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0+ 直播参会

2个主会场

6个专题讨论

30+
赞助商及展台体验区

85%参会嘉宾
来自品牌商企业

50+ 演讲嘉宾500+ 现场参会

本届论坛构成

全体大会

专题讨论分会场

E2E供应链管理难点 & 解决方案 & 激动人心的头脑风暴

企业高层对话 & 品牌商企业案例 & 供应链专题讨论

跨行业探讨 & 思路拓展 & 人脉圈层效应

主题演讲 & 互动讨论 & 现场体验



日程一览（DAY 1）

第一天上午：供应链宏观变局

08:15 AM 签到及注册

08:50 - 09:05 主持人开场及介绍

09:05 - 10:00

圆桌讨论：CXO价值观——数字化转型之于企业

- 企业组织的转型及调整的障碍、如何破局

- 产业转型 & 供应链转型

10:00 - 10:20

案例分享：供应链端到端可视化——销售增长的关键

- 智能需求感知以及自动化流程对于打造弹性的供应链至关重要

- 改善供应链的跨职能链接，提高运营效率，克服数据孤岛等障碍，并将您的供应链转

变为竞争优势

10:25 – 10:50 茶歇及巡展

10:50 – 11:10

主题演讲：供应商网络中的协同与数字化

- 客户体验始于供应商层面：合作预测成本，缩短交货时间；更好地围绕市场波动规划

材料成本

- 提升数据共享能力、云基础架构和标准化数据语言，提升整个链条的库存管理水平

11:15 - 11:55

圆桌讨论：价值共话——供应链的未来领导力

- 供应链领导力的变革：过去 vs 现在

- 供应链领导力的未来：趋势与前景

12:00 -12:10 VCI 2022 颁奖典礼

12:10 - 13:30 午宴及巡展互动

第一天下午：供应链价值共创专题论坛

分会场1 分会场2 分会场3

数字化转型专题讨论 供应链战略专题讨论 跨境供应链专题论坛

13:30 - 13: 50 有关专题的实际问题（背景介绍、遇到的困难、希望被解决的问题）

13: 50 - 14:20 方案1 （管理方向）

14:20 - 14: 50 方案2 （技术方向）

14:50 - 15:20 茶歇

15:20 - 15:50 方案3 （组织及人才方向）

15:50 - 17:00 现场补充提问 & 圆桌讨论



第二天下午：供应链价值共创专题论坛

分会场4 分会场5 分会场6

供应链计划专题讨论 新零售与数字物流专题讨论 智能制造专题论坛

13:30 - 13: 50 有关专题的实际问题（背景介绍、遇到的困难、希望被解决的问题）

13: 50 - 14:20 方案1 （管理方向）

14:20 - 14: 50 方案2 （技术方向）

14:50 - 15:20 茶歇 & 午宴

15:20 - 15:50 方案3 （组织及人才方向）

15:50 - 17:00 现场补充提问 & 圆桌讨论

第二天上午：供应链创新生态

8:15 AM 签到及注册

8:55 - 9:10 开场 & 介绍

9:10- 9:30

主题分享：碳中和、碳达峰在供应链物流领域的实践

- 碳中和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进程，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刻变革

- 供应链零碳转型的落地实践案例

9:35 - 9:55

案例分享：整合供应链，坚持可持续

- 企业可持续发展关键词“环保”、”绿色“、”低碳“

- 实践路径：从源头做起，整合供应链，确立共同目标

10:00 – 10:20

主题分享：全球采购新模式 - 第五代采购

- 涨价、断料、缺芯、风险，2022全球供应链10大问题

- 危中寻机，提升产业链国际化能力和竞争

10:25 - 10:45 茶歇 & 巡展互动

10:45 – 11:05

案例分享：全球供应链合作新模式

- 全球供应链的特点

- 跨国企业加强全球合作的案例分享

11:10 - 12:10

圆桌讨论：供应链高层对话——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大数据的应用趋势

- 大数据在供应链的应用场景

（e.g.  供应链金融、物品追溯、智能编号、供应链计划、智能决策）

- 大数据在供应链实施的障碍、如何破局

12:10 - 13:30 午宴及巡展互动

Agenda	(Day	2)



