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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物联区块链字[2020]119号 

 

关于召开第二届全球供应链数字经济峰会

暨2020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9年 10月 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的第十八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

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2020 年 10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 

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

性产业，是数字经济与区块链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为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落实国家新基建、数字经济和区块链

战略部署，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数字经济、区块链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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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于 2020 年 12 月 16-18 日在

深圳市组织召开第二届全球供应链数字经济峰会暨 2020 中

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年会（简称 2020 中国双链

年会）。 

本次大会是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区块链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也是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

经济、区块链领域行业领袖、业界专家、企业家齐聚的盛典，

更是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区块链优秀企事业单

位全面展示创新成果的重要舞台。 

大会将以“新基建、新连接、新生态”为主题，深入探

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应用前景和方式，分

享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领域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应用优秀案

例，表彰行业优秀做法、优秀企业和个人，探索新时期产业

链供应链领域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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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应用分会、深

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链上（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特别协办：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

业委员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际货代分会、中国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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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分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教育培训部、中国人民大学供应链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上

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与物流研究院、上海大学现代物流研

究中心 

支持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EFEC 中国产业链与供

应链金融联盟、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北京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协会、云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川省现代物流发

展促进会、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产业发展联盟、广州物流与

供应链协会、广东省商业保理协会、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

青岛市供应链协会、宁波市物流协会、厦门市物流协会、广

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深圳市宗惠采购商会 

二、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12 月 16 日 

大会时间：12 月 17-18 日 

三、会议地点 

深圳市博林天瑞喜来登酒店 

四、主要内容 

1.开幕式 

大会设置为期半天的开幕式，1000 余名参会嘉宾将共聚

一堂，将邀请国际、国家和地方有关政府部门领导、高端专

家、行业领袖诠释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区块链的焦点

政策、行业现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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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论坛 

大会设置多场主题论坛，每个专业论坛都以垂直产业/

领域+数字经济+区块链的方式组织召开，包括全球物流供应

链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创新论坛、全国产业供应链金融区块链

创新论坛、全球跨境供应链与港口航运数字化创新论坛、中

国深圳（龙华）产业区块链高峰论坛等。近百位政府部门、

行业专家、企业大咖将深入分享各产业/领域与数字经济、

区块链融合发展的行业走势、先进经验、未来规划。 

3.专题会议 

大会同期将召开多场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应用标准研讨

会、工作组会议和项目对接会，专题会议将组织不同产业/

领域深入探讨各领域与数字经济及区块链融合创新的方式

组织召开。  

4.成果展览 

大会设置专门展览区域，摆放数十个标准展位和特装展

位，集中展览展示全国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区块链发

展最新产品与成果,供与会嘉宾参观交流与合作对接。 

5.重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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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评选并颁发中国“双链奖”，中国“双链奖”是

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是全

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发展的风向标。 

大会还将发布《2020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

蓝皮书》，该报告是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最专

业和最权威的报告，将全面收录和展示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

业区块链最新发展状况、研究成果和应用案例。 

五、会议议程 

12 月 16 日  报到日&闭门会 

10:00-22:00 签到 

15:00-18:00 中物联区块链分会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暨《中国产业

区块链发展报告（2021）》编委会研讨会 

15:00-18:00 中物联区块链分会第一届四次理事会 

12 月 17 日上午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刘舞凤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区块链应用分会秘书长 

09:00-09:20 开幕致辞： 

何黎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 

09:20-09:40 宏观解读：后疫情时期下的全球数字经济变革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09:40-10:00 宏观解读：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创新 

狄刚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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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主题演讲：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产业链新生态 

蔡亮  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0:20-10:40 宏观解读：双循环背景下的全球供应链机遇与挑战 

王国文  中物联区块链分会专家委主任、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 

10:40-11:00 主题演讲：区块链，打造产业数字经济信任基石 

腾讯云 

11:00-11:10 权威发布： 

《2020 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蓝皮书》 

潘海洪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区块链应用分会执行

秘书长 

11:10-12:00 巅峰对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拥抱数字经济重构 

胡大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 

陈伟民  怡亚通集团副董事长 

李勇昭  中储股份副总裁、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 

张帆  浪潮集团副总裁 

12:00-13:30 午餐 

12 月 17 日下午  主题论坛 

2020 全球物流供应链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创新论坛 

曲强  中物联区块链分会专家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导 

13:30-13:50 宏观解读：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与思考 

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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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主题演讲：双链融合，助推产业互联网 

