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全国服装物流与供应链行业年会 

 

时间：2018.7.4-6         地点：中国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主题：“链”接时尚   “智”胜未来   

7月 4日（周三）  全天报到、多媒体展示区搭建、一届二次理事会 

10:00-23:00 现场注册 

14:30-15:00 一届二次理事会报到（仅限分会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及个人理事参加） 

15:00-17:3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服装物流分会一届二次理事会（翡翠厅 6） 

7月 5日（周四）   上午 

主持人：左新宇    中物联服装物流分会秘书长 

08:00--08:30 签到入场 

08:30--08:40 嘉宾介绍 

08:40--09:00 开幕式致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领导 

09:00--09:20 服装行业整体现状概述 杜岩冰   中国服装协会副秘书长 

09:20--09:40 体育品牌供应链物流的挑战与变革 鲁小虎    鸿星尔克集团副总裁 

09:40--10:10 从快递到科技重塑服装行业供应链 徐  前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华东大区总裁 

10:10--10:30 茶歇交流&展位商务交流 

10:30--10:50 升级供应链 助力新零售 陈剑聪    安踏集团副总裁 

10:50--11:10 突破服装快运瓶颈 沈 飞     安吉快运董事长 

11:10--11:30 如何利用共享平台降本增效 张四波    轩亿国际董事长 

11:30--12:30 

 

 

时尚论道： 

新零售风口下，服装物流与供应链的新使命 

1、面对全球一体化经济，新技术革命不断更新迭代，

以及来自不同用户的需求，未来服装物流与供应链

将怎样发展？ 

2、高效、快速成为服装物流供应链的特点，面对更

多不确定性，如何进行供应链的改革？ 

3、如何从企业内部资源效率延伸到上下游相关企业

之间无缝对接，形成更高效、更协同、更安全的供

应链生态圈？ 

 

 

 

主持人： 

左新宇    中物联服装物流分会秘书长 

 

对话嘉宾： 

鲁小虎    鸿星尔克集团副总裁 

陈剑聪    安踏集团副总裁 

林正娣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戴建国    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物流管理中心总监兼供应链

管理公司总经理 

盛  炜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杨晓光    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供应链高级顾问 

何  晨    冯氏集团成员 BLS  Manager-Logistics 

徐  前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华东大区总裁 

沈  飞    安吉快运董事长 

张四波    轩亿国际董事长 



12:40-13:40 自助午宴（荟聚西餐厅+茂御厅） 

7月 5日（周四）    下午 

       主持人： 耿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服装物流分会专家 

14：00--14:20 高档化妆品市场的精益供应链策略 林正娣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14:20--15:00 仓运配解决方案 顺丰集团 

15:00—15:20 零售提升场景下的物流和供应 盛  炜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15:20—15:40 服装供应链大数据应用           菜鸟网络 

15:40--16:00 茶歇交流&展位商务交流 

16:00--16:20 服装电商物流规划   胡宏峰   森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16:20--16:40 服装运输的解决方案           中国重汽 

16:40--17:00 高端服饰类的新系统/技术应用及分享 忻琪威   汤丽柏琦物流总经理 

17:00--17:20 服装物流与供应链现状及未来 左新宇   中物联服装物流分会秘书长 

17:20--18:00  

 

高端对话： 

“互联网”如何为传统服装企业赋能 

1 新商业视角：新零售、新用户、新渠道等带来的

服装物流新需求 

2、新流通视角：如何做到新零售全场景下快反供应

链物流？ 

3、新技术视角：大数据、云计算、物流机器人、自

动导引技术、可穿戴设备、语音及体感识别、智能

分拣带来的技术变革 

 

主 持 人： 

耿  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服装物流分会专家 

 

对话嘉宾： 

忻琪威    汤丽柏琦物流总经理 

胡宏峰   森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顾  昭    华歌尔物流管理部部长 

程岳明    361 度物流总监 

李辅能    PUMA 物流总监 

杨岸宏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段  琰    oTMS 联合创始人 

顺丰集团 

菜鸟网络 

 

 

18:00--18:30 商务酒会&展位商务交流 

 

“2018 中国服装物流与供应链年度颁奖典礼 (金纽扣奖)”    （一层大宴会厅） 

 

