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六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
业家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六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家年会将于2016年12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互联网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近年来，我国电商物流保持较快增长，
已成为现代物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商务物流大国，而
且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电子商务物流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

在当前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商业形态迅速演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形势
下，以大数据战略推进电商物流共享经济将成为企业洞悉商机、规避风险、获取核心价值、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
通效率、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2016第六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家年会暨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物流共享经济千人联谊会”将于2016年12月
19日-21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历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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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中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一次重要的思想盛宴。本次年会以“链接生态、服务生态、共建大数据产
业经济”为主题，围绕安全、绿色、创新、智能、国际、区域、城市、金融、园区、生活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讨
论。同期，我们将举办全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企业等级评定及2016年度电子商务物流行业评选活动，推进电子商务
物流发展与合作，联接高效协同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生态圈。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拔冗出席，共襄盛举!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链接生态、服务生态、共建大数据产业经济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管单位：主管单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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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工信部信息中心企业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
网金融研究院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国家工商总局、海关总署、国家邮政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平安银行、中国物
流策划研究院

媒体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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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12月19-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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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中国 北京

参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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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安排：会议安排：

1、会议规模：1、会议规模： 1500人

2、会议报到：2、会议报到： 2016年12月19日09:30-22:00  

3、3、布展时间：布展时间： 2016年12月19日09:30-22:00

44、、大会安排：大会安排：

全体大会： 2016年12月20日上午 08:30-12:00

分 论 坛： 2016年12月20日下午 13:30-18:00

颁奖晚宴： 2016年12月20日晚 18:30-22:00

考   察： 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大兴区

拟设拟设分论坛：分论坛：

(一) 大数据金融分论坛

(二) 市长论坛--电子商务物流区域经济

(三) 互联网+社区生活服务分论坛

(四) 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分论坛

(五) 电子商务物流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分论坛

(六) 电子商务城市配送分论坛

(七) 电子商务物流园区仓储服务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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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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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奖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百强企业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示范企业、示范园区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最佳技术装备（行业）大奖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模式创新奖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杰出女性

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产业突出贡献人物

2016年度互联网金融风云人物奖

2016年度互联网金融诚信企业奖

2016年度互联网金融最佳风控奖



2016年度互联网金融创新奖

2016年度互联网金融突出贡献奖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日程安排（拟）日程安排（拟）

12月19日下午12月19日下午 主持人：

12月19日下午12月19日下午

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

14:00-17:3014:00-17:30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会员代表大会

1、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致辞

2、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会长致辞

3、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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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工作规划

12月19日晚12月19日晚

18:30-22:0018:30-22:00
私董会

 

12月20日上午12月20日上午 主持人：

12月20日上午12月20日上午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08:30-09:0008:30-09:00

领导致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领导                                            

12月20日上午12月20日上午

主论坛内容主论坛内容

09:00-12:0009:00-12:00

主论坛

演讲嘉宾: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李  扬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会长、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高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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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姜奇平

全国电商物流服务企业等级评定、行业发展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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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一分论坛一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一：大数据金融分论坛

1、大数据技术应用与信息安全

2、资源共享、跨界融合，基于大数据技术应用案例分享

3、“物流+互联网+大数据”云生态平台

4、大数据应用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构建与规范发展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征信体系建设

5、大数据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促进与不足，如何规范互联网行业的整治与可持续发展

6、大数据金融对风险管理的作用与应用，互联网金融如何与传统金融相结合达到创新与监管目的

7、大数据与物流融合发展的经验和心得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二分论坛二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二：市长论坛--电子商务物流区域经济

1、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策略研究

2、城市规划布局创新，优化产业投融资环境

3、电子商务物流园区产业集聚下的创新经济

4、现代物流城市如何发力落点电商物流新产业

5、电子商务物流区域经济政策创新

6、智慧物流城市与区域经济协同效应

7、互联网+招商的成功经验、招商引资实战经验分享

8、物流园区运营的实践与思考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三分论坛三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三：互联网+社区生活服务分论坛

1、新时代下互联网+社区经济

2、O2O商业生活圈

3、社区O2O本地生活服务如何创新发展

4、如何基于大数据，建立体验良好的本地生活物流服务

5、O2O微服务平台的应用分享

6、大数据时代，共享经济下的O2O

7、个性化定制的O2O社区生活服务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四分论坛四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四：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分论坛