王靖  安永科技咨询合伙人 

14:10-14:30 主题演讲：数字科技赋能产业链 

林顾强  仟金顶 CEO 

14:30-14:50 主题演讲：工业互联网与数字供应链融合发展 

海尔集团 

14:50-15:10 主题演讲：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创新思考 

15:10-15:30 主题演讲：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供应链创新与实践 

15:30-15:50 主题演讲：房地产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15:50-16:10 茶歇 

16:10-16:50 高峰对话：产业链如何依托供应链数字化创新升级 

林咏华  易见股份副总裁兼 CTO、易见纹语总经理 

王争  NTT DATA中国 VP 

16:50-17:30 高峰对话：区块链在物流行业应用面临机遇与挑战 

晏庆华  中物联网络事业部主任、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分会秘书长 

姚小龙  顺丰速运集团助理 CDO 

高啸宇  中储股份战略客服部总经理、中储京科董事

总经理 

纪红青  上海天地汇供应链联合创始人、董事会秘书、

区块链事业部总经理 

2020 全国产业供应链金融区块链创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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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分会秘书长 

13:30-13:50 
宏观解读：产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储雪俭  上海大学教授、现代物流研究中心主任 

13:50-14:10 
主题演讲：核心企业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 

国家电网 

14:10-14:30 
主题演讲：产业金融区块链联盟化创新 

陈然  上海欧冶金服总经理 

14:30-14:50 
主题演讲：区块链数字仓单质押融资应用实践 

孙黎明  中化能源科技副总裁 

14:50-15:10 
主题演讲：打造创新型交易所，开辟产业数字化未来 

董峰  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总经理 

15:10-15:30 主题演讲：银行视角下的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创新 

15:30-15:50 主题演讲：区块链与物联网赋能供应链金融创新 

15:50-16:10 茶歇 

16:10-16:50 

高峰对话：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如何赋能产业金融 

李大学  磁云数字董事长 

龚金  鞍山钢铁集团财务运营部部长 

杨圣  众企安链 CEO 

16:50-17:30 

高峰对话：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中应用面临机遇与挑

战 

钟鸿敏  TCL 简单汇副总裁 

杨炜祖  上海源庐加佳 CEO 



 9 

夏劲松  美的集团区块链实验室负责人 

2020 全球跨境供应链与港口航运数字化创新论坛 

赵一飞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13:30-13:50 宏观解读：RECP 背景下跨境供应链机遇与挑战 

江志斌  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董浩云航运

与物流研究院院长 

13:50-14:10 主题演讲：打造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基础设施 

14:10-14:30 主题演讲：国际物流及货代数字化与区块链创新 

康树春  中物联国际货代分会会长、中国国际海运网

总裁 

14:30-14:50 主题演讲：区块链技术在全球航运领域应用实践 

韦彦豪  IBM 大中华区交通运输行业事业部总经理 

14:50-15:10 主题演讲：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智慧港口建设 

刘彬  招商局港口（华南）营运中心总经理 

15:10-15:30 主题演讲：区块链助力跨境贸易便利化 

王鹏  平安壹账通跨境贸易总经理 

15:30-15:50 主题演讲：全球航运业数字化创新 

15:50-16:10 茶歇 

16:10-16:50 高峰对话：构建区块链跨境商贸流通新生态 

主持人：张国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

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16:50-17:30 高峰对话：区块链助力港口航运数字化生态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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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琳  中物联国际货代分会秘书长 

12 月 17 日晚上  颁奖晚宴 

19:00-21:00 2020 中国 “双链奖”颁奖典礼 

12 月 18 日上午  主题论坛&工作组会议 

09:00-12:00 区块链与隐私计算赋能数据要素创新论坛 

09:00-12:00 产品追溯区块链应用工作组会议与标准研讨会 

09:00-12:00 供应链金融区块链应用工作组会议与标准研讨会 

12:00-14:00 午餐 

12 月 18 日下午  同期支持论坛 

首届中国深圳（龙华）产业区块链高峰论坛 

六、参会范围 

1.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代表。 

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及相关合作机构会员单位代

表。 

3.全国数字经济、区块链领域行业大咖、董事长、CEO、

总裁、总经理。 

4.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物流、商贸流通、制造、金融

等领域企事业单位高管和技术专家代表。 

5.全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单

位代表。 

6.全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等科

技行业的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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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谭小姐（13927440700 微信同） 

陈先生（18123901749 微信同） 

联系邮箱：association@liansum.com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区块链应用分会 

2020 年 11 月 23 日    

mailto:association@lians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