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B2B电子商务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四届中国B2B电子商务大会将于2017年12月在宁波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年，B2B行业风起云涌，投资热点此消彼涨，创业团队层出不穷，行业继续欣欣向荣。在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国
策下，互联网信息和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将对传统生产制造、渠道流通带来深刻变革，帮助中小企
业拓展市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B2B电子商务的重要方向。产业互联网将令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重构的新时
代。

宁波是中国首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制造、跨境外贸、物流港口重地，化工、纺织、服
装、五金、家电、建材等众多产业集聚，拥有深厚的产业互联网基础，也有着广阔的网络化发展空间。

“第四届中国B2B电子商务大会”走进宁波，一方面将帮助B2B平台了解宁波，业务对接合作，另一方面将为宁波带
来最先进的产业互联网思想，推进宁波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全国互联网企业走进来，宁波传统企业走出
去”的目的。

战略指导战略指导 ：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B2B行业分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 宁波市经信委、宁波市商务委、宁波市口岸办、宁波市鄞州区政府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 托比网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 平安银行、微众银行、腾讯企点、快塑网、中商惠民、我要印、宁波市鄞州区电子商务协会等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 ： 2017年12月27-29

活动地点活动地点 ：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会议规模会议规模 ： 2500人（全国各地B2B行业1000人，宁波本地企业1500人）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2月27日 - 会员大会12月27日 - 会员大会

09:00-09:30

协会工作年度汇报

刘宁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B2B行业分会秘书长

09:30-09:40

新入会会员单位授牌仪式

09:40-10:00

协会奖项颁发仪式

10:00-10:30



(待定)

唐龙虎：君上资本创始合伙人

10:30-11:00

(待定)

徐芳：银河系创投合伙人

11:00-11:30

(待定)

龚瑞丽：方御投资合伙人

11:30-11:45

工业互联网

詹俊：买卖宝COO

11:45-12:00

一站式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王海润：雁阵科技CEO

13:00-13:15

易订货介绍B2B行业SaaS化趋势讲解华东区域案例分享交流

周志刚：易订货华东大区总监

13:15-13:30

小6水产网推介

雷默：小6水产网 首席品牌官

13:30-13:45

店+模式如何赋能家装建材行业

欧杰：欧工软装 董事长

13:45-14:00

一站式包装采买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升级。

王新刚：爱运好创始人

14:00-14:15

货运车辆大数据助力B2B物流精细化管理

李靖和：中交兴路销售发展总监

14:15-14:30

唯捷城配项目与业务服务介绍

刘进：唯捷城配市场总监

14:30-14:45

建研家商城介绍



邱有陶：建研家CEO

14:45-15:00

芯动网-元器件供应链服务平台

郭东盛：芯动网 副总经理

15:00-15:15

鲜易网一体化进口、分销解决方案

孔祥明：鲜易网副总裁

15:15-15:30

金联创一体化交易解决方案

陆存治：金联创市场总监

15:30-15:45

地产行业采购与供应链新趋势

周孝武：明源云采购 CEO

15:45-16:00

小微贷大数据金融引擎

龚林: 鑫火云金融 总经理

16:00-16:15

细分领域B2B企业的成长法则

刘浩良：多采多宜 创始合伙人

16:15-16:30

传统广告行业互联网化对各行业的价值

朱礼华：上海天采副总经理

16:30-16:45

打造资源整合型包装产业B2B电商平台的困难与希望

王焰：众享包装网 CEO

16:45-17:00

新钢铁电商模式探究

吴东升：建钢云商 CEO

17:00-17:15

低成本高效率建立粮油行业互联网平台，以粮多多平台盈利模式探讨

王玉宝：粮多多总经理

17:15-17:30

B2B产业集群的联盟化发展探讨

朱文乾：大驼队副总经理



17:30-17:45

医药流通服务商——沃奇医药商城

袁爱民：沃奇医药商城 董事长

17:45-18:00

怎么保证电子合同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金健：同智伟业副总经理

18:00-18:15

电子合同，赋能B2B行业降本提效

杨春光：法大大副总裁

12月28日 - 领导板块12月28日 - 领导板块

08:55-09:00

播放会议宣传片

09:00-09:10

宁波市副市长致开幕词

宁波市副市长

09:10-09:20

解读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李广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09:20-09:30

