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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主会场全体会议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专题论坛

 店铺营运管理研讨会暨年度金牌店长交流会

 零售企业投资运营购物中心专题研讨会

 零售采购模式变革研讨会

11月5-7日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

2010中国零售领袖峰会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系列活动将于2010年11月4-7日在南京召开。届时，中国零售业发展将翻

开精彩的一页。

主题：探寻多元零售时代新价值源

作为零售行业发展的见证者，企业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作为行业引领者，肩负着

科学判断、正确指引的重任。

“中国连锁业会议”像一座里程碑，预示和引导企业在理性的行业轨道上发展。

亮点：中国零售领袖峰会

作为会议组织的创新——“中国连锁百强·零售CEO峰会”更名为“中国零售领袖峰会”。零售企业高

层将受邀获得固定席位制服务，精英群聚，共商大计，彰显行业领袖者的风采。

回馈：连锁会员企业免费参会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是业者学习交流的盛会。零售创新、网络零售、

人才战略、采购模式、金牌店长等关键词，将吸引上千名连锁企业中高层代表参会。

为回馈连锁会员企业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参与，第十二届连锁业会议将向连锁会员企业免费开放。

连锁业年度盛会因您的参与会更加精彩！

欢迎词

日程安排



2010年度零售创新奖

在 2010年“零售创新奖”征集和评选过程中，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创新案例，特别是最终入围的创新案例，具有共同特点，

即注重细节、引领市场前沿、取得明显的实际成效。

为表彰和宣传企业为创新所做出的努力，在行业中形成创新的企业文化，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协会推出本年度“创

新奖”和“创新大奖”。获奖案例还将在“零售创新”主题论坛进行分享。

（将在 11 月 4 日举行的“中国零售领袖峰会晚宴”上揭晓结果）

2010年度CCFA金牌店长

受经济危机影响，门店的经营管理难度加大，促进销售、保持利润水平是每个店长的首要任务。2010 年度“CCFA 金牌店长”

活动将重点关注门店盈利水平、销售额增长及费用控制等方面，并现场评选出“十佳金牌店长”，分享其成功经验，助推行业进步。

（将在 11 月 6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揭晓结果）

CCFA2010中国连锁年度人物

多元时代下，中国零售业面临着特殊挑战，探索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模式并寻求创新发展机遇，已成为每一家领先零售商亟

需解决的战略难题，行业的有序竞争需要领先的零售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同样需要有贡献、有魄力的领跑者。

参选 CCFA 中国连锁年度人物，是今年中国零售业中重大经济事件的当事人，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关注；预示中国

零售业的未来趋势；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国零售业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将在 11 月 6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揭晓结果）

CCFA2010年度中国零售业员工最喜爱的公司

在 2006-2009 年“年度中国零售业最佳雇主”评选的基础上，今年引入最新的国际专业调查方法，并调整了活动名称。主

办者希望引导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突出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发展，关注员工的素质培养与权益保障，探索公司可持续的

管理思路与重点，有力提升企业品牌高度。

（将在 11 月 5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揭晓结果）

奖项介绍

相关活动

连锁企业购物中心招商洽谈会

购物中心招商资源不足！品牌商选址困难！

“连锁企业购物中心招商洽谈会”将一站式满足招商和选址双方的需求。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期间，将举办“连锁企业购物中心招商洽谈会”，徽商集团、沃尔玛、物美集团、中百集团、武商集团、

欧亚集团、TESCO、王府井、永旺、新华都、兴隆大家庭、心连心集团等连锁购物中心企业将作为主谈方，设置展位，寻求合作。

同时，众多上游商业地产商和下游品牌商将到场，共同洽谈招商选址等方面的合作。

欢迎有意在开发战略和招商选址上寻求合作的购物中心、商业地产商、连锁企业、各类品牌商、专业店、专卖店以及各级

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参与本次活动。

采购沙龙系列活动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采购沙龙是基于会员企业资源成立的由 100多家大中型连锁零售企业的 200余名采购总监和各部类采购

负责人组成的组织。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期间，协会将组织采购沙龙成员召开零售采购模式变革研讨会。同时将组织采购沙龙成员专场

参观展览并与东莞展团、新乡展团等地方的参展团组进行专场对接和洽谈。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组委会委员名单

成员 单位名称 职务 协会职务

陈  朗
华润集团 董事副总经理

理事会主席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孙为民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副会长

