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八届中国鞋服行业供应链与
物流技术研讨会暨2016首届全国鞋

服物流经理人互动场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八届中国鞋服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暨2016首届全国鞋服物流经理人互动场将于2016年07月在上海
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年7月底，由亚太物流名刊《物流技术与应用》杂志、中国物流产品网主办的服装供应链物流行业盛会——

2016第八届中国鞋服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2016第八届中国鞋服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

暨暨暨2016首届全国鞋服物流经理人互动场暨2016首届全国鞋服物流经理人互动场

主题：生态 物流 科技 主题：生态 物流 科技 2016年年7月月28-29日日

即将在上海隆重召开。由于本会议行业影响力大，规模大，汇集国内各大鞋服供应链，电商，以及物流，采购等高
管参会学习交流，如有相关参会事宜请提前沟通。

中国鞋服供应链物流研讨会简介：随着服装电子商务的兴起，大数据时代的来临，O2O模式、服装大数据、跨境电
商等多方面成为服装企业新的关注点，CALTS(中国鞋服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在成功举办七届的基础上，将
在2016年7月底在上海召开第八届会议，会议聚焦“时尚转型与物流供应链重塑;“互联网+”服装物流与供应链;小
微供应链、C2B大规模定制;电商供应链模式探析;O2O商业下的物流配送系统;跨境电商物流模式探析;互联网等新兴
技术应用探析;高效柔性快反物流配送中心;移动互联下的服装物流供应链;”等多方面热点话题。

 

以下为往届会议通知，仅供参考！以下为往届会议通知，仅供参考！

 

2015第七届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2015第七届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

暨2015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暨2015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

主题：新商业环境下供应链与物流重塑主题：新商业环境下供应链与物流重塑

2015年7月23-24日 中国宁波 会议规模：500-600人2015年7月23-24日 中国宁波 会议规模：500-600人

（参观太平鸟物流中心等名额申报中，参观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参观太平鸟物流中心等名额申报中，参观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产品网 《物流技术与应用》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中国服装物流精英联盟 慈溪太平鸟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品牌服装网

会议焦点:会议焦点:

时尚转型与物流供应链重塑 “互联网+”服装物流与供应链 小微供应链、C2B大规模定制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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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供应链模式探析 O2O商业下的物流配送系统 跨境电商物流模式探析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应用探析 高效柔性快反物流配送中心 移动互联下的服装物流供应链

会议形式:会议形式:

时间 会议 主题 形式

23日上午

全体大会

趋势与战略 主旨演讲＋开放式百家讲坛 + 高端互动

23日下午 策略与技术 主旨演讲＋开放式百家讲坛 + 高端互动

24日上午

专场论坛1 跨境电商物流 主旨演讲＋开放式百家讲坛 + 高端互动

专场论坛2 新商业环境下的物流配送中心 主旨演讲＋开放式百家讲坛 + 高端互动

专场论坛3 “互联网+”服装物流 主旨演讲＋开放式百家讲坛 + 高端互动

 

会议拟邀嘉宾：会议拟邀嘉宾：

吴清一 中国著名物流专家 刘尚彦 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张振林 森马集团物流技术总监 CLAUS 绫致时装集团（ Bestseller）物流总监

殷 浩 太平鸟时尚服饰物流总监 周宏钧 报喜鸟服饰股份物流总监

戴建国 波司登物流管理中心总监 张菊娣 海澜集团仓储物流协会会长

赵宏巍 七匹狼物流总监 朱洪涛 卓尚服饰首席运营官（CEO)

李衍升 阿里巴巴菜鸟国际物流总监 徐晓峰 韩都衣舍运营总监

张持胜 劲霸男装物流总监 程岳明 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Kevin Chen 欧时力物流总监 应俊 ZARA物流总监

杨晓光 美特斯邦威物流总监 姚跃朋 红蜻蜓鞋业IT总监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77月23日月23日上午 趋势与战略 　　上午 趋势与战略 　　

