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商 业联合会商 贸物流分会
中企盟（北京）电商物流技术研究院

中商联商贸物流函[2021] 9 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商贸与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第十届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转换，我国商贸服务

业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管理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其发

展进程已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互联网+”的全面推进，各项新技术、

新模式在商贸领域中不断尝试和应用，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居

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商贸服务业业态不

断出新，在拓宽就业渠道，繁荣城乡市场，活跃区域经济，服务群众需求

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 2021 年 4 月份，作为衡量流通业发展

速度和规模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3153 亿元，同比增长 17.7%；比

2019 年 4 月份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速为 4.3%。商贸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成

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商贸物流作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内需和促进

消费的重要支撑，是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发展商贸物流，是保

障城乡居民就业、经济发展、物价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减降运营成本、促

升流通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发改委《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

商务部《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关于继续推进城乡高效

配送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全面实施，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加快 5G、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智慧物流供应链、绿色

物流等数字技术应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助力全国商贸与物流业高质

量发展，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快速有效衔接，提高国民

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经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中企盟（北京）电

商物流技术研究院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8月 4日-5 日在中国北京举办“第二

届全国商贸与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十届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协同发

展大会”。

第十届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大会原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协

同发展大会，迄今为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九届。历届大会都以超高的嘉宾

规格与会议规模、广泛的媒体传播获得了良好的行业口碑与社会反响，是

电子商务与物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大会，也是落实商贸与物流高质量

发展、推进我国互联网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发展的一次重要的思想盛宴。

本次大会以“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为主题，聚焦数字商贸与物

流、互联网电子商务物流、智慧物流、绿色物流、智能园区仓储 、城乡高



效配送、商贸供应链创新等重点领域。全面剖析商贸与物流高质量运行机

遇与挑战、探讨商贸与物流、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全面提升商贸与物流网络化、协同化、

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球水平，建设高效畅通、协同共享、

融合开放、绿色环保的现代商贸与物流体系。实现商贸企业和物流企业在

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下的共同繁荣。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拨冗出席，共襄盛举!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 中企盟（北京）电商物流技术研究院

2021 年 5 月 20 日 2021 年 5月 20 日

一、会议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

中企盟（北京）电商物流技术研究院

承办单位：中企盟（北京）电商物流技术研究院

二、时间地点：2021 年 8 月 4 日-5 日 中国·北京

三、会议规模：500 人

四、参会对象



政府相关领导、商超、批发、零售、外卖、电商平台、进出口、物流、

城市配送、仓储、园区、绿色包装、供应链、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

新能源配送车辆、技术装备等相关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副总经

理、等国内知名企业家。

五、会议安排

2021 年 8 月 4 日 09:30-22:00 会议报到、布展

2021 年 8 月 5 日 08:30-18:00 全体大会

专题一：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协同专题

专题二：城乡高效配送专题

专题三：园区智能仓储专题

专题四：绿色物流发展专题（绿色仓储、绿色配送、绿色车辆、绿色

包装）

欢迎广大企业向组委会申请举办企业产品、服务、战略发布会，会议

秘书处将根据会议情况做出安排。

会议同期开展全国商贸物流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申报。有意向的企业

可以与组委会联系。

六、研讨内容：

(一)权威解读商贸与物流高质量发展情况

1、商贸与物流高质量发展政策解读



2、全国标准托盘、周转箱运营情况介绍

(二)电子商务与物流供应链协同专题

传统电商、生鲜电商、社区团购、视频直播、外卖等新型电商与物流

供应链协同发展

(三)智慧物流服务专题

1、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机器人、运筹学、无人

驾驶、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装备在商贸物流领域的实践应用

2、传统商贸物流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3、AVG（自动搬运）机器人、自动码垛机、智能分拣、感应货架、智

能立体仓库创新与应用

(四)城乡高效配送专题

1、如何打造高效集约、协同共享、融合开放、绿色低碳的城乡高效配

送体系

2、共同配送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

3、平台物流、即时物流的创新与发展

4、城市智能共同配送、集中配送体系构建

(五) 园区智能仓储专题

1、数字化智慧化仓储系统解决方案

2、智能技术装备在仓储领域的应用（自动化分拣系统、输送系统、立



体仓库、AGV 分拣机器人)

3、关键仓库功能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4、智能物流装备追溯、仓内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在仓储领域的应用