吴坚忠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会长

程  军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副总经理

副会长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

王  培 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副会长

马嘉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常务理事

余叶嘉莉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及亚太区零售及消费品行业主管   常务理事

杨德宏 富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  裁 常务理事

张智强 SPAR中国 董  事 常务理事

李维龙 辽宁兴隆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  事

赖伟宣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  舫 中国商报社 副总编辑 个人理事

顾国建 上海商学院 教  授 个人理事

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  长 会  长

郭戈平顾国建朱  舫赖伟宣

李维龙张智强杨德宏余叶嘉莉马嘉

王  培程  军吴坚忠孙为民陈  朗

他们，置身零售行业多年；

他们，领军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业绩卓越；

他们，对零售行业拥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他们贡献自己的智慧，分享自己的经验，为连锁企业量身打造专业会议。

中国连锁业会议组委会委员向全行业倾力推荐年度行业盛会。



致欢迎词

演讲嘉宾：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多元零售的综合管理

主持嘉宾：陈有钢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

演讲嘉宾：孙为民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  硕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首席运行官

          张贤存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连锁企业与资本市场

主持嘉宾：柯镇洪   普华永道审计部合伙人

对话嘉宾：汪建国   江苏五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平   龙柏资本董事长

改变消费者行为

演讲嘉宾：Simon Hall   TCC 区域业务拓展总监-亚洲区

建立和谐企业人才战略机制

主持嘉宾：朱  舫   中国商报社副总编辑

演讲嘉宾：黄明端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大润发）董事长兼执行长

对话嘉宾：CCFA2010 年度中国零售业员工最喜爱的公司代表

顾客研究及消费趋势分析

主持嘉宾：Janet Hoffman  埃森哲全球零售业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陈耀昌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尔玛全球高级副总裁

          唐思杰   百思买商业 (上海 )有限公司亚太区总裁、百思买全球执行副总裁

          三枝富博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及三届五次理事会交流晚宴暨颁奖晚宴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仅限特邀代表参与 峰会将提供同声传译服务）

峰会日程

2010年11月4日  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郭戈平 陈有钢 孙为民 陈  硕 张贤存 柯镇洪 王  平汪建国

Simon Hall 朱  舫 黄明端 Janet Hoffman 陈耀昌 唐思杰 三枝富博



大会主场

11月5日下午-6日上午 主题论坛  Theme Forum

    鉴于全体会议时间及研讨议题限制，考虑往届参会者所提建议，对本次会议主会场形式进行创新，增加了

三个平行主题论坛：网络零售、零售创新、零售物流，这些紧贴零售企业所关注和实践的热点话题，旨在为与

会代表带来更多思路和借鉴。

主题论坛一：网络零售（11月5日下午）

    传�零售��网络零售的主���体�在：在������，���的进���、�为��的物流体�、传�零售��网络零售的主���体�在：在������，���的进���、�为��的物流体�、，���的进���、�为��的物流体�、���的进���、�为��的物流体�、

强大的品牌影响��在��者��，提供��的�物体�和�全的售�服务。论坛将���传�零售与网络零��在��者��，提供��的�物体�和�全的售�服务。论坛将���传�零售与网络零�在��者��，提供��的�物体�和�全的售�服务。论坛将���传�零售与网络零

售的互补”��讨论。

传统零售商开展网络零售业务的思考 

演讲嘉宾：张国衡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零售业的多渠道发展前景 

演讲嘉宾：杨德宏  富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网络零售的发展前景

演讲嘉宾：徐  晶  红孩子集团高级副总裁、CIO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The 12th China Retail Industry Convention

2010年11月5-6日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11月5日上午 全体会议  Plenary Session

开幕仪式

政府代表致辞

理事会主席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陈  朗 华润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高端论坛：零售业发展趋势预测 

主持嘉宾：孙  坚   如家酒店集团 CEO

对话嘉宾：郑万河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卫  哲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Eric Legros（罗国伟）   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Douglas A. Jackson（戴嘉舜）   可口可乐公司中国区总裁

          Nicolas Delagiroday( 李可达 )   宝洁公司大中华区市场战略与规划部总监

现场调查分析报告

演讲嘉宾：许坚真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CCFA2010年度中国零售业员工最喜爱的公司 颁奖仪式

陈  朗 孙  坚 郑万河 卫  哲 罗国伟 戴嘉舜 李可达 许坚真



主题论坛二：零售创新 （11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如何通过业态创新、营销创新、商品创新、技术创新改�经营，并满足��者需求，�零售企业��的�，�零售企业��的�

�因素。创新�企业�����的���，�零售创新����”的����将在本论坛��。。创新�企业�����的���，�零售创新����”的����将在本论坛��。

店铺设计为零售企业创造价值

演讲嘉宾：Rkurd Durrant  rkd retail/iQ 集团董事长

2010年度零售创新获奖案例分享

主题论坛三：零售物流 （11月5日下午-6日上午）-6日上午）6日上午）

零售物流现状与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李  涛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效供应链体系下的物流精细服务

