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购物中心与时尚零售发展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购物中心与时尚零售发展论坛将于2016年07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2016中国购物中心与时尚零售发展论坛”“2016中国购物中心与时尚零售发展论坛”定于2016年7月7-8日2016年7月7-8日在北京万达索菲北京万达索菲
特特酒店酒店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品质、“品质、品牌品牌、品味——新消费时代的追求”、品味——新消费时代的追求”，重要议程包括：

一、宏观政策与趋势一、宏观政策与趋势

特邀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讲解政府推动实体零售转型创新的意见、“互联网+”背景下流通升级的挑战及应对，并邀
请曾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做《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新周期》专题
汇报的滕泰先生做“供给侧结构改革对零售业带来的思考”的专题演讲。

二、市场与经营策略二、市场与经营策略

邀请来自万达集团、世邦魏理仕、龙湖地产、侨福芳草地、砂之船、印力集团等著名企业高层就零售地产的热点、
难点等问题展开全面、深入、前瞻性的研讨，并邀请百盛优客城市广场、老佛爷、Hi百货和南京新街口等百货转型
创新的代表性项目的高管作案例分享。

时尚零售是消费升级、业态创新的先锋，一批积累了30多年经验的本土品牌、上百年历史的国际品牌积极变革转型
顺应市场变化。近年来，在满足和创造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方面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力的新锐品牌。包括
白领、例外、方所、爱慕、歌力思、太平鸟、波司登、韩都衣舍等国内外新老品牌时尚零售的高层们将为大家带来
一场前所未有的时尚零售思与行的风暴。

三、技术交流与品牌互动三、技术交流与品牌互动

飞凡网、购阿购等零售业“互联网+技术”领军企业的高层将从“顾客、场景、体验”等多维度为行业带来最新解
决方案。

为促进企业间交流与合作，本届论坛还将组织“购物中心项目推介招商会”、“品牌推介会”、“零售业网联网
+技术解决方案交流沙龙”、等系列活动。

四、2016中国金百合奖颁奖礼四、2016中国金百合奖颁奖礼

“2016CCFA购物中心金百合奖颁奖庆典暨晚宴”将于7月7日晚上隆重举办。

五、专业委员会年会五、专业委员会年会

7月8日下午将召开协会连锁品牌与购物中心合作委员会（简称购委会）和时尚零售委员会（简称时尚零售委）2016
联席年会（参会事项另文通知）。

诚邀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派员出席本次活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一天   7月7日  周四  第一天   7月7日  周四   
时段      议题\事项  
09:00 -09:05  致辞 
致辞嘉宾：裴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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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 -09:20   主旨报告：政府推动实体零售转型创新的意见  
             演讲嘉宾：沈丹阳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话题一：零售地产的热与冷  
09:20 -09:40  中国主要城市零售地产特征及物业投资潜力分析 
--《2015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报告》解读 
             演讲嘉宾：谢  晨  世邦魏理仕中国区研究部  资深董事 
09:40 -10:00    从全国万达广场经营大数据分析当前消费市场的冷与热 
             演讲嘉宾：曲德君  万达金融集团  总裁   
10:00 -10:15    如何利用跨平台资源打造智慧商业生态圈 
演讲嘉宾： 金  明  苏宁控股集团 副总裁 
10:15 -10:30    如何打造中国最好的家庭生活 Mall 
                演讲嘉宾：武  杰  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30 -10:45    聚+憩    焕颜早午茶                 
10:45 -11:15    奥特莱斯为什么这样“红”？  
案列分享1：百盛优客城市广场 
——传统百货店转型城市奥特莱斯的成功之策  
演讲嘉宾：梁逸喆  中国衣恋集团 THE ELAND GROUP 董事总经理 
 

案列分享2：创造文化艺术与现代商业结合的奥特莱斯 
演讲嘉宾：蒋  科  砂之船集团副总裁，商业资源中心总经理  
话题二：  购物中心能成为品牌的主渠道+全渠道吗？  
11:15 -11:35 购物中心从实体平台向数字化平台转型之举措          
演讲嘉宾：任  伟  上海新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栾  顺  步步高集团  副总裁  
11:35 -11:55  消费端数据开放，缔造商业新时代 
演讲嘉宾： 王占宏 北京购阿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葛现辉 龙湖集团商业信息中心 总经理  
11:55 -12:10  “智能+体验+生活方式”的购物中心新格局 
演讲嘉宾： 王  昀  印力集团商业管理公司  北方区域总经理   
12:10–13:30  交流午餐       
           
