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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主办单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香港贸易发展局

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韩国电子信息通信产业振兴会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

中国视像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支持媒体：《新财经》《中国电子商情》《中国电子报》等  

同期活动：第 86 届中国电子展   亚洲电子展   IC CHINA

【论坛背景】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合作的新空间和新方式，赋

予了开放、共享、互动、服务、创新等理念新的内涵。

当前的互联网已经掀起了新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

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在国务院印发的《互

联网 + 行动意见》中，“互联网 +”的定义从“实

现工具”提升到了“创新要素”，进一步强调了互

联网在各行业的战略重要性，提出树立互联网思维，

坚持互联网融合创新。

 互联网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已经为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变革，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产业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电子行业

变革就必须要依靠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和“互联

网 +”的有效融合来获取核心竞争优势。通过互联

网平台促进电子行业内供应链间的整合，寻求与其

他行业的跨界融合。突破传统思维，利用“互联网+”

有效提高行业产品价格优势，挖掘行业创新潜能，

提升行业价值创造力，实现电子行业在“互联网 +”

环境下的价值转型。本次论坛将基于“互联网 +”

的电子行业变革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诚邀您参

加此次论坛！

中国电子展官微 中国电子展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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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参会】

1、国（境）内外电子生产、应用的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2、电子设计、生产加工企业的采购、供应链管理人员

3、电子信息应用工程等企业产品、技术、质量、项目、销售负责人

4、电子行业协会、学会、联盟等组织机构相关人员等

【嘉宾阵容】

胡   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委核心专家组组长 

王保华  前艾科泰集团全球采购副总裁 采购委核心专家组代组长 

吴   胜  芯原集团副总裁 

吕云波  联想集团采购总监 

【议题内容】

电子供应链管理相关话题                    “互联网 +”电子行业供应链变革话题

如何有效维护企业供应商群落的生态平衡 ?      如何盘活企业供应链的大数据资源？

在需求计划和供应计划间跳舞                         工业 4.0 时代电子制造企业如何做好供应链管理？

精益供应链管理中的精艺                               “互联网 +”与供应链管理的不期而遇

库存优化助力电子制造企业供应链转型            电子制造业“空心化”是“危”or“机”

【联系方式】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A 座 704 室 
齐滢孜
电话：010-51662329 转 25 / 13911239775
邮箱：401361828 @qq.com
传真：010-6818951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委员会

地址：北京月坛北街 26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金蕾
电话：010-58566588-212/18810070760
邮箱：jinl@chinascm.org.cn
传真：010-58566962
李帅
电话：010-58566588-213/15652622598
邮箱：lis@chinasc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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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及回报：
说明

（尺寸/时间）
单价
（元）

钻石赞助 白金赞助 黄金赞助

120000元 100000元 20000 元

论坛演讲 标准时段 80000 1 1 0

论坛休息期间播放视频广
告

（自行设计好播放时间，
超时不播）

企业及产品介绍
PPT 格式

4000 元 /
分钟

3 分钟播放
4 次

2 分钟播放
4 次

1 分钟播放
4 次

参会名额 全天 2000 4 3 2

《会刊》上刊登广告 300 像素
15000-
5800

封底整版
封二 / 三 /

扉
内页

论坛现场背景板上出现公
司 logo

300 像素 4000 √ √ √

企业宣传资料会场摆放 会议前一日送达 2000 √ √ √

企业产品易拉宝展示 自带 1000/ 个 3 2 1

论坛官方网站 3 个月企业
Logo 链接

215X150 3000 √ √ √

《中国电子商情》杂志整
版广告 210X285 15000/ 期 二期 一期

中国电子展官方微信 - 图
文推送 图片、1000 字 1000/ 次 6 4 2

论坛宣传资料印有公司
logo 矢量文件 3000 √ √

论坛代表证上将出现公司
Logo 300 像素 6000 √

L 型文件夹广告 

 ( 行业展会上发行 )
500 个 2000

手提袋赞助  

（需体现会议名称）
500 个 2000

礼品或论坛笔记本赞助
（需体现会议名称） 500 个 2000

总价值 206000 166000 55800

11 月 13 日 上午

8:00-8:50 参会代表报到

9:00-9:10 致辞：中电国际总部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领导

9:10-9:20 致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领导

9:20-9:50 主旨演讲：“互联网 +”战略对电子行业的影响   工业和信息化部
运行监测协调局

主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委 核心专家组组长 胡珉  

9:50-10:20 工业 4.0 时代电子制造企业
如何做好供应链管理？

前艾科泰集团全球采购副总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委核心专
家组代组长 王保华

10:20-10:50 “互联网 +”与供应链管
理的不期而遇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曙光研究院院长 郝
浩

