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将于2016年11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第十八届中国连锁业会议）、第十八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CHINASHOP 2016）将于2016年11月2-5日在苏州举办。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消费升级 跨界融合 重构零售新版
图”。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本届会议将聚焦零售企业如何通过跨界、创新实现转型；探讨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
心，如何回归零售本质，实现稳步发展，进而在中国零售新版图占有一席之地。会议还将围绕社区商业发展、时尚
零售发展、零售创新、人力资源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会议期间将颁发2016年度CCFA终身成就奖、中国连锁年度
人物、员工最喜爱公司、零售创新奖、十佳企业大学、金牌店长等多个奖项，以及第三届中国零售新星大赛决赛暨
恒欣奖学金颁奖。与会者还可免费参观第十八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及展览现场举办的互动交流活动。 诚挚邀请出席
本次活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系列活动安排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系列活动安排

时间 活动

全零售大会系列活动

11月2日下午 “奔跑吧 CHINASHOP”迷你马拉松

11月3日全天 第三届中国零售新星大赛决赛

11月3日全天 2016中国零售领袖峰会（仅限峰会正式成员及特邀代表参加）

11月3日下午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四届五次理事会

11月3日下午 专题讲座

11月3日晚上 +宴  暨零售创新颁奖晚宴

11月4日全天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第十八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主会场

平行论坛一：时尚零售发展论坛——重建消费新价值 促进本土品牌再崛起

平行论坛二：零售创新论坛——发现无界零售新可能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75143368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75143368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6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1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11月5日上午

平行论坛三：社区超市发展论坛——零售业态的靓丽风景线

平行论坛四：便利店研修班——小门店 强内功

平行论坛五：2016CCFA金牌店长论坛暨门店运营专场

平行论坛六：零售职通车

零售业博览会系列活动

11月3日上午

第十八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开幕式及专场参观

专题沙龙：三四线城市零售发展之道

海外商品及特色商品对接洽谈会

采购委员会二次工作会议（闭门会议）

11月3日下午

专题沙龙：新技术推动特许体系创新、效率提升

专题沙龙：打造低能耗门店的秘诀

智能零售行业前沿论坛

11月4日上午 供应链论坛——标准化与共享

11月4日中午

便利店及社区商业设备对接午餐会

防损技术交流午餐会

11月4日下午 GMIC+未来零售

11月3-5日全天

第十八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Hi-shop未来体验店

展商新品发布会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主会场日程安排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主会场日程安排

时间：11月4日 9:00-18:00  时间：11月4日 9:00-18:00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上午  9:00-12:15

欢迎致辞及大会主旨发言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共建零售新生态

重构三胞集团商业版图---三胞零售生态链建设 袁亚非  三胞集团董事长

商业本质---互联网时代的变与不变 卫  哲  嘉御基金董事长

COSTCO的成功之道 COSTCO

打造消费者与商家的根本连接点 神秘嘉宾

聚焦年度人物

一个故事，一番心得 CCFA2016中国连锁年度人物

我的零售真经 CCFA终身成就奖获奖者

新一届理事会主席交接仪式

中午 12:15-14:00

会议代表午餐

下午 14:00-18:00

探索零售新模式 抓住未来消费者

打通线上线下，抓住消费者，实体零售体系再造新优势 刘思军  大商集团总裁

为每一个宜家消费者而设计 朱昌来  宜家中国区零售业务总裁

直面新生代消费者 创新引领新趋势 黄艾知  屈臣氏（台湾）首席财务官

台湾有机超市探索与实践 韩敬白  里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奥特莱斯业态创新与发展 Maurizio Lupi 佛罗伦萨小镇及RDM Asia董事总经理

创新中心签约仪式

聚焦大卖场转型与创新

大卖场发展与现状分析 顾国建  上海商学院教授、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所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大卖场何去何从

主持嘉宾 蒙进暹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话嘉宾

唐嘉年  家乐福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培桓  家家悦集团董事长

翁海鑫  卜蜂莲花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观点分享

奖项颁发 员工最喜爱公司、十佳企业大学、恒欣奖学金、金牌店长

 

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平行论坛日程安排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平行论坛日程安排

时间：11月5日 上午8:30-12:00  六个平行论坛时间：11月5日 上午8:30-12:00  六个平行论坛

时尚零售发展论坛——重建消费新价值 促进本土品牌再崛起时尚零售发展论坛——重建消费新价值 促进本土品牌再崛起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爱慕生活馆: 以多品牌、多品类打造高品质集合
店

张荣明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生活杂货铺: 创意点亮新生活, 让零售回归本质 邬胜峰  宁波星动力潮流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升级实践 何国光  杭州奥洛菲集团董事长

移动互联推动实体商业进入合作经营时代 王占宏  北京购阿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茵曼+”：粉丝、IP、供应链升级打造新消费
生态圈