主主
旨旨
演演
讲讲

① 产业时尚化、营销O2O化、需求个性化带给服装企业供应链与物流的挑战；

② 服装企业如何构建适合自己业务模式的柔性且快反的供应链与物流系统；

③ 服装企业如何进行供应链可视化建设，提升供应链效率，实现高效协同；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④ 服装电商企业供应链模式发展趋势探讨与分析；

⑤ 服装企业如何建立并管理上下游均衡对等、合作共赢有竞争力的供应链系统

⑥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互联网思维等新兴技术在服装供应链中的应用

高高
端端
互互
动动

① 服装企业如何构建适合自己业务模式的有竞争力的供应链与物流系统；

② 如何解读C2B模式的大规模定制供应链模式与发展趋势；

③ 电商供应链模式发展探讨,纯电商服装企业倡导的小微供应链探讨。

77月23日月23日下午 策略与技术 　　　　　　 　　　　　　下午 策略与技术 　　　　　　 　　　　　　

主主
旨旨
演演
讲讲

++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①新商业环境下，服装企业如何打造强大的、具备良好客户体验的物流配送能力②服装企业如何规划建设并科
学运营高效率、高柔性的快速反应物流配送中心；③服装企业如何优化物流配送网络，如何平衡仓储成本、运
输成本以及客户体验④移动电商以及O2O的蓬勃发展,给服装物流与供应链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⑤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互联网思维等新技术在服装物流供应链中的应用

高高
端端
互互
动动

①新商业环境下，服装企业的物流与供应链系统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②新商业环境下, 服装企业的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将引进使用哪些物流技术。

77月24日月24日上午 专场论坛一: 跨境电商物流上午 专场论坛一: 跨境电商物流

主主
旨旨
演演
讲讲

++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①跨境电商物流的不同模式及其优缺点以及配套的清关和商检政策；

②服装跨境电商企业应采取何种物流模式及其核心关注点又是什么；

③服装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对物流技术与装备的需求促进；

④基于保税仓储的保税网购全新进口模式及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解析；

⑤服装跨境电商企业应该如何建立退换货制度与及其逆向物流系统。

高高
端端
互互
动动

①服装跨境电商企业如何建立快速响应并具备良好客户体验的物流与供应链系统②如同境内电子商务一样,有自
主建仓模式,也有外包模式,那么您如何看待跨境电商海外自主建仓模式?

77月24日月24日上午 专场论坛二: 新商业环境下的物流配送中心上午 专场论坛二: 新商业环境下的物流配送中心

主主
旨旨
演演

①新商业环境下,如何规划建设适合业务模式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物流配送中心；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64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959/


讲讲

++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②新商业环境下,服装配送中心如何打造高效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订单执行能力；

③新商业环境下,配送中心如何控制库存，平衡成本与快反速度以及客户体验；

④新商业环境下,服装物流配送中心如何快速高效的解决逆向物流问题；

⑤新商业环境下，如何高效运营、管理大型服装物流配送中心。

高高
端端
互互
动动

①新商业环境下,如何规划建设适合业务模式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物流配送中心；

②新新商业环境下，如何高效运营、管理大型服装物流配送中心。

77月24日月24日上午 专场论坛三:“互联网+”服装物流上午 专场论坛三:“互联网+”服装物流

主主
旨旨
演演
讲讲

++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① “互联网+”正在改变服装商业模式,将给服装物流与供应链带来哪些挑战；

② 如何推进“互联网+”服装物流，利用互联网提升服装物流与供应链效率；

③ O2O环境下,服装企业如何重构全企业ERP系统,完全打通线上线下信息流；

④ 服装企业O2O物流系统工程如何落地,线上线下订单执行如何高效协同；

⑤ 移动互联启动了广大农村网购市场,给服装业带来新商机,物流如何应对布局

高高
端端
互互
动动

①如何推进“互联网+”服装物流，利用互联网提升服装物流与供应链效率；

②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在服装物流与供应链中的应用。

77月24日月24日下午 快乐化、智能化、可视化快时尚服装物流配送中心参观体验：下午 快乐化、智能化、可视化快时尚服装物流配送中心参观体验：

太平鸟时尚服饰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慈溪太平鸟物流有限公司）太平鸟时尚服饰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慈溪太平鸟物流有限公司）

