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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8日是马云宣布辞去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2013年收入接近80亿美元，公司总价
值高达1440亿美元）CEO职务的第18天，在这一天，他宣布担任“菜鸟”网络物流公司的董事
长，并计划筹资480亿美元（3000亿人民币）构建一个“中国智能物流主干网”。这一举动将
引发公共物流设施的变革，并在中国供应链与物流产业的发展历史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司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并且正在寻找如何开展如海
尔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所言的“在中国进行破坏式创新”的方法，以及基于“平台
和协同”的思维重组公司的策略。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现今中国商界所面临的环境与20年前有天壤之别。利润缩减、竞争愈
发激烈（全球化竞争和跨行业竞争）迫使公司执行者必须基于高瞻远瞩的视角实施变革，从而领导
公司走向更高层次。我们坚信采取恰当的业务与供应链策略的公司必将能够保持公司本身的独特性
并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构建正确的“协同”方式，并在供应链体系和战略中注入突破性“创新”的元素，将会引导公
司迈向新的台阶。

2012年2月，沃尔玛宣布对成立不到6年的一号店公司所持股份提升至51%。在不到6年的时间
中，一号店的销售额接近115亿人民币，库存单位从3000增长至2百万，订单处理中心在7个
大城市中从1家增加到17家，员工数从40人增长到9000人。一号店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于刚先生在一次由可口可乐中国CEO David Brooks、供应链副总裁Linda Zhang主持的SCC
中国常任理事会会议上宣称，

本次世界级峰会由国际供应链理事会（SCC）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首次联合举办，汇聚了全球多个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相
互交流和学习，为公司在未来的“平台经济”中取得良好的发展进行准备。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商界领袖们，于9月11日、12日在中国上海，分享他们的最佳领导实践并交换他们的最新思
想。如果您是公司的领导者或正投身于公司的改革与提升，绝对不能错过这次重要的机会。

关于国际供应链理事会 (SCC)

国际供应链理事会（SCC）于2014年4月宣布与APICS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教育、培训、研究与认证的组织；SCC
是一家于1996年成立的国际性组织。最初由Pittiglio Rabin Todd & McGrath（PRTM，现被PwC收购）和AMR（现被
Gartner收购）两家公司调研公司共同创立，成立之初共有69家会员公司参与。如今，SCC在北美、欧洲、中国、日本、大
洋洲、东南亚、巴西和南非共设有8个地区分会，并拥有近1000家跨不同产业的会员公司，主要由来自生产制造商、服务商
、分销商和零售商的供应链从业者组成。

国际供应链理事会（SCC）开发和维护着目前供应链行业最受认可的框架——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SCOR®），它的方法
论及流程诊断、绩效衡量工具，说明企业标准化供应链流程，内部评估供应链绩效，并与同行业对标诊断绩效差距，推动着
企业供应链流程快速而显著的改善

关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IBS)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根据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签署的协议，由上海市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共同出资于1994年11月8日创办的一所
非营利性中外合作高等管理教育机构。 "中国深度、全球广度"是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市场定位，"认真、创新、追求卓越"是学院
的文化和价值观。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是学院的使命，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是
学院的愿景。近20年来，学院办学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其亚洲顶级国际商学院的美誉得到了不断充实和提升。 

一号店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秘密在于我们拥有卓越的供应链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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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议题 1.基于供应链创新的平台 2.跨境电商策略 3.可持续性，社会责任和供
应链整合 4.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设计 5.新一代的供应链财务+服
务创新 6.供应链整合策略（并购后，网络集中化和优化）7.供应链系统
的大数据分析 8.中国上升期中卓越供应链的最佳实践 9.全渠道，数字
需求和电子商务 10.从产销规划到整合业务计划 11.弹性与敏捷性管
理  12.组织设计与人才之争