中国B2B电子商务行业自律公约

刘宁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B2B行业分会会长

12月28日 - 领袖板块12月28日 - 领袖板块

09:30-09:55

开放合作——共建钢铁电商新生态

金文海：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

09:55-10:20

产业金控 慧聪的B2B新探索

郭江：慧聪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

10:20-10:45

1688的成年礼：B2B未来再思考

汪海：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10:45-11:10

把握蓝海：地域产业互联网

孙炜：中农网CEO



11:10-11:35

长远布局：产业互联网项目的独角兽特质

曹毅：源码资本创始合伙人

11:35-11:55

解读中国B2B行业发展报告

张旭宁：托比网分析师

11:55-12:05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B2B行业百强榜

12月28日 - 转型板块12月28日 - 转型板块

13:30-13:50

打造建材行业全产业链服务，网筑的玩法

钱晟磊：网筑集团联合创始人

13:50-14:10

将服务打造成基础设施 赋能跨境出海风口

周诗豪：运去哪创始人

14:10-14:20

颁奖环节 : 中国传统企业转型先锋

圆桌论坛：如何在资源赋能下玩转B2B

14:20-15:00

主持人：托比网创始人刘宁波

嘉宾： 中国移动和动力平台负责人、中化化销(壹化网)负责人、中农网CEO孙炜、买卖宝CEO孙录、奇化网

12月28日 - 先锋板块12月28日 - 先锋板块

15:00-15:20

产业互联网投资逻辑新拐点

毛丞宇：云启资本创始合伙人

15:20-15:40

B2B的规模化和护城河：易久批的竞争之道

王朝成：易久批创始人

15:40-16:00

如何通过支付场景赋能B2B平台

霍伟 ：联动支付行业应用中心总经理

16:00-16:20

（待定）

徐赛珠：钢银电商总经理



16:20-16:40

电子签名助力B2B企业转型升级

金宏州：e签宝CEO

16:40-17:00

数次融资背后 找油网经历的数次迭代

吕健：找油网CEO

17:00-17:20

城配集约化将给城市消费商业带来哪些变革

韩毅：云鸟科技创始人

17:20-17:40

从海淘到母婴 不变的是重

赵晨：海拍客CEO

17:40-18:00

如何盈利：大宗B2B迫在眉捷的问题

欧阳格：铜道集团联合创始人

18:00-18:10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B2B行业推荐服务商

12月28日 - CEO夜话(专票)12月28日 - CEO夜话(专票)

破壁：B2B行业向何处去？（晚间论坛）

20:00-21:00

主持人：托比网创始人刘宁波

嘉宾：上海钢联&钢银电商董事长朱军红、慧聪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郭江、震坤行工业超市CEO陈龙、欧冶云
商高级副总裁金文海、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研究员许永硕