演讲嘉宾：麦高澍  TESCO 中国总部供应链及分销配送计划经理

如何做好便利店的物流——低成本与精确快速

演讲嘉宾：蔡广文  统冠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台湾统一超商 7-11 集团子公司 )

冷链企业在低温冷库建设上与零售商的合作案例

演讲嘉宾：纪志坚  大连三洋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

建设零售物流中心的成功关键

演讲嘉宾：郭仁正  曼哈特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对话1：流程优化与物流信息系统建设

主持嘉宾：牛东来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专家、北京众捷创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话嘉宾：蒋宗明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  祺  上海红色草原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运营总监

现代物流技术应用与配送效率效益提升

演讲嘉宾：严梦伟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新零售时代与物流创新

演讲嘉宾：刘  波  百世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

对话2：技术引领物流未来

主持嘉宾：廖建荣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物流专业委员会专家、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对话嘉宾：章大胜  摩托罗拉解决方案业务中国区企业解决方案总监

          唐夫勤  集保物流设备 (中国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何林勋  上海国宝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朱  立  大福自动化物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国衡 杨德宏 徐  晶 Rkurd Durrant 李  涛 麦高澍 纪志坚 郭仁正 牛东来

蒋宗明 张  祺 严梦伟 刘  波 廖建荣 章大胜 唐夫勤 何林勋



11月6日上午 全体会议  Plenary Session

对话：零售IT如何在变革的商业环境中创造更大的价值

主持嘉宾：狄同伟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对话嘉宾：吴坚忠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乃杰  德利多富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零售业部总经理

          王成伟  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集团台式机方案总监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言  

演讲嘉宾：郭戈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

CCFA2010中国连锁年度人物  2010年度CCFA十佳金牌店长  颁奖仪式

理事会主席的交接仪式  新任理事会主席致辞

11月6日 下午 专题论坛  Thematic Sessions

专题论坛一：店铺营运管理研讨会暨年度金牌店长交流会

    交流会将�向中国连锁企业的中高���人员，探讨门店营运和��的话题。本论坛将邀�业�����论坛将邀�业�����将邀�业�����

和2010年度�秀金牌店长到会����经�，传播门店经营最佳实践。

零售企业节庆促销管理

演讲嘉宾：徐  康   武汉中百便民超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年度金牌店长经验分享

演讲嘉宾：2010 年度优秀金牌店长

连锁店铺营运管理核心及卓越金牌店长职能

演讲嘉宾：李孟熹   国际 ICMCI 认定经营管理顾问

专题论坛二：零售企业投资运营购物中心专题研讨会

连锁企业开发购物中心现状     

演讲嘉宾：武瑞玲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热点对话1：社区购物中心发展模式、机遇、风险

主持嘉宾：成  路  澳邦成行总经理

对话嘉宾：蔡宇翔  21 世纪不动产商业地产总经理

          姜利民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有限公司摩尔总裁

          孙  韬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购物中心事业部总经理

日本连锁企业投资与运营购物中心经验分享   

演讲嘉宾：朱  菁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中国区战略发展总经理

欧美连锁企业投资与运营购物中心经验分享   

演讲嘉宾：迪克·葛洛夫  RDC 商场开发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大会主场 专题论坛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The 12th China Retail Industry Convention

狄同伟 吴坚忠

许乃杰 王成伟

徐  康 李孟熹

成  路 蔡宇翔

姜利民 孙  韬

朱  菁 迪克·葛洛夫



（大会日程以�场公布为准）

热点对话2：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模式、机遇、风险

主持嘉宾：鲁炳全  北京博智行商业地产研究院院长

对话嘉宾：刘  聪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曲德君  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新培  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志良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结演讲

演讲嘉宾：范小冲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连锁品牌和购物中心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阳光 100 置业集团常务副总裁

专题论坛三：零售采购模式变革研讨会

社区超市商品结构和价格结构的调整

演讲嘉宾：卢代盛  天津市津工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全冷链净菜经营模式探索及实践

演讲嘉宾：杨  纯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采购副总经理

麦德龙的农超对接实践

演讲嘉宾：任  冰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商品管理部高级经理

差异化经营追寻超市经营的蓝海

演讲嘉宾：谢尚东  安徽省徽商红府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门店形象总监

鲁炳全 刘  聪

范新培 于志良

范小冲

卢代盛 杨  纯

任  冰 谢尚东

峰会 连锁业会议演讲嘉宾来自:

澳邦成行 博智行



报名程序

请于 10 月 29 日前将参会报名表连同付款凭证底联一并传真至协会，我们将以此确认您的参会资格，并发《参会确认函》。

连锁业大会参会费用：

★ 报到时间及地点：详情�参阅报���出的《参会确认函》

报名咨询电话

欢迎登陆 www.ccfa.org.cn          www.chinaretailexpo.com

贴心周到的会务服务将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商务之旅

酒店集中

本次会议推荐入住酒店相对集中并地处玄武湖畔，距离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3公里以内。

会场集中

除理事会和峰会安排在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其他所

有会议和活动均集中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所有代

表可以一站式参观、参会、交流、洽谈。

交通便捷

我们将在代表入住酒店和展场、会场之间安排摆渡

大巴，方便代表往返会场和酒店。

报到简单

我们将在代表入住相对集中的区域中设立报到中

心，代表可以轻松办理会议报到，领取相关证卡和票券。

劳逸结合

在紧张充实的参会、参观学习之余，我们将推荐南

京及周边旅游线路供代表和展商选择，欣赏大好河山和

名胜古迹，领略江南水乡自然人文无限风情。

参会须知

企业类型 金额

会员

企业

连锁企业 免费

非连锁企业（地产商、供应商、咨询机构等） 1600元/人

非会员企业 2600元/人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仅限本人） 免费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参展企业 1人免费

★ �用含主会场、主题论坛、�题论坛的参会�、资料�，5、6日午餐，免�参观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览会

★ 同单位付�的参会代表超过五人（含五人），�受会议�8折�惠

★ 每�企业没�参会�额限制。大会整体�额�限，报��从速

活动名称 咨询电话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及晚宴 孙工贺  010-68784921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主会场
李  满  010-68784951

刘佳宁  010-68784926

专题研讨会

店铺营运管理研讨会暨年度金牌店长交流会 王  升  010-68784936

零售企业投资运营购物中心专题研讨会 邴  雪  010-68784931

零售采购模式变革研讨会 胡培颖  010-68784980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 吴  菲  010-68784995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The 12th China Retail Industry Convention



（排�不�先�)

中国零售领袖峰会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业会议拟邀请名单

        理事会主席

陈  朗
华润集团                    董事副总经理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第一副会长

姜俊贤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会长

郑万河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为民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王宗南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国满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朱丽筠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  坚 如家酒店集团 首席执行官

纪志坚 大连三洋冷链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培桓 山东家家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苏敬轼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总裁

陈  晓 国美电器 董事局主席

程  军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吴坚忠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培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李燕川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裁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含华联）

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润发）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百思买（中国内地）

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银座集团）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

武汉中百连锁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武汉中百便民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好又多管理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界百货中国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ESCO(中国内地）

易初莲花

百盛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

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超市有限公司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旺（中国内地）

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迪信通商贸有限公司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百佳超市（中国内地）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易买得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

宜家家居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美特好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加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保龙仓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江西洪客隆百货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西单友谊集团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阳光百货集团总公司

华糖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

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人本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岁宝百货有限公司

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司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话机世界数码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

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内地）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佳华百货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家得宝（中国内地）

SPAR中国

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富基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德利多富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陕西阿瓦山寨品牌投资有限公司

Inditex ZARA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NIKE(苏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

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凡客诚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万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集团

惠康超级市场

江苏汇银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骏业珠宝有限责任公司（戴梦得）

乐天超市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

芒果服饰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柒-拾壹(北京)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莎莎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晨光文具礼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无印良品（香港）有限公司

新秀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雅诗兰黛集团

烟台市振华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颐高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动向（kappa）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零售商

采购设备、技术、商品、特色农产品；抢占二三线城市商业网点资源；关注业内热点，结交同行朋友

设施设备技术商

展示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维系联络老客户，开发结交新客户；研究探讨业内新标准、新技术

商业地产商

展示和推荐商业项目；探讨商业地产核心问题；寻找与零售商的合作机遇

品牌商

与全国范围内的购物中心企业和商业地产商建立联系；寻找店铺资源；洽谈战略合作

商品供应商

树立品牌形象、展现企业实力；与渠道商探讨营销技术；拓展零售渠道

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展示和推广特色农产品；寻找打通零售渠道的商机；探讨自有品牌开发合作

THE 12th CHINA CHAIN STORE EXPO
第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

2010年11月5-7日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5th-7th Nov. 2010
Nanj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登陆 www.chinaretailexpo.com 了解更多信息   参展参观咨询 (010) 68784996/4998/4980

谁 将关注和参与本届展览会？

我们一直与您共同保持                的姿态⋯⋯领跑者

SPONSORED BY CHINA CHAIN STORE & FRANCHISE ASSOCIATION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2010 商务部内贸领域引导支持展览会

一次差旅·一个地点·三天时间·无数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