Hot topics

关键词

人才

互用性与可持续性

创新

协同

设计

策略
转型 并购

全渠道

>>

平台思维和O2O模式对公司策略有什么影响 ？

关于技术

1.怎样建立端对端的供应链流程体系 ？
2.怎样在现有业务和供应链模式下寻求创新 ？
3.怎样建立和管理电商渠道的最后一公里配送 ？

关于设计和创新

峰会主要探讨问题

1.怎样平衡本土化执行力和全球化能力 ？
2.怎样做到快速响应 ？怎样预测客户行为？怎样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
3.怎样培养正确的合伙人以形成协同策略？
4.在现实中怎样将供应链策略和商业策略结合起来？
5.供应链竞争优势驱动利润和收入增长的秘密是什么？

关于策略

0403



联想，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制造商（2013年超过惠普），占据了
16.7%的市场份额，总收入超过300亿美元，高纳德评选出的25个
顶级亚洲供应链公司中唯一一家中国公司。从最初对IBM Thinkpad
业务的收购，到最近收购Google 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单元，联想演绎
了一系列成功的并购案例。在许多公司正遭受着并购所带来的痛苦
时，联想似乎从文化适应（联想现在有两个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
南卡罗莱纳）到供应链运作整合都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整合策略。聆
听联想高管分享其如何管理全球整合，尤其是如何处理供应链足迹
的秘密、成功经验和挑战。

2001年9月3日，惠普/康柏宣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并购公司，总价值高达870亿美元，其复杂的运营网络覆盖了160多个国家、
145,000位用户。最初的成本协同效益为25亿美元，到2003底，成本协同效益达到30亿美元以上。一位在此次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供应链设计执行者将会分享这次宏伟并购背后的细节和故事，并展示如何应用SCOR框架引导关键体系设计。
2013年10月，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在中国湖北开设其第43家工厂，伴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中国，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显然早
已意识到，供应链是驱动未来增长同时维持无缝、具有竞争性和需求驱动网络的一种重要资产。

所有上述公司将分享同一主题—供应链整合，同时我们还将与来自海内外的领导者进行对话，对最佳实践分享进行交流和讨论。

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在高层执行者眼中逐渐成为实现长效利润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已经代替了
财务成本、价值和速度。很多公司仅限于测量自身业务运营的可持续性，而不能扩展到评估其
供应商和客户的可持续性。由此使得这些公司在确定其真实环保成本时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
也降低了他们消除供应链废物的能力。获取可持续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协同。在此，我
们邀请到了麦当劳和杜邦公司的供应链可持续性管理的领导者，讲述可持续性管理的最新理论
和最佳实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聆听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公司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议题1      供应链整合：从联想/IBM、惠普/康柏的并购中汲取经验

议题2     与生态圈的伙伴协同设计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供应链

议题3     创建供应链金融平台—对于供应链领导而言创造收益的必须品

第一天
协同Collaboration

演讲嘉宾和专题小组讨论成员：联想、PPG、可口可乐中国、惠普

专注产业：电脑、食品与饮料

供应链整合背后的设计策略是什么？
从供应链的角度所认识到的挑战和经验？
全球化公司和中国本土化公司在实践方面有何异同？
在整合管理中需要什么样的“协同”？

怎样运用审计和标杆提供管理可持续性供应链运作的框架？
供应链敏捷性、柔性和供应链网络成本的变化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怎样衡量？

供应链金融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了优化工作资金的短期信贷。
为了实现自始至终的自动汇报、发票批准及结算的全流程跟
踪，供应链金融需要一个“协同”平台。考虑到供应商的经
济压力所导致的供应链风险、不稳定的能源和商品价格以及
大范围的金融危机，现今的执行官正在积极寻找与降低供应
链整体成本相关的供应链金融措施。在此次峰会上，我们将
会听到来自汽车行业、制造业和零售业的领导者讲述他们如
何在中国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和下一代供应链金融模型。

有哪些用于解锁供应链价值的不同供应链金融模型？
哪些因素影响供应链金融平台能否成功？
哪些条件有助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协同实现供应链金融模型的成功？