开放式百家讲坛介绍：开放式百家讲坛介绍：

此讲坛为“百家思想”式的服装供应链与物流领域更加开放的智慧分享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让业界更多的服装企业
供应链总监、物流总监以及高级物流经理人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服装供应链与物流新模式、新思维、新观点等创新
智慧能够与大家分享，推动服装供应链与物流在这个新商业环境下快速地提升与转型。

开放式百家讲坛参与条件与流程：开放式百家讲坛参与条件与流程：

演讲人需要任职于知名品牌服装企业供应链与物流工作岗位，任职年限5年以上，职位需要是供应链总监、物流总
监、信息总监、高级物流经理等或同等相当职位。演讲人需要将自己的演讲稿以PPT格式或PDF格式以及学历证
明、职业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发给会议组委会进行水平审核，如果通过组委会水平审核，演讲人将获得在此会议上
的演讲时段。将有机会与大家分享其在服装供应链与物流领域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智慧。

部分历届参会重点企业：部分历届参会重点企业：

ADIDAS|I.T CHINA|bestseller绫致服饰|李宁|麦考林|拉夏贝尔|秋水伊人|诺尔物流|三六一度|阳光集团|特步|维格娜丝
时装|边城体育|浙江娅茜|沙驰服饰|添翔服饰|雪莲羊绒|敦奴联合股份|西雅衣家C&A|依思鞋业|奥索卡体育用品|华歌
尔时装|小猪班纳服饰|苏尼时装|AB股份|博洋纺织|新佳娜服饰|顺美|科倍集团|唯品会|欣贺股份|思凡服装服饰|猫人制
衣|雅莹服装|坚持我的服饰|诺奇股份|星期六鞋业股份|百家好时装|衣恋时装|罗莱家纺|森马服饰|爱慕内衣|Kappa|探
路者户外用品|海澜之家|千百惠服饰| 凡客|七匹狼|柒牌集团|哥仑步户外|凡人服饰|波司登羽绒服装|法派集团|九牧王|
康奈集团|珂罗娜时装|安莉芳|巴贝服饰|彪马|才子集团|顶呱呱彩棉服饰|搜于特服装股份|溢达纺织|浩玛服饰|洪业服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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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劲霸|九鹿王|优衣派服饰|邻家女孩|浩缘朋集团|虎都服饰|共青鸭鸭|中兴服饰|诺诗兰户外用品|博洋服饰|镇海乐可
服饰|培罗成集团|舒朗服装|波司登国际服饰|崇丰实业|阿杰邦尼服饰|浙江娜利服饰|步森服饰|诗蕾袜业|新钠迪亚制衣|
卓尚服饰|马天奴服装|玛丝菲尔时装|赢家服饰|汇士服饰|之禾品牌管理|锐力健身装备| 斯波帝卡|嘉晟供应链|富东方软
件|德马泰克|英特诺|霍尼韦尔|瑞仕格|曼哈特|DATALOGIC|万象锦程服饰| motorola |ＴＧＷ物流集团|艾利丹尼森|富
基融通|北起院|新聚思|德国弗劳恩霍夫国家物流研究院|德马集团|东联仓储设备|普天物流技术|锐特信息技术|建发物
流|昆船物流|普洛斯|纺联物流|福兴祥物流| 佳怡物流|FKI Logistex|无锡中鼎|伍强科技|东杰装备|科纳普|Vocollect|绿
波户外|嘉里大通|波司登国际控股|GRI CHINA|顺丰速运||赛尔美|日趋信息技术|卡西欧|腾锦智能科技|海贝服饰|上海
椰城|卓尚服饰|兰剑|以纯集团|嘉民集团|阴爱居兔服装|摩托罗拉系统|德仕安|金利来|唯智信息技术|新大陆|卡宾电商|
中瑞思创|爱鸥自动化|斑马|丰菱物流设备|世安达纤维|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慈溪太平鸟物流|宏运通程物流|天海欧康|
东芝泰格| 马克华菲|依立腾|东华软件|兴记时尚|风笛服饰|金苑服饰|利丰|都市丽人|中哲慕尚|Infor China|昆山同日|
新松机器人|胜斐迩|德马泰克|嘉峥机械|翰珍软件|昂秀服饰|丹麦Caljan|北极绒纺织|江苏高科|上海超星|凯捷商业|百
丽|尊朗服饰|朗姿实业|建轩服装|真維斯服飾|伊舍服饰|今天国际|溢达纺织|优博讯科技|喜宝服饰|报喜鸟服饰|众诚一
家|康柏服饰|德能物流设备|德尔惠股份|上海富勒|浙红蜻蜓鞋业|贵人鸟|金特|IBM|中诚仓储设备|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欧赛斯|聚思腾|图途户外|雪狼户外|领秀服饰|姚明织带饰品|佐纳体育|世纪宝姿|狼星制衣|协丰鞋业|伊藤忠物流|