10:50-11:20 如何有效维护企业供应商
群落的生态平衡 ? 芯原集团副总裁 吴胜

11:20-11:50 库存优化助力电子制造企
业供应链转型 待定

11:50-12:20 精益供应链管理中的精艺 联想集团采购总监 吕云波

12:20-14:00 午休（自由交流）

11 月 13 日 下午

主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委 核心专家组代组长 王保华

14:00-14:30 谁锤动了我的供应链？ 锤子手机供应链负责人（拟）

14:30-15:00 在需求计划和供应计划间
跳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委核心专
家组组长 胡珉

15:00-15:30 如何盘活企业供应链的大
数据资源？

上海汇赋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
慧敏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电子制造业“空心化”是
“危”or“机” 待定

16:15-17:15 互动环节——“互联网 +”思维下的供应链创新模式讨论

                                        日程以现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会议日程】
2015 中国电子供应链高峰论坛 - 赞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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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4 中国电子供应链高峰论坛回顾  2014 中国电子供应链高峰论坛

部分参会单位
国家广电部
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香港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中国移动通讯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三星集团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东芝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上海泰科国际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吉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飞利浦照明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英格索兰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胜科纳米（苏州）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G SEMTECH
ASM china ltd.
深圳比亚迪
索尼中国
COMPTRONICS KOREA CO., LTD.
LZe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anboot
suffice
安徽中鑫半导体有限公司
安靠
安特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常州常捷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优宝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德信无线通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梵华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福建欧中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科信实业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
哈姆林
杭州控释科技有限公司
河东企业电子有限公司华东区
华努迪克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东华测试
江苏坚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市成孚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豪呐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南京栖霞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盛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启东吉莱电子有限公司
瑞同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润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奇计电子
上海复祥公司（咨询公司）
上海捷中创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聚众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阔涵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朗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南安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乾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赛博
上海三友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时捷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天臣威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天英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电焊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零盛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煦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映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涢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紫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尚德轩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悦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瑞产业研究有限公司
胜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沭阳晶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鑫玥贸易
瓦克化学
皖臻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威雅利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温州思必得供应链有限公司
无锡明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国邦电子设备厂
无锡市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无锡亚丰家电经营部
徐州欣嘉泰电子电器厂
亚美滤膜（南通）有限公司
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浙江杭一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镭视奇科技有限公司
AEM 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ASA 上海办公室
MBP 软件集团
Samsung Display Co.,Ltd
WinTech Nano-Technology Services 
Pte,Ltd,
埃森哲
艾飞克机电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涯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发飞询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麦克迪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常州银河电器有限公司
畅博电子 ( 上海 ) 有限公司
大连双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陆汽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帝发技术 ( 无锡 ) 有限公司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 ) 有限公司
恩沛音响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福建欧中电子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碧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海派世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巨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信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富投资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永涛实业有限公司
凯惠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攀峰电子有限公司
乐清市申联电器有限公司
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能源动力
美商安富利公司上海办公室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吉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南通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宏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乐登电子有限公司
诺信 ( 中国 ) 有限公司
浦东软件园
普印力中国
瑞穗投资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山东迪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禄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鼎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高维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沪盛轻化新技术研究所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滑稽剧团演出策划部
上海吉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创业中心
上海迈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模数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塞维斯玻璃有限公司
上海山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深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双菱风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稳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希瑞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绎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正贝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智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卓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传安家俱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维商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启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瑞产业研究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维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司
苏司兰风能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博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林茂久胜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网新鼎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龙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 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增你强 ( 上海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达通讯 ( 苏州 ) 有限公司
浙江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