重点议题

演讲嘉宾和专题小组讨论成员：建发集团，中国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富士康

重点议题

重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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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产业：快速服务餐厅、工业、化工

专注产业：金融行业、物流、贸易、电商

演讲嘉宾和专题小组讨论成员：杜邦、斯凯孚、科达



由于云技术的引进，全渠道、数字化需求和移动商务已经永远的改变了我们吸引
和满足客户的方式。由于中国的手机购物者仅占市场份额的45%（而美国则达
80%），各企业已经开始急速地转换策略以满足全渠道日益增长的需求。来自索
尼在线娱乐和中国公司的创新型领导者将分享他们的最新领导实践，探讨内容包括
如何基于供应链设计平台，以及为满足全球响应性需求所需要的创新要素（包括技
术、流程、人员、策略和模型）。

2012年，跨边界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3000亿，而到2015年全球网上
交易额预计将飙升至1.4万亿，由此可见，多渠道零售商在国际扩张中具有
无限的商业机会。仅在中国和美国，每天就有接近5亿的网上购物者达成
网上交易。然而，成功的跨边界电子商务只有在网上商户克服了一系列的
困难后才能够实现，包括海关与法规、税务、风险管理以及怎样设计和管
理供应链等。

议题4
基于中国供应链创新的平台- 设计行之有效的系统

议题5 
跨边界电子商务供应链策略第二天

创新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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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和专题小组讨论成员：一号店，海尔，小米，腾讯，国药

专注产业：家电、医药、电商

政府在管理海关和税务问题上扮演什么色？
哪些因素影响供应链回款流程？
怎样平衡“物流产业集群”和“社会供应链基础设施”以支持跨边界电子商务？

重点议题

演讲嘉宾和专题小组讨论成员：来自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报关员，顺丰速递，阿里巴巴

专注产业：政府、物流

O2O平台的增长及设计？
怎样基于供应链平台实现快速履行、动态仓储、“最后一公里”以及“第一公里”配送的整合?
建立这个平台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怎样基于供应链平台进行创新?

重点议题



非供应链领域高管:
1. 小至中型公司的CEO -- 学习怎样建立合适的供应链和技术策略及全局业务整合策略

2. 研发工程师/领导 -- 建立“为供应链而进行设计”的理念

3. CFO/财务总监 -- 驱动“供应链成本和运营成本”的机会和管理

4. 销售总监 -- 通过更好的供应链合作来获取和管理客户关系

5. 制造总监 -- 突破“4 wall”思维，转换为“平台与供应链”的思维

6. 投资银行家/私人股权投资/风险投资 -- 学习关于供应链投资机遇中的最新趋势

7. 学术研究/教育人员 -- 学习怎样将最新的供应链理念融入到课程中

8. 银行高级执行官 -- 学习怎样开发更好的供应链金融工具/服务

1.  现场学习
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会收到一份印刷版的SCOR（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第11版）快速导览，以及最新的M4SC（供应链管理）第1版框
架介绍，该框架由SCC所开发，涵盖了从策略到资源等内容。M4SC展示了怎样在企业内有效的应用SCOR工具、技术及模板等建立卓越
供应链，而不仅仅停留在项目层面。

2. “TED X 供应链”风格，每个主题开设交互式小组讨论，使得观众充分体验到参加峰会的现场感和互动效果

3. 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与全球模式、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交流

4. 参与者能够在此学到新的知识，结识到新的人，甚至是获得新的机会（无论是事业上、业务上或是其他）

供应链高管:
1.公司供应链首席执行官/副总裁/总监

2.来自计划、采购、制造、配送、逆物流、支持的领域负责人/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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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参加峰会?

制造
电子商务
零售
服装
快速消费品
化学
财务
高科技
家电
制药
食品
快速餐厅
第三方物流

2014年峰会与2012年度峰会
主要的不同之处及最新亮点

覆盖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