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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
中 国 电 商 物 流 产 业 联 盟

中电商物流联盟函[ 2017 ] 13 号

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家年会

暨新零售产业生态联谊会”的通知

各会员、相关单位：

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入世后的 11 年间增加

了 4 倍，2016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 66%，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零售总额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16 年我国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达到 26.1 万亿，同比增长超过 20%，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

达到 5.16 万亿，同比增长 26.2%，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2.6%。

传统零售与电商企业逐步融合共赢，新零售成为现代零售的主旋律。作

为新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零售”不仅改造着传统流通业，让

传统制造业找到了一块转型升级的“敲门砖”，同时也赋能互联网物流，

为物流快递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

商务部《全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专项规划(2016-2020 年)， 经中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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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研究决定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20 日在中国北京举办“第七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家年会

暨新零售产业生态联谊会”。

年会迄今为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历届都以超高的嘉宾规格、

会议规模以及广泛的媒体传播获得了良好的行业口碑与社会反响，是推

进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的重要思想盛宴。本次年会以“链接实业、服

务生态，开启新零售智慧物流服务新时代”为主题，将围绕实体经济、

新零售、供应链、智慧物流、互联网生活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讨论。

同期，我们还将开展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电子商务绿

色包装材料技术和管理规范行业标准座谈会；第四批全国电子商务物流

服务企业等级评定工作；电子商务物流技术与装备适用性鉴定工作以及

2017 年度电子商务与物流行业评选活动，全面推进新零售物流的发展，

联接高效协同的新零售产业生态圈。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拨冗出席，共襄盛举!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

2017 年 8月 5日 2017 年 8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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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管单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

媒体支持：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网、国家信息中心、国家邮政局新闻宣传中心、凤

凰网、央视物流网、经济观察报、搜狐（焦点）、中国网、中新社经济、经济日报、经济

参考报、每日经济新闻、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中国贸易报、中国经营报、中国邮政快递

报、北京日报、中国储运杂志社、亿邦动力网、京华时报、中国科技网、21 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市大兴区电视台、中国商报、千龙网、物流时代周刊、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产业

在线、亿欧、中金在线

二、官方微信：

三、会议时间：2017 年 12 月 19-20 日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

四、参会对象：

政府机关领导、行业协会、电商与物流产业链相关企业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副总

经理、总监、主管、经理、学术派专家。

五、会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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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规模： 800 人

2、会议报到： 2017 年 12 月 18-19 日 09:30-22:00

3、会议布展： 2017 年 12 月 19 日 09:30-22:00

4、会议时间： 2017 年 12 月 20 日 09:30-22:00

5、大会安排：

会员代表大会：2017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09:00-11:30

标准座谈会： 2017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4:00-17:00

全体大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08:30-12:00

分 论 坛：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3:30-18:00

颁奖联谊晚宴: 2017 年 12 月 20 日晚 18:30-22:00

6、拟设分论坛：

(一)高效运输与便捷配送服务分论坛

(二)智能仓储服务分论坛

(三)互联网+社区生活服务分论坛

(四)电子商务绿色物流服务分论坛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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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凝心聚力·再创辉煌”颁奖典礼：

（一）“全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企业等级评定”授牌仪式

（二）“电子商务物流技术与装备适用性鉴定”授牌仪式

（三）电子商务物流标准创新贡献奖

（四）年度大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黑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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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具成长性企业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客户满意度金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十强（运输 仓储 快递 城市配送）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创新服务年度大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佳园区运营商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佳技术装备（行业）大奖

2017 年度中国智慧物流服务示范单位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平台创新服务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园区、仓储、配送示范企业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佳研究机构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佳媒体口碑奖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新锐人物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风云人物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突出贡献人物

六、拟邀嘉宾：

国家邮政局局长 马军胜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 徐亚华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 王选庆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巡视员 辛仁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 宋 玲

中国快递协会会长 高宏峰

原中国口岸协会会长 叶 剑

全国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达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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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方 健

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会长、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 陈 震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干 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魏际刚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耕中