往届参会构成

供应链

物流

采购

仓储

计划

质量

3% 3% 
7% 8% 

14% 

30% 
35% 

参会者职能

参会者职位

面向以下职能

相关决策者

制造

IT技术

数据分析

情报分析

数字化

商业战略

参会者行业

28% 

23% 

18% 

13% 
10% 

5% 3% 

快消品

30% 

新零售&汽车后市场

15%
高科技&电子

12%

新能源&工业制造

产业链

13%

日化美妆

10%

医药&医疗

10%

鞋服时尚

5%

化工&其他

5%



医疗 &医药

爱尔康 强生医疗
阿斯利康 默沙东

上海医药集团 诺华
威高医疗 辉瑞

西安杨森制药 罗氏
华润三九 赛诺菲

礼来 广州医药集团
丽珠医药 优时比制药

法国高德美制药 药明生物

新能源&工业制造产业链

上海电气 金凤科技
采埃孚 米其林
比亚迪 南洋科技

汇川科技 上海蔚来汽车
上汽通用 欧冶云商
中国中车 华能电子
科大智能 宁德时代

沈阳仕材料 新时达机器人
特斯拉 欣旺达
吉利 大疆

时尚鞋服

威富集团 快鱼服饰
希音国际 孩子王
波司登 耐克
迪卡侬 太平鸟
盖璞 戴维贝拉

暇步士 森马服饰
海明控股 七匹狼

海恩斯莫里斯 斯凯奇
海澜之家 暴走的萝莉

热风 Ubras
韩都衣舍 莫妮卡
江南布衣 雅戈尔

李宁 飒拉

日化美妆

伽蓝集团 娇韵诗
安利 欧莱雅
雅芳 科蒂集团

贝德玛 立白
拜尔斯道夫 隆力奇

蓝月亮 路威酩轩
狮王日化 唐三彩
中顺洁柔 玫琳凯
自然堂 纳爱斯

上海上美 宝洁
高露洁 百雀羚

雅诗兰黛 完美
欧舒丹 珀莱雅
无限极 资生堂

快消

百威英博 玛氏食品
佳格食品 海天酱油
金锣集团 达伯埃大众
光明乳业 蒙牛
嘉吉公司 金佰利
可口可乐 亿滋国际
达利食品 雀巢
达能 日清食品
帝亚吉欧 百事
费列罗 良品铺子
恒天然 华润怡宝
健合集团 三得利
娃哈哈 三只松鼠
喜力 康师傅
荷美尔 统一企业
无限极 青岛啤酒

新零售&汽车后市场

中策橡胶 便利蜂
德国福斯 网易严选
百思买 每日优鲜
途虎养车 拼多多
3M 小红书
滴滴 卡士酸奶
好孩子 认养一头牛
弗吉亚 星巴克
米其林 满屋严选
纽曼 钟薛高
宜家 盒马鲜生

高科技&电子

长虹 美的
方太 海康威视
TCL 京东方
科沃斯 欧姆龙
海尔 创维
海信 科大讯飞
华能电子 西门子
华为 施耐德
九阳 小米
LG电子 中兴

化工&其他

亚什兰 塞拉尼斯
巴斯夫 东鹏瓷砖
陶氏化学 默克化工
杜邦 芬美意香精香料
湛新树脂 安姆科包装

拟邀参会嘉宾



人气嘉宾/环节及视频回顾
（以下仅整理部分VCI年度峰会中的精彩话题，排名不分先后，更多相关活动请关注VCI视频小程序）

演讲主题：“数字化转型赋能供应链”
Mandy TU, 全球供应链副总裁，昕诺飞
https://mzj.h5.xeknow.com/s/3x4vWi

演讲主题：“数字时代的供应链创新”
谭慧明，数字供应链运营总监，宝洁
https://mzj.h5.xeknow.com/s/2jLzxu

演讲主题：“传统企业智慧的供应链演进之路”
罗腾，集团供应链计划总经理，福江、西南区域总经理，恒安集团
https://mzj.h5.xeknow.com/s/2jRP5x