1、新政后，我国跨境进口电商路在何方

2、跨境新政下，如何深耕跨境电商供应链

3、传统外贸企业如何成功转型跨境电商

4、如何打造跨境试点综试区城市的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

5、跨境支付创新解决方案

6、海外大数据精准的营销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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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外仓建设与运营的探索思考

8、外邮进场，中国邮政出口何去何从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五分论坛五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五：电子商务物流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分论坛

1、电子商务物流企业的绿色包装探索

2、RFID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创新应用

3、绿色节能车辆在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商业发展模式

4、电子商务物流领域新技术装备与应用

5、构建“资源—产品服务—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电商物流

6、托盘共用循环系统在电商物流中的应用

7、智能物流——数字化和自动化发展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六分论坛六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六：电子商务城市配送分论坛

1、电子商务物流城市配送研究报告

2、创新与变革：基于服务创新的城市配送一体化思考

3、从未来城市配送看共享经济

4、城市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智能化低成本解决方案

5、电子商务物流城市配送众包服务模式探索

6、现代物流技术装备助力电商城配服务

7、电子商务逆向物流创新服务

8、集成创新推动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12月20日下午12月20日下午

分论坛七分论坛七

13:30-18:0013:30-18:00

 

分论坛七：电子商务物流园区仓储服务分论坛

1、互联网+园区经济

2、园区如何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

3、互联网+云微仓服务新模式探索

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商物流产业集聚下的DC布局

5、绿色仓储--技术装备的创新应用

6、如何从仓储系统优化挖掘价值

7、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仓储

8、如何打造智慧物流生态系统

12月20日晚12月20日晚

18:30-22:0018:30-22:00
颁奖晚宴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全国政协常委，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  李毅中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主席、第九巡视组副组长  季晓南

原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中国快递协会会长  高宏峰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李  扬

原海关总署党组成员、中国口岸协会会长  叶  剑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  宋  玲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盛松成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  王选庆

工信部政策司副司长  辛仁周

全国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达  瓦

北京大兴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喻华锋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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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工信部信息中心企业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主任  龚  文

中国快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惠德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顾问、宅急送监事会主席  陈显宝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干  为

平安银行行长  邵  平

中国银行行长  李礼辉

红岭创投董事长  周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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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谭雅玲

北京欧文公众事务研究所董事长  张玉川

中国美旗控股集团战略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  谢秉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霍德明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耕中

世界O2O组织创始人兼总干事  宋  炜

京东集团CEO  刘强东

菜鸟网络CEO  童文红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  薛小林

当当网总裁  李国庆

苏宁云商集团COO、苏宁物流集团总裁  侯恩龙

国美在线物流副总裁  刘晓鹏

小米中国总裁   雷  军



聚美优品副总裁  周  涛

百度外卖CEO   巩振兵

eBay大中华区商务总经理  郑长青

唯品会副总经理  武  迪

圆通速递CEO  相  峰

蘑菇街联合创始人兼CEO  陈  琪

大麦网CEO、联合创始人  冯宇鸿

美丽说高级副总裁  杜郭伟

中粮我买网高级副总裁  羊  凯

美团副总裁、美团外卖负责人   王惠文

饿了么创始人  张旭豪

申通集团总裁  陈德军

大众点评总裁  郑志昊

58到家总经理  李瑞凌

万达电商COO  任  伟

全峰快递副总裁  刘  伟

敦煌网副总裁  王添天

洋码头创始人  曾碧波

大龙网CEO  冯剑峰

中通速递副总裁  金任群

韵达快递董事长  聂腾云

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德章

普洛斯投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徐佳梅

乾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  燕

中铁物流集团总裁  陆国荣

德国邮政DHL集团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史念杨

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陈嘉良

UPS中国区总裁  黎松江

TNT大中国区国际快递董事总经理  彼得·兰利

中国物流策划研究院副院长  李芏巍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收费2980元/人（包括资料费、餐饮费、会务费等）

嘉 宾：收费9800元/人(包括资料费、餐饮费、会务费、嘉宾介绍、彩页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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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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