(六)绿色物流发展专题（绿色包装、绿色运输、绿色配送、绿色仓储、

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

(七)商贸企业、物流企业供应链转型经典案例

七、拟邀参会企业名单：

全国商贸企业、物流企业、供应链企业排名前 200 强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苏宁易购、京东集团、拼多多、美团、小米、抖音、

今日头条电商、快手、国美、永辉、沃尔玛、e 万家、i百联、海尔电器、

百联集团、华润万家、大商集团、华联集团控股、物美控股、农工商超市

集团、家乐福中国、安徽徽商集团、大润发、重庆商社、好又多商业、天

猫、高鑫零售、唯品会、居然之家、王府井集团、云集、银泰商业、中百

控股、利群集团、家家悦控股、永旺中国投资、武汉中商、百盛商业、全

家、新世界百货、超市发、国美、立白、小米、联想、宝洁、强生、有货、

劲霸男装、伊利股份、新希望、蒙牛乳业、菜鸟、顺丰、京东、美团、圆

通、申通、韵达、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德邦物流股份、中通快递股份、青

岛日日顺、百世快递、安能物流、前海转运四方现代物流、天天快递、荷

皇天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宅急送、闪送、速尔快递、佳吉快运、倍海

供应链、跨越速运、货拉拉、邦储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贵州

满帮科技、远成物流、华振物流、广东信丰物流、百运科技、中铁快运股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8B%8F%E5%AE%81


份、点我达、嘉里大通、厦门象屿股份、盛辉物流集团、发网供应链管理、

达方物流、优速物流、佳怡物流、盛丰物流、长通运输等相关企业

八、参与形式：

1、普通参会：2980 元/人,会员参会：2200/人（含餐饮费、资料费、

场 租）

2、嘉 宾：9800 元/人（嘉宾席坐席、会刊嘉宾简介及照片刊登、

会刊企业宣传介绍）

3、赞助支持：联合主办 50 万、特别支持单位 30 万、协办单位 20 万、

晚宴冠名 20 万、分论坛冠名 15 万、商务赞助 10 万（详情请系组委会商洽）

4、会 刊：封面 30000 元 封底 20000 元 会刊封面拉页 10000 元

首扉 10000 元 封二 10000 元 封三 8000 元 单彩 3000 元

5、其他参与形式：

A、代表手提袋单面全彩宣传，30000 元[独家]；

B、参会代表证、代表绳全套宣传，30000 元[独家]；

C、签到板独家冠名，20000 元；

D、椅背套宣传，30000 元[独家] ；

E、会议资料袋内夹放企业宣传资料，5000 元/份；

F、标准展位 2m*2m，8800 元/家，含两个免费参会名额；

其它双方认可的合作形式。

附件一：



供需调查表

首先,感谢您对本届大会的关注与支持，组委会为了全面、准确了解企业参

会需求，更好提升整体会议质量及后续服务，烦请您抽出宝贵时间填写以下信息。

1、贵司的性质：□国有或控股 □外资或合资 □民营 □其他__________

2、贵司所属行业类型：

□商贸企业 □电商平台企业 □物流企业 □园区仓储企业 □物流技术

与装备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贵司参加本届大会的主要目的、需求及建议描述：

□ 了解最新的行业信息及政策 □学习与建立人脉 □品牌宣传推广 □ 寻找

优秀供应商合作 □了解最新的行业技术及产品

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贵司的合作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贵司的采购计划：□仓储建设 □叉车、搬运设备 □货架 □包装 □托盘、

周转箱 □自动识别 □手持终端 □冷链运输、配送车辆 □新能源车及租赁

□自动化输送、分拣设备 □规划咨询、系统集成

□信息化系统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 □是 □否

单位名称： 姓名职务：

手 机： 邮 箱：

附件二：

参会确认回执表



备注：1、请您认真填写表格，盖章后回传至组委会联系人；
2、请在确认参会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汇款手续，将银行汇款凭证及开具发票信息发至组委会。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职 务 微信号 邮 箱

参会人姓名 职 务 移动电话 微信号 E-mail

参会方式：(请√选)

□普通参会 □嘉宾参会

合作方式：(请√选)

□联合主办 □特别支持单位 □协办单位 □晚宴赞助 □商务赞助

□会刊宣传 □其他宣传方式：

金额总计（小写） 元整 费用于 年 月 日从银行汇出

酒店住宿需求（组委会统一预订，费用自理）

标间（双床）： 天 间 单间（大床） 天 间 入住日期： 月 日

大会指定账户：开户名：中企盟（北京）电商物流技术研究院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玉东支行

账 号：0200 2078 0920 0214 261

组委会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参会企业

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