演讲主题：“线上线下 To B/C 一体化助力企业增长”
林泰恩，首席产品官，安得智联
https://mzj.h5.xeknow.com/s/2d9vJW

演讲主题：“后疫情*双循环：企业决策该如何进级”
王曦，联合创始人&CPO，杉数科技
https://mzj.h5.xeknow.com/s/14Cb9J

演讲主题：“打造数字化韧性供应链，应对全球不确定性”
Jeb Insley,大中华区数字化供应链与工业4.0总经理，SAP中国
https://mzj.h5.xeknow.com/s/1l5Sq0

辩论赛：唇枪舌剑——未来供应链人才的出路一定在本土企业
正方观点：同意；反方观点：不同意
https://mzj.h5.xeknow.com/s/4kmn1z

圆桌论坛：破与立，从全局化、生态化的角度看供应链

https://mzj.h5.xeknow.com/s/1Uoo5d

扫码进入视频平台

获取更多专业内容

个人奖
VCI2022供应链价值领军人物

VCI2022供应链生态领军人物

VCI2022供应链技术价值领袖奖

VCI2022供应链最佳人气奖

案例奖
VCI2022最具创新价值案例奖

VCI2022经典应用案例奖

VCI2022优秀行业应用案例奖

VCI2022优秀行业解决方案奖

VCI 2022供应链价值共创年度论坛——
颁奖典礼奖项设置

（细分行业：快消、新零售、汽车后市场、高科技、电子、日化美妆、时尚鞋服饰、化工……）



往届赞助伙伴 Previous Sponsors



活动历程 & 精彩瞬间
（以下仅整理部分VCI年度峰会，更多相关活动请关注公众号或官网查看）

VCI 2016 亚太供应链创新峰会

聚焦端到端供应链痛点

亚太首个聚“供应链计划”专题的2天峰会

视频花絮链接

VCI 2018 供应链计划创新论坛｜上海
深耕“供应链计划”相关热点话题，

2个主会场 & 4个分会场，
20+品牌商企业计划相关负责人案例分享

文字报道链接

VCI 2020供应链智慧生态创新峰会｜广州

亚太最激烈的供应链专业辩论赛

峰会文字报道

VCI年度论坛自2016年创立至今，深耕于供应链领域。始终面向品牌商企业的供应链管理

中高层，我们通过年度论坛，为供应链人创造价值平台，不断为品牌商供应链决策者提供有效

的内容和服务；与国际接轨，汇聚全球范围内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前沿的案例、理念和技

术，进而推动中国供应链的发展，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峰会之一！

2021上海供应链发展高峰论坛
供应链越发受到政府和国家的关注， VCI在供应链的

深耕得到政府的认可，开启VCI在政企合作的新篇章！

文字报道链接

扫码关注公众号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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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Registration	Form

Name: 

Company: 

Job Title: 

Telephone:

Mobile:

E-mail:

Your Business Card 

*  I confirm my participation based upon 
these details. 

Signature: 

Date: 

Signature: 

Date: 

*  Confirmation from VCIntegration

Your Invitation Includes
• Full access to the entire 2-day exclusive conference 
• Exclusive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with 250+ ultimate supply chain executives  
• Access to all 5-star breakfasts, luncheons, and refreshments

Important Notes
• Free seats for VCI membership
• This event is by VIP invitation only, and is 

inclusive for VPs/Director of Supply 
Chain/Logistics/Warehousing/Distribution

• Please bring your business card on site for 
registration

Sub-Venue 1 Sub-Venue 2On-site Live streamWay of Participation: Sponsor

Live stream

Event Detail
Date: April 2022
Time: 08:30am -17:30pm
Venue: TBD, 上海
Organizer: VC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