方建华  茵曼创始人兼CEO

先进智能仓储系统为专卖店、专业店创造新价值 王昭云  得利捷（Datalogic）零售行业专家

构建智慧生态商业，提高大众生活品质 刘成忠  海信智能商用系统有限公司零售与创新发展学院院长    

美特斯邦威品牌升级与裂变经验分享 周成建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时尚服装品牌发展情况分析 龙永雄  德勤中国消费品及零售行业主管合伙人

数字化下的快时尚：实体门店创新及门店的数字
化转型

陈 锦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全球事业部全渠道方案
咨询顾问

零售创新论坛——发现无界零售新可能零售创新论坛——发现无界零售新可能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国美营创新型平台 链接共享极致价值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琳琅满“目”：视觉时代，精彩零售 柳  钢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商务副总裁

打造开业80万人流的大IP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
代雅慧 步步高集团 梅溪新天地购物中心总经理

“创芯”之道，英特尔助力零售企业转型升级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好商品不贵-银泰集货
卢亦抒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集货项目创始人、银泰商业集
团温州店副总经理

丹佛斯“智能商超”解决方案助力商超节能降
耗&提升管理

裴勇华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商超及食品零售事
业部市场经理

因客而变，乐语打造以健康为特色的CRM平台 朱  伟 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移动时代，线下实体如何有效经营消费者 北京购阿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打造“口碑服务”体系，激发企业经营活力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知商业新时代 IBM（中国）

无线安全成就无限创新，飞塔为零售企业保驾
护航

飞塔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移动时代下连锁店面的招聘革命 刘丰枝 捷库动力(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社区超市发展论坛——零售业态的靓丽风景线社区超市发展论坛——零售业态的靓丽风景线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CCFA社区超市委员会成立会议

（闭门会）
仅限委员参加

陈立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王  卫  安徽乐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  英  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沈世泉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仲华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徐艳林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社区超市经营心得座谈分享 林永强  冠业集团董事长

吴金宏  河南金好来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玲  新乐连锁超市董事长

杨宝林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产品企划总监

Paolo Maldottie 阿凯澜商业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参会代表的提问互动

便利店研修班——小门店 强内功便利店研修班——小门店 强内功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孙熙超  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便利店的商品开发与差异化经营
刘  樾  深圳淘实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原7-11中国副总） 

便利店特许加盟 宋迎春  武汉今天梦想商贸有限公司Today创始人/CEO

高速发展下的运营管理 胡纯生  西安每一天总经理

乐大嘴的世界味道 郑  超  安徽徽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为“小门店”赋能
罗  琦  北京富基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

参会代表的提问互动

2016CCFA金牌店长论坛暨门店运营专场2016CCFA金牌店长论坛暨门店运营专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2006-2016金牌店长报告发布 曹  静  上海商学院教授

营造有吸引力的商场 罗晓伟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店长

打造高绩效团队，提升顾客购物体验 李芙蓉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店长

一人百步不如百人一步

----团队管理与创新营销
唐  磊  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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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本质，引客聚流 沈文武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店长

店长领导力提升 吴  丛  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大卖场营运高级总监

零售职通车零售职通车

演讲主题 内容介绍

职场闯关 现场抢答。主要围绕连锁专业核心知识、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等内容展开。

职场宣言 现场表现。每位选手展示1-2分钟的职场宣言。

与高管对话 现场问答。企业人力资源高管与上台选手进行提问互动，并最终决定是否提供岗位offer。

招聘会

展台洽谈。协会为参加“第三届中国零售新星大赛”决赛的30所院校选手和指导教师设立展台，与参加大会企业
HR高管洽谈员工招聘、校企合作等事宜。

参与企业代表名单：参与企业代表名单：

包小阳  如家酒店集团副总裁

郭广忠  江苏汇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  欣  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刘  萍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秦国红  湖南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  楠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

杨希望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亚洲区人力资源总监

张军伟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

赵丽明  国美集团行政副总裁

朱  曦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黄艾知
屈臣氏（台湾）

首席财务官  

唐嘉年
家乐福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Maurizio Lupi
佛罗伦萨小镇及RDM集团…

董事总经理  

翁海鑫
卜蜂莲花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韩敬白
里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培桓
家家悦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刘思军
大商集团

总裁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  

蒙进暹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董事长  

朱昌来
宜家中国区

零售业务总裁  

袁亚非
三胞集团
董事长  

卫 哲
嘉御基金

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3800元/人，费用含主会场全体会议、平行峰会参会费及资料费，11月4日午餐，免费参观第十八届中国零
售业博览会。

报到流程报到流程

会议采用二维码签到系统，每位参会代表报名后，将于会前一周收到带有报到时间、地点及二维码的《参会确认
函》。会议报到需携带手机保存或打印的二维码，现场扫描办理报到手续，每人一码。提前缴纳会议费，更可现场
自助办理报到手续，省时方便。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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