018 邀您共享零售行业年度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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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议报名表

企业名称 所属企业 □连锁企业 □其他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E-mai

l

姓名 职务 手机 E-mail(必填）

酒 店 预 定 表

单 位：

姓 名 性别

云南滇池温泉花园

国际大酒店（单/标

间）

住店日期 离店日期

注：请于 10月 10 前将报名表连同付款凭证底联发至协会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