13:30 -13:45    百货店转型发展如何扬购物中心之长，避之短？ 
案列分享：新兴买手制百货的挑战与机遇  
演讲嘉宾： 谢  萌  正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Hi百货创始人   
13:45 -14:30    零售地产与时尚零售的对话：执子之手一起美好  
主持嘉宾： 王  君 世邦魏理仕  华北区顾问及交易服务部负责人  
对话嘉宾： 李维龙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  董事长  
张荣明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孔  军   三胞集团House of Fraser中国 CEO 
李嘉聪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旭东   南京鹏欣·水游城  总经理 
待  定   侨福芳草地  
话题三：  该用什么新技术提升消费者体验？ 
——零售业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交流沙龙 
  14:30 -14:50    场：场景化、生活方式实体店的设计理念 
 

演讲嘉宾：孙凯峰  拍档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50–15:10   体验：打造设计感十足的购物中心 
                演讲嘉宾：李海燕  宝获利商用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新光天地（苏州） 
15:10 -15:30  聚+憩：充电下午茶   
15:30 -16:15    人：为客户画像就够了吗？     
演讲嘉宾：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米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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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推介专场：购物中心 + 品牌项目招商交流会 
16:15-16:45      Global Rich 
16:45-17:00      苏宁置业集团商业广场公司 
17:00-17:15      河北美食林集团邯郸环球国际中心 
17:15-17:30      开心丽果 
17:30-17:45      RUIMILK 
18:30-21:00 中国零售地产“奥斯卡”大Party 暨“2016中国金百合奖”颁奖礼   
第二天  7月8日  周五 
  时段      议题\事项  
话题一：  新供给  新需求         09:00 -09:20  供给侧结构改革对零售业带来的思考 
            演讲嘉宾：滕  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院长 
09:20 -09:40 如何通过供应链再造做到因需而变 
            演讲嘉宾： 高德康  波司登集团 董事长                           
09:40 -10:10 消费升级——中国本土时尚零售品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主持嘉宾： 李  涛   香港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对话嘉宾：毛继鸿  广州例外服饰、方所  董事长 
待  定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张  驰  设计师，CHI ZHANG品牌创始人 
崔学民  杭州瑞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明超  知萌咨询CEO、趋势观察创办人                           …… 话题二：  时尚零售新变化  
10:10 -10:30    国际品牌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长盛不衰保持活力 演讲嘉宾：Shane Hanna  Calvin Klein  亚太
区副总裁  
10:30 -10:45 聚+憩：焕颜早午茶  
10:45 -11:00  在利基市场打造逆势增长的成功品牌     
               演讲嘉宾：陈  峰  光合作用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11:00 -11:30   如何以差异化的品牌体验引导消费者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 
               演讲嘉宾：待  定（MUJI中国） 
11:30 -12:00   用电商来整合时尚: 时尚零售的利好还是挑战？                               
主持嘉宾：辛利军  京东集团  副总裁 
对话嘉宾：贾  鹏  韩都衣舍集团  副总裁 
                         朱  宇  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 
马佳佳  互联网名人, COSMOPOLITAN数字总编 
12:00 -12:05 大会总结发言 
              演讲嘉宾：武瑞玲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副秘书长  
（以上日程以现场公布为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参会费用:

1.会员连锁企业及金百合奖获奖非会员企业：3800元/人（6月20日前报名缴费可享八折优惠）

2.会员非连锁企业（供应商、投资机构、咨询机构等）：4800元/人

3.非会员企业：5800元/人

4.CCFA购委会、时尚零售委委员会委员（限本人）：免费

★报名7月9日“中国特许经营高峰论坛”的参会企业，可额外享受九折优惠。

★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7月7日午、晚餐。

★金百合领奖嘉宾本人参加颁奖晚宴免费，若同时参加会议应按照会员企业价格缴费。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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