创变：快消B2B的未来何在？（晚间论坛）

21:00-22:00

主持人：新高桥创始人唐光亮

嘉宾：易久批创始人王朝成、掌合天下创始人杨利祥、新零售专家王军 、天朝上品酒业运营公司董事长黄永
毅、福仁缘董事长李志高、托比分析师崔国厚

12月29日 - 工业板块12月29日 - 工业板块

09:10-09:15

解读工信部《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吴胜武：工信部信息司副司长

09:15-09:35

中国制造新起点：服务业革命开启服务业文明

许永硕：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研究员



09:35-09:55

基于大数据的工业定制案例分享

李克鹏： 中国产业互联网研究院主任

09:55-10:15

工业用品服务平台的客户，产品和运营

陈龙： 震坤行工业超市CEO

圆桌论坛 工业B2B春天还要有多远

10:15-10:55

主持人：钟鼎创投执行董事朱迎春

嘉宾：工品汇CEO严彰、中国水泥网创始人邵俊、锐锢商城创始人高瑒、海智在线CEO佘莹、佰万仓CEO杨
宁

10:55-11:05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B2B行业新锐CEO

12月29日 - 塑化板块12月29日 - 塑化板块

11:05-11:25

AI在B2B平台上的应用与价值

刘育弘：快塑网创始人&CEO

11:25-11:45

用户为王：B2B除了优化传统别无选择

李铁道：我的塑料网CEO

11:45-12:05

小平台大梦想：不怕你细，就怕你不深

郭效杰：优众优料创始人

圆桌论坛 化塑B2B下半场 出路在哪里

13:30-14:20

主持人：奥凯大宗创始人白睿

嘉宾：网化商城CEO李雷、易塑家总经理熊伟、化塑汇CEO智建鹏、涂多多CEO刘斋、买化塑CEO郭喜鸿

12月29日 - 快消板块12月29日 - 快消板块

14:20-14:30

联合主办方致辞

福仁缘董事长李志高

14:30-14:50

赋能夫妻老婆店 阿里新零售战略的另一半

林小海：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零售通事业部总经理

14:50-15:10



区域化市场精耕 “品仓店”构筑B2B核心竞争力

杨利祥：掌合天下创始人

15:10-15:30

释放企业新动能，供应链金融成“三新”经济提速标配

江明：宜信翼启云服供应链金融产品负责人

15:30-15:50

经销商转型千万别做B2B平台

李宁：千米网CEO

15:50-16:10

家电B2B 服装以外值得C2M的另一场景

陈晨：家电汇创始人

16:10-16:30

互联网B2B的角色和使命--颠覆取代or平台赋能

肖硕：惠下单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

12月29日 - 12月29日 - 农业农业板块板块

16:30-16:50

生鲜B2B产业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黄振平:鲜易控股副总经理

16:50-17:10

专注、下沉：农业B2B下半场的7条军规

谭泽鑫: 大丰收董事长

17:10-17:30

看“N-1”公里如何赋能生鲜电商的变革？

陈磊: 大白菜科技董事长

29日上午 - 宁波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平行论坛）29日上午 - 宁波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平行论坛）

09:00-09:10

致辞

梅益进：宁波市鄞州区副区长

09:10-09:30

宁波产业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

唐雪松：托比网分析师

09:30-09:50

互联网+制造：一首产业变革的进行曲

纪鸿聪 ：生意帮CEO



09:50-10:10

(待定)

方伟 ：汇金大通CEO

10:10-10:30

(待定)

王圭平：我要印CEO

10:30-10:50

(待定)

程小军： 搜布网CEO

10:50-11:10

“一带一路”背景下“铁大大新货代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铁大大联合创始人郑爱国

圆桌论坛 宁波产业互联网发展方向与机遇

11:10-12:00

12:00-12:10

颁奖环节 : 2017宁波B2B先锋企业

29日上午 - 中国B2B行业投资论坛 （平行论坛）29日上午 - 中国B2B行业投资论坛 （平行论坛）

09:00-09:10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B2B十佳投资机构

09:10-09:30

(待定)

曾振宇：DCM合伙人

09:30-09:50

(待定)

何士祥：达晨创投合伙人

09:50-10:10

(待定)

李鹏：复星新技术与新经济产业集团副总裁

10:10-10:30

(待定)