18:30--20:30 

2018 服装物流行业年度突出贡献企业                           

2018 服装物流行业年度贡献企业                               

2018 服装物流行业年度突出贡献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经理人    

2018 服装物流行业年度贡献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经理人 

2018 服装物流行业优秀技术装备供应商 



2018 服装物流行业管理和技术创新奖 

 

7 月 6 日（周五）   上午    服装仓储与运输模式专场 

 

主题：打造智慧仓储衔接高效运输发展新势能 

主持人：   

09:0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35 智能 AI 技术在服装物流应用及前景 张振林    森马服饰物流技术部总经理 

09:35--09:55 货到人拣选技术在服装物流中的应用     德马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9:55--10:15 如何运用信息化提升仓储效率 何吉民    江南布衣物流总监 

10:15--10:35 服装行业的仓储一体化解决方案   沈有波    深圳市巨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0:35--10:55 茶歇交流&展位商务交流 

10:55--11:15 
从红领到酷特云蓝的探索---重点分享数据驱动的

智造和物流 
贾广尧    酷特商学院副院长 

11:15--11:35 打通门店信息化最后一米 杨周龙    韵达快递副总裁兼 CIO 

11:35--11:55 仓储操作及运营浅谈 陈庆十    堡尼服饰物流总监 

11:55--12:15 物流信息如何实现互通共享 相  峰    圆通快递副总裁 

 

12:15--13:00 

 

头脑风暴： 

智慧仓储与高效运输 

1、针对仓储物流机器人、自动导引技术、可穿戴设

备、语音及体感识别、智能分拣带来的技术变革，

企业又将如何打造深度柔性供应链系统？ 

2、如何实现仓运无缝化衔接？ 

3、如何应对日常及大促仓储响应效率？ 

 

主 持 人： 

 

对话嘉宾： 

张振林    森马服饰物流技术部总经理 

何吉民    江南布衣物流总监 

杨  闯    北京伯希和户外运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立现    广州稻草人皮具物流总监 

廖文彬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物流高级顾问 

陈庆十    堡尼服饰物流总监 

陆建新    上海丝绸集团仓储物流部总监 

相 峰     圆通快递副总裁 

    德马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 月 6 日（周五）   上午   服装配送与门店管理专场 

 

 

主题：整合与突破服装门店物流顽疾 

 

       主持人：李子良     天地汇集团副总裁 

09:0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35 服装供应链与物流系统变革实践 马  欣    鸿星尔克物流管理中心副总监 

09:35--09:55 ”干““配”分离的必要性 周  辉    依派物流总经理 

09:55--10:15 新零售下的服装物流机遇与挑战 陈文科    都市丽人副总经理 

10:15--10:35 赋能零售，连接门店           店店通   

10:35--10:55 茶歇交流&展位商务交流 

10:55--11:15 服装物流第三方服务的创新 林  琛    跨越速运集团副总裁 

11:15--11:35 协同优化终端门店配送 万达/奥特莱斯/上品折扣 

11:35--11:55 打破商圈配送“慢”问题 美团/饿了么/闪送 

11:55--12:15 服装物流供应链赋能新零售 蔡佳原    兴记时尚物流&IT 总监 

 

12:15--13:00 

 

头脑风暴： 

服装运输配送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快递快运、即时物流如何应对不同商圈门店调拨

配？ 

2、如何打造智慧动态的全渠道、全链条、全方位配

送 

3、复杂的零售场景下，服装物流如何应对？退货物

流、上楼配送等 

 

 

 

 

主 持 人： 

李子良     天地汇集团副总裁 

 

对话嘉宾： 

陈文科    都市丽人副总经理 

马  欣    鸿星尔克物流管理中心副总监 

刘  鹏    劲霸物流总监 

徐怀龙    GRI 物流总监 

周  辉    依派物流总经理 

王仙华 浙江珂楹实业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店店通 

林  琛    跨越速运集团副总裁 

美团配送 

蔡佳原    兴记时尚物流&IT 总监 

7 月 6 日（周五）   上午   服装物流方案+ 

 

主题： 融合与重构 

09:0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45 跨界协作和伙伴关系管理 案例分享 

09:45--10:15 客户为中心点上供应链时间  案例分享 

10:15--10:45 电商供应链与供应链互联网化  案例分享 

（以会议当天实际日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