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

为了弘扬和表彰在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领域不断创新的企业和人物,推动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的规范、
健康、快速的发展,同时又为服装物流经理人提供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的高端平台, 2015第七届中国
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决定举办2015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活动，评选主题为：评选主题为：
新商业环境下的前行力量新商业环境下的前行力量

评选将对在中国服装物流与供应链领域对行业、对企业、对本会议均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国内外品牌服装企业供应
链总监、物流总监给予肯定和荣誉，以兹勉励，感谢他们对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和物流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誉奖项
为：2015中国服装物流风云人物。同时，组委会也将对为服装供应链和物流领域提供服务的相关物流技术、设备、
三方物流企业给予荣誉奖励。荣誉奖项为：2015中国服装物流优秀供应商奖，以兹鼓励，感谢他们对中国服装供应
链和物流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欢迎在服装物流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内外品牌服装企业供应链总监、物流总监和在服装物流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国内外一流服装供应链和物流相关物流技术、设备、三方物流企业踊跃参与评选，如有意愿可致电组委会咨询评选
事宜.。评选颁奖盛典将在研讨会期间盛大举行。

会议涉及行业：会议涉及行业：

制造业：休闲服企|运动服企|正装服企|鞋帽服饰企业|面辅料企业

批发零售：百货商超|服装零售连锁|服装批发商|服装电商

技术装备：系统集成|货架|周转箱|数据采集|叉车|分拣与拣选|包装与运输设|其他物流设备

服务行业：物流园|三方物流|运输企业|仓储企业|物流规划咨询企业|物流信息化|其他物流服务商

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颁奖盛典

为了弘扬和表彰在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领域不断创新的企业和人物,推动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的规范、
健康、快速的发展,同时又为服装物流经理人提供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的高端平台, 2015第七届中国
服装行业供应链与物流技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决定举办2015第三届中国服装物流年度荣誉评选活动，评选主题为：评选主题为：
新商业环境下的前行力量新商业环境下的前行力量

评选将对在中国服装物流与供应链领域对行业、对企业、对本会议均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国内外品牌服装企业供应
链总监、物流总监给予肯定和荣誉，以兹勉励，感谢他们对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和物流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誉奖项
为：2015中国服装物流风云人物。同时，组委会也将对为服装供应链和物流领域提供服务的相关物流技术、设备、
三方物流企业给予荣誉奖励。荣誉奖项为：2015中国服装物流优秀供应商奖，以兹鼓励，感谢他们对中国服装供应
链和物流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欢迎在服装物流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内外品牌服装企业供应链总监、物流总监和在服装物流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国内外一流服装供应链和物流相关物流技术、设备、三方物流企业踊跃参与评选，如有意愿可致电组委会咨询评选
事宜.。评选颁奖盛典将在研讨会期间盛大举行。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会务费：3800元，参会费用包含参会期间资料餐饮晚宴，不含参会期间住宿交通。含参会会后通讯录提供。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05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9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75/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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