饶慧钢：银河系创投合伙人

圆桌论坛 交通运输B2B的机会与困境

10:30-11:20

主持人：潜力股CEO李刚强



嘉宾：零一创投合伙人吴运龙、春晓资本合伙人何文、云鸟科技CEO韩毅、中能鼎力创始人臧华文、我的轮胎
网创始人吉陆

圆桌论坛 快消B2B有哪些场景可进一步挖掘

11:20-12:10

主持人：博恩集团副总裁陈勇锋

嘉宾：达晨创投合伙人何士祥、银河系创投合伙人蔡景钟、 天联网CEO吴初明、布草科技创始人何理、小拙
科技创始人常俊杰。

29日下午 - 中国B2B行业外贸论坛 （平行论坛）29日下午 - 中国B2B行业外贸论坛 （平行论坛）

13:30-13:50

联合主办方致辞

方敏：世贸通 总经理

13:50-14:10

波跨境电子商务状况

宁波口岸打私办领导

14:10-14:40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社会价值

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14:40-14:50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外贸B2B创新企业

14:50-15:10

互联网助力中国企业扬帆出海

窦剑 ：Google 大中华区渠道事业部北方区总经理

15:10-15:20

电子商务与IT运维为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刘弛：世贸通跨境电商总监

15:20-15:40

跨境供应链物流会为传统贸易带来新的春天

徐杨：运去哪COO

15:40-16:00

消费品出口电商的探索与体会

许龙华：wooK电商创始人

16:00-16:20

B2B出口平台和传统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

陈柏园：MFGtrade创始人

16:20-16:40



乐舱网解锁外贸物流服务

林上茂：乐舱网副总裁

16:40-17:00

“下一代贸易链”整合解决方案

亚马逊 business总监

圆桌论坛 中国外贸的困境与机会

17:00-17:50

主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

嘉宾：卢帅（PING PONG金融）、朱灵峰（宁波赛柯）、亚马逊招商总监、朱家华（百世物流） 刘弛（世贸
通）

29日下午 - 中国B2B新锐势力 （平行论坛）29日下午 - 中国B2B新锐势力 （平行论坛）

13:30-13:50

元器件产业现状及B2B发展与投资机会

李六七：硬之城创始人

13:50-14:10

产业链协同效应下的棉纺B2B模式

龚文龙: 棉联网CEO

14:10-14:30

(待定)

林志勇: 冻品在线CEO

14:30-14:50

(待定)

赵颖: 钢源城CEO

14:50-15:10

(待定)

刘慧果 : 福中小6水产网CEO

15:10-15:30

塑化电商线下线下如何有效的结合

熊伟 : 易塑家CEO

15:30-15:50

百卓的企业供应链赋能之路

夏宇： 百卓采购网CEO

15:50-16:10

从初创期到爆发期 产业电商要过五关

彭政军: 大大买钢网CEO



16:10-16:20

颁奖环节 : 2017中国B2B潜力企业10强榜

29日下午 - 中国B2B行业创业史(平行论坛)29日下午 - 中国B2B行业创业史(平行论坛)

16:20-16:30

李志国：荷马金融CMO

16:30-16:40

崔国厚：托比分析师

16:40-16:50

肖峰：一达通副总裁

16:50-17:00

林顾强：仟金顶COO

17:10-17:20

杨志军：第一枪CEO

17:20-17:30

陆宁：买化塑COO

17:30-17:40

佘莹：海智在线CEO

17:40-17:50

唐光亮：新高桥CEO

17:50-18:00

陈冲：中农网总裁助理

18:10-18:20

李宝义：小起科技CEO

18:20-18:30

刘宁波：托比网创始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部分出席大会的行业大咖及嘉宾部分出席大会的行业大咖及嘉宾

（名单陆续更新 名字不分先后)

