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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国农产品供应链峰会暨 2019

生鲜零售供应链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有关单位：

2019 年上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商务部关于

推进农商互联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相继出台，就全面推进全国

农商互联工作，产销密切衔接、建立长期稳定的新型农商关系和

加强农产品供应链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出明确指示。

农商互联的新型农商关系对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构建新型的农产品供应链关系，提升农产品流通的信息化、

标准化、集约化水平成为行业焦点。

为积极响应国家对农商互联，构建新型农商关系，进一步打

造新型的农产品供应链关系、提高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效益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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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推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经研究决定以“农商互联 产

销互链”为主题，于 2019 年 9月 4-6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第

七届中国农产品供应链峰会暨 2019 生鲜零售供应链论坛”，邀请

相关代表出席。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承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物流与采购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烟台市商务局

协办单位：烟台市物流协会

特别协办：巴问

智慧支持：温度学院

二、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9 年 9月 4日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5-6 日

三、会议地点

山东烟台

四、会议规模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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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主题

农商互联 产销互链

六、主要议题

1、上联生产、下联消费打造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

2、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标准化、数字化的探索与实践；

3、农产品的预冷、分级、包装、预加工等基础服务体系建设；

4、农产品产地冷链设施、产地保鲜技术的应用和升级；

5、新零售模式下的“到店体验”和“到家服务”；

6、社区生鲜、社区团购等新零售模式的运营新逻辑；

7、探索提升产地农产品品牌特色化、流通标准化；

8、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

七、同期活动

1、2018-2019 年度农产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案例奖

2、《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国家标准启动会

3、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十周年

4、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 2019

年工作会议

5、温度学院公益培训

八、参会对象

政府协会、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供销社、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产品贸易企业、农产品电商企业、餐饮企业、零售企业、冷链

物流企业、冷库运营企业、冷链物流技术与装备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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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周丽平

联系电话：15201607796

邮 箱：zlp@lenglian.org.cn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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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分拟邀嘉宾名单（顺序随机）

崔忠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海照 中外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范端炜 招商局集团交通物流事业部/集团北京总部 副部长

熊星明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总裁、CEO

黄田化 中集集团 副总裁

王建志 河南鲜易供应链有限公司 董事 CEO

王国利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

张太喜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郑瑞祥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冷链负责人

危 平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冷运事业部总裁

董国银 上海光明领鲜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辛 巴 天下新农 创始人

赵军龙 宁夏新华百货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宗 祎 北京首农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飞 每日优鲜 物流 VP

王 巍 阿里乡村事业部-农村事业部高级运营专家

徐良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Bravo 联合创始人

于 彪 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http://www.cmac.com.hk/
http://www.sinotrans-c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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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剑 鑫荣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邹 峰 深圳市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品控总监

陈功伟 果乐乐 创始人兼 CEO

侯占峰 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速冻肉制品事业部 总经理

丁秀洪 本来生活网 COO

张海伟 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总监

许 良 新疆海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胡曙东 东莞市江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元波 你我您 创始人

温海涛 山东新和盛农牧集团 总裁

林香建 福州名成水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春华 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冰 九曳供应链 创始人兼 CEO

林锦增 南京天环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科平 重庆观音桥市场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少平 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永军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任欢欢 汇源集团 副总裁

刘盛儒 济南维尔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建新 增益冷链（武汉）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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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涛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白光利 中粮我买网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云根 果多美 总经理

乔静波 荷美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李玉民 暴龙鲜生 CEO

吕政谚 青松乐活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 旭 都乐（上海）水果蔬菜贸易有限公司 物流总监

苗 海 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总监

余金华 果联科技 创始人兼 CEO

侯 毅 盒马鲜生创始人

马晓梅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 董事长

刘朝阳 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CEO

李军棉 格利食品网 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丽娟 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总监

刘传军 北京云杉世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高志杰 食行生鲜 创始合伙人

张志伟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 董事长

刘全胜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 科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冷链物流总监

张月琳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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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胜 上海紫燕食品有限公司 物流负责人

谢 彬 成都银犁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