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创新高峰论
坛（CSCFIS 2017）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四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创新高峰论坛（CSCFIS 2017）将于2017年03月在深圳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供应链金融最强音】一场供应链金融行业的饕餮盛宴

♦  大咖云集  大咖云集——30+行业大佬，权威阵容把脉前沿动态。

♦  质量最高  质量最高——600+活动规模，80%以上高层占比，汇聚行业核心资源。

♦  宣传最强  宣传最强——汇聚国内重要行业媒体，全方位立体传播，品牌影响力最深远。

♦  干货最多  干货最多——高端演讲、尖峰对话、高端定向酒会等多模式撮合。

♦  创新颁奖典礼  创新颁奖典礼——发布供应链金融行业标杆等行业大奖，尽享巅峰时刻。

♦  影响力最大  影响力最大——最具价值与影响力的中国供应链行业峰会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期，实体经济面临互联网与新常态双面夹击，实体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阵痛。面对实
体经济一片萎缩、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哀鸿遍野，厂商、银行、物流、供应链、商贸、电商、互联
网金融纷纷布局供应链金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会有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全国90%的供应链企业聚集深圳，同时深圳又作为创新之都，为此万联网于2017年3月23日在深圳2017年3月23日在深圳推出第四第四
届中国供应链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产业互联网下的供应链金融机遇与挑战产业互联网下的供应链金融机遇与挑战”展开，从宏观政策解读到来自农业、工业、服务
业三大产业标杆企业具体的转型升级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论坛邀请来自供应链企业、物流、互联网金融、电商、
农业、制造企业、商贸流通、保理、大数据、金融机构、技术商等领域以及投融资机构的近30位行业领袖及近600
位跨界企业高管参与。

热点话题热点话题

♦    产业互联网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    B2B供应链金融的业务模式及风控

♦    产融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平台搭建

♦    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实践应用

♦    FINTECH技术助力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    大数据供应链金融的风控模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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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行业热点引爆供金圈6大行业热点引爆供金圈

B2B电商、产业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物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区块链

10大行业企业共创新未来10大行业企业共创新未来

电商、保理、大数据、投融资机构、技术商、金融机构、商贸制造企业、互联网金融、 供应链企业、物流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拟定流程拟定流程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上午（上午（8：：00～～12：：00））

8：：00～～9：：00 签到签到  

9：：00～～9：：10
致开幕词及致开幕词及供应链金融生态图谱报告发供应链金融生态图谱报告发

布布
蔡宇江蔡宇江  万联网万联网  主编主编

9：：10～～9：：30
基于产业生态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趋基于产业生态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趋

势与挑战势与挑战
宋华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教授

9：：30～～9：：50
担保物权改革和供应链金融：激活十万担保物权改革和供应链金融：激活十万

亿级的动产融资市场亿级的动产融资市场

赖金昌赖金昌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和市场业务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和市场业务

线线  

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援助负责人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援助负责人

9：：50～～10：：10 改变传统，协同创新改变传统，协同创新
林海生合兴包装林海生合兴包装  董事副总裁董事副总裁  联合包装网联合包装网

总负责人总负责人

10：：10～～10：：30 产融结合助力实体经济产融结合助力实体经济
国内知名行业龙头企业国内知名行业龙头企业  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  负责负责

人人

茶歇（茶歇（10：：30～～10：：50））

10：：50～～12：：00

 
工业领域的供应链金融创新工业领域的供应链金融创新

【主持】【主持】

宋华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教授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杨红星杨红星  海尔集团供应链金融海尔集团供应链金融  总监总监

杨战武杨战武  年富供应链年富供应链  总裁总裁

刘伶俐刘伶俐  达实智能达实智能  供应链金融总经理供应链金融总经理

许晓海许晓海  GE中国商业融资与资本市场部中国商业融资与资本市场部

总经理总经理

下午（下午（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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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主题 嘉宾嘉宾

13：：30～～13：：50 大数据下的供应链金融风控大数据下的供应链金融风控 高胜涛高胜涛   赛富科技赛富科技  董事长董事长

13：：50～～14：：10
物联网动产监管技术解决供应链风控问物联网动产监管技术解决供应链风控问

题题
宋屹东宋屹东   感知科技感知科技  总裁总裁

14：：10～～14：：30
第三方电子签名构建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第三方电子签名构建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基石基石
李旭恒李旭恒   e签宝签宝  副总裁副总裁

14：：30～～15：：30

 
金融科技金融科技驱动供应链驱动供应链金融创新金融创新

【主持】【主持】

曾光曾光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  秘书长秘书长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张明裕张明裕  融信通融信通  副总裁副总裁

蒋海蒋海   布比布比  创始人创始人

张宇焱张宇焱  乐商云集乐商云集  CEO

王琳王琳  京东金融京东金融  副总裁副总裁

吕旭军吕旭军  网录科技网录科技  CEO

茶歇（茶歇（15：：30～～15：：50））

15：：50～～16：：00 坚实供应链是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基础坚实供应链是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基础 郑利敏郑利敏  金银岛金银岛  高级副总裁高级副总裁

16：：00～～16：：40
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B2B平台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平台发展供应链金融的

路径路径
知名知名B2B平台负责人平台负责人

16：：40～～18：：00 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B2B+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

文健君创捷供应链文健君创捷供应链  总裁（主持）总裁（主持）

 孙炜中农网孙炜中农网  CEO

 欧阳格铜道电商欧阳格铜道电商  联合创始人联合创始人

 李立摩贝网李立摩贝网  联合创始人联合创始人

郏燕萍三正郏燕萍三正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董事长董事长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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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文健君

文健君
深圳市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

总裁  

董事长郏燕萍

郏燕萍
三正电子商务

董事长  

主编蔡宇江

蔡宇江
万联网
主编  

副总裁李旭恒

李旭恒
e签宝
副总裁

董事副总裁林海生

林海生
合兴包装

董事副总裁  

联合创始人欧阳格

欧阳格
铜道电商

联合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李立

李立
摩贝网

联合创始人  

CEO张宇焱

张宇焱
乐商云集

CEO

副总裁张明裕

张明裕
融信通
副总裁  

总裁宋屹东

宋屹东
感知科技

总裁  

达实智能 刘伶俐

刘伶俐
供应链金融总经理

达实智能  

总裁杨战武

杨战武
年富供应链

总裁

总监杨红星

杨红星
海尔供应链金融

总监  

CEO高胜涛

高胜涛
赛富科技

CEO  

创始人兼CEO蒋海

蒋海
布比

创始人兼CEO  

赖金昌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首席技术援助官员

曾光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秘书长  

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教授  

孙炜
深圳市中农网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郑利敏
金银岛

高级副总裁

参会指南参会指南



V1套票：

一天论坛会议，一天论坛会议，自助午餐、会议资 、纪念光盘、《2017年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生态图谱报告》

3000元/人

V2套票：

一天论坛会议一天论坛会议，自助午餐、会议资 、纪念光盘、《2017年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生态图谱报告》

半天企业考察半天企业考察

35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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