姓名 单位及职务

部分出席大会投资人代表部分出席大会投资人代表

曹毅 源码资本创始合伙人

何文 春晓资本合伙人



朱迎春 钟鼎创投执行董事

饶慧钢 银河系创投合伙人

吴运龙 零一创投创始合伙人

曾峥 启赋资本合伙人

曾振宇 DCM合伙人

何士祥 达晨创投合伙人

韩彦 光速安振合伙人

彭志强 盛景网联董事长

李鹏 复兴新技术与新经济产业集团副总裁

杨利军 星河互联合伙人

出席专家、企业出席专家、企业CEOCEO及代表名录及代表名录

金文海 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

许永硕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研究员

李克鹏 中国产业互联网研究院主任、酷特工学院副院长

朱军红 上海钢联&钢银电商董事长

郭江 慧聪网董事会主席

林小海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零售通事业部总经理

孙炜 中农网CEO

钱晟磊 网筑集团COO

张一春 中商惠民董事长

刘波 百世集团副总裁、百世店加总经理 

刘传军 美菜网创始人、CEO

王朝成 易酒批创始人、CEO



周诗豪 运去哪创始人&CEO

刘刚 海尔集团副总裁

杨利祥 掌合天下创始人、CEO

孙录 远东买卖宝总经理

陈龙 震坤行创始人、CEO

常东亮 摩贝创始人、CEO

韩毅 云鸟科技创始人 

博科多 天物大宗大数据中心经理

艾星 卓尔购CEO

朱献福 鲜易控股董事长

谢海 积微物联 总经理

王军 全时便利店副总裁

何韵民 罗森上海副总裁

谭泽鑫 大丰收创始合伙人

吕 健 找油网创始人、CEO

李新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 

苗峰 五阿哥CEO

郭效杰 优众优料创始人

刘育弘 快塑网创始人&CEO 

李铁道 我的塑料网创始人、CEO

黄海新 金联创董事长

林志勇 冻品在线创始人、CEO

李雷 网化商城CEO

赵颖 钢源城CEO



黄孝杰 塑米城CEO

张环宇 刘备修车网创始人、CEO

熊伟 易塑家CEO

郭喜鸿 买化塑CEO

白 睿 奥凯大宗创始人、CEO

林开辉 法大大创始人

刘斋 涂多多CEO

智建鹏 化塑汇CEO

李宁 千米网CEO

彭政军 大大买钢网CEO

陈磊 大白菜科技董事长 

伍勇 土流网创始人兼CEO

杨宁 佰万仓CEO

佘 莹 海智在线创始人、CEO

方君芳 化纤邦创始人、君方科技CEO

崔 耸 找煤网创始人、CEO

方伟 汇金大通CEO 

高 瑒 锐锢商城创始人兼CEO

程小军 搜布网CEO 

陈忠林 世界高铁网创始人、CEO

叶宁 海上鲜CEO 

许龙华 wook中国创始人

陈柏园 MFGtrade创始人



欧阳格 铜道联合创始人

张 颂 食务链创始人

王 琦 唯捷城配创始人、CEO

刘 源 链农创始人、CEO

刘 毅 省心宝汽车创始人、CEO

王健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朱灵峰 宁波赛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峰 一达通副总裁

郭 冕 药材买卖网创始人、CEO

王圭平 我要印创始人、CEO

林顾强 仟金顶COO

陆宁 买化塑COO

王飞 七公里CEO

常 江 猎芯网创始人、CEO

袁荣 易矿网CEO

赵磊 多采多宜创始人兼CEO

龚文龙 棉联创始人、CEO

姚云龙 徙木金融副总裁

郭大智 中交兴路副总裁 

刘慧果 小6水产网CEO 

戴彬 找船网创始人、CEO

沈志安 商易链CEO

苗锋 五阿哥CEO



崔国厚 托比网特约分析师

李宝义 小起科技CEO

徐杨 运去哪COO

夏宇 百卓采购网CEO

唐光亮 新高桥CEO

陈冲 中农网总裁助理

杨志军 第一枪网CEO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晚鸟票：680元

普通票 ：980元

VIP票 ：1980元

CEO夜话 ：3980元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不支持退票。特别提示：本次大会不支持退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