汉森供应链总裁 黄 刚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万 霖

顺丰集团总裁 王 卫

京东物流 CEO 王振辉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 薛小林

当当网运作副总裁 李武昌

聚美优品物流总经理 罗耀辉

苏宁云商集团 COO、苏宁物流集团总裁 侯恩龙

美丽联合集团副总裁 陈丹丹

网易考拉海购 CEO 张 蕾

国美安讯物流总裁 张 昀

小米网副总裁 杨京津

斑马物联网执行副总裁 宋 冬

百度外卖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 戴洲洋

中粮我买网副总裁 白光利

美团点评副总裁 王莆中

圆通速递副总裁 相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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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德军

中通快递副总裁 金任群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周龙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韶宁

远成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黄远成

上海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拥军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维星

普洛斯投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徐佳梅

中铁物流集团总裁 陆国荣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石琦

七、日程安排（拟）

12 月 19 日 主持人：

12 月 19 日上午

会员代表大会

09:00-11:30

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会员代表大会

1、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致辞

2、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会长致辞

3、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秘书长工作报告

4、新增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入选名单

5、2018 年中国电商物流产业联盟工作规划

12 月 19 日下午

标准研讨会

14:00-17:30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国家标准

电子商务绿色包装材料技术和管理规范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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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上午 主持人：

12 月 20 日上午

领导致辞

08:30-09:00

领导致辞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领导

12 月 20 日上午

主论坛内容

09:00-12:00

主论坛研讨方向

1、新零售产业发展报告

2、新零售给电商物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3、智慧物流技术在电商物流领域的应用

4、颁奖典礼

12 月 20 日

下午

分论坛一

13:30-18:00

分论坛一：高效运输与便捷配送服务分论坛研讨方向

1、无线射频识别、可视化、移动信息服务、导航集成系统等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

2、电子商务物流高效运输与配送管理发展经典案例分享

3、最后一公里共同配送、集中配送、智能配送、即时配送中存在的

问题与发展趋势

4、共享经济模式在末端配送领域的推广与应用

5、对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模式的思考

12 月 20 日

下午

分论坛二

分论坛二：智能仓储服务分论坛研讨方向

1、智能仓储：“新零售+”时代背景下产业蓝海

2、智能仓储系统的应用：智能仓库 货到人拣选系统、物品自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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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8:00 拆入库，自动取物的系统、AR智慧物流系统

3、RFID 分拣系统打造智能化仓库管理系统

4、传统仓储的转型升级

5、电子商务高端智能仓储服务案例分享

12 月 20 日

下午

分论坛三

13:30-18:00

分论坛三：互联网+社区生活服务分论坛研讨方向

1、新零售时代下互联网+社区经济

2、大数据经济，如何建立体验良好的本地生活服务

3、新零售时代，社区 O2O 本地生活服务如何创新发展

4、互联网+便民服务

5、外卖物流配送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

12 月 20 日

下午

分论坛四

13:30-18:00

分论坛四：电子商务绿色物流服务分论坛研讨方向

1、共享物流，绿色物流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2、电子商务与物流绿色包装探索

3、新能源车辆在运输、仓储与配送中的应用

4、如何建设绿色环保的仓储物流服务中心

5、绿色物流供应链标准化体系建设

12 月 20 日晚

18:30-22:00
颁奖晚宴&联谊会

八、会议参与方式：

1、普通参会：收费 2980 元/人（包括资料费、餐饮费、会务费等）

2、嘉 宾：收费 9800 元/人(包括资料费、餐饮费、会务费、会刊嘉宾介绍、会刊彩页

https://www.huodongjia.com/tag/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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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3、赞助支持：联合主办 100 万元；协办单位 40万元；特别支持单位 20 万元；晚宴冠名赞

助 20万元；分论坛冠名 20 万元；支持单位 10 万元；商务赞助 5万元（具体内容请联系大

会组委会商洽）

4、会刊：封面 50000 元；封底 30000 元；封二 20000 元；扉页 10000 元；封三 15000 元；

跨页 8000 元；插页 4000 元

5、会议展位：标准展 2mX2m，8800 元/家，赠送二个免费参会名额

6、其他宣传：

A、会场座椅靠背广告，50000 元（独家）；

B、代表手提袋单面全彩宣传：30000 元（独家）；

C、报到台赞助：30000 元（独家）；

D、参会代表证全彩单面宣传：40000 元（独家）；

E、胸牌挂绳广告：10000 元（独家）；

F、会议资料袋内夹放企业宣传资料，6000 元；

G、会议礼品赞助，1000 份左右（具体情况咨询会务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