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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我们助您创未来！

尊敬的参会嘉宾：

谨代表本次年会主办方 SCOM- 中国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真诚感谢您拔冗莅
临2022 “超越动荡，拥抱梦想！” 中国第十一届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年度大会。
为了更好地向您提供大会服务，请关注以下事项：

        如何进入直播：

        1. 输入直播网址 :https://live.qing.tv/event/97795954

       （手机观看请扫码下方左侧二维码）

        2. 输入您报名时所留手机号及验证码

        3. 微信扫码登陆 ,进入直播间

        提问：

        如您希望就大会相关议题或演讲进行深入探讨 

        1. 请在聊天框内打字留言提问 

        2. 请在问题前写明您的姓名及公司 

        3. 温馨提示 : 由于本次大会为线上直播，会有些许延迟，请您耐心等待

        会后调查问卷：

        您的宝贵意见将有助于会议质量的改进和提高。

        会议结束之后，请您扫码下方右侧二维码完成调查问卷，我们将不胜感谢。

        如有未尽事宜，敬请在聊天框内咨询 SCOM 工作人员

        我们将乐于为您服务

      

        SCOM- 中国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

2022 第十一届中国供应链经理人年度大会
满意度 1分钟小调查

2022 第十一届中国供应链经理人年度大会
直播间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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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背景
- 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

- 乌卡时代的商业场景；

- 供应链数字化技术趋势和实现途径；

- 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全球标准解读及自评；

- 乌卡时代的人才市场回顾与展望

……

越是动荡越要拥有梦想！ 越是动荡越要拥有梦想！ 

  

疫情、战争、地缘、贸易壁垒、制裁……国际社会的动荡使全球供应链进入了不稳疫情、战争、地缘、贸易壁垒、制裁……国际社会的动荡使全球供应链进入了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时代。 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时代。 

  

供应链管理人的职责从单纯的库存、计划、物流或采购扩展到整体供应链运营的供应链管理人的职责从单纯的库存、计划、物流或采购扩展到整体供应链运营的

柔性化、数字化、智能化、可持续化和安全性上来； 柔性化、数字化、智能化、可持续化和安全性上来； 

  

我们都面临着知识升级的挑战，以前基于大批量生产模式的管理理念早已经无法我们都面临着知识升级的挑战，以前基于大批量生产模式的管理理念早已经无法

处置 UVCA 时代的各种难题，继而代之的是“供应链弹性”、“解耦合”、“可得性”、处置 UVCA 时代的各种难题，继而代之的是“供应链弹性”、“解耦合”、“可得性”、

“DDMRP”、“、数字孪生”、“中国 +1”、“供应网络”、“碳排放”……等等新术语和新词； “DDMRP”、“、数字孪生”、“中国 +1”、“供应网络”、“碳排放”……等等新术语和新词； 

  

在以需求驱动的动荡时代，供应链管理人正在思考如何通过供应链优化、确保企在以需求驱动的动荡时代，供应链管理人正在思考如何通过供应链优化、确保企

业的竞争优势、提高资产利用率，持续增加盈利水平。 业的竞争优势、提高资产利用率，持续增加盈利水平。 

  

SCOM- 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一如既往地站在每个供应链管理人的背后做赋SCOM- 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一如既往地站在每个供应链管理人的背后做赋

能后盾、走在供应链管理变革的前沿、追随供应链领域的技术革新、深挖供应链能后盾、走在供应链管理变革的前沿、追随供应链领域的技术革新、深挖供应链

内部管理潜力、为供应链经理人赋予动能； 内部管理潜力、为供应链经理人赋予动能； 

  

本次大会，我们邀请到国际供应链管理的 DDMRP、DDOM、DDS&OP 的思想家本次大会，我们邀请到国际供应链管理的 DDMRP、DDOM、DDS&OP 的思想家

Chad Smith，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教授、《经济学人·商论》Chad Smith，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教授、《经济学人·商论》

的执行总编吴晨先生、Gartner 全球供应链 25 强企业的数字化供应链技术专家的执行总编吴晨先生、Gartner 全球供应链 25 强企业的数字化供应链技术专家

Xiaoxi、全球 500 强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总监 Jenny、全球著名的供应链计划思想引Xiaoxi、全球 500 强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总监 Jenny、全球著名的供应链计划思想引

领者公司 OliverWight 的 Nancy、精益供应链专家龚进、全球新能源锂电池行业领者公司 OliverWight 的 Nancy、精益供应链专家龚进、全球新能源锂电池行业

巨头的亚太供应链总经理 Sophia、骨灰级猎头 Charlie Liu、 APICS 授权导师袁卓、巨头的亚太供应链总经理 Sophia、骨灰级猎头 Charlie Liu、 APICS 授权导师袁卓、

全球顶尖供应链服务商 Blue Yonder 的专家 …… 全球顶尖供应链服务商 Blue Yonder 的专家 …… 

  

超越动荡，重启自己，拥抱梦想！超越动荡，重启自己，拥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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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时间：12 月 10 日（周六） 8：30 - 17：00

活动方式：线上直播

直播网址：https://live.qing.tv/event/97795954

参会对象：

行业：制造业、零售业、咨询行业、相关教育培训业、物流业 
 
职能：负责供应链、计划、物流、采购、品类、生产、IT、运行 
 
职位：CEO、VP、总监、经理、主管及供应链管理相关专业人员、

研究学者、咨询师等

本次年度大会预计可以获得 APICS 积分 7 分

大会安排

大会日程
嘉宾背景 嘉宾名字 分享主题

12/10  周六 AM （上午场，AM 8：30 - 12：00 ） 
  测试与签到（AM8：30）                 SCOM客服人员      签到、测试声音、留言功能和技术支持

  SCOM（AM 9：00）                            Host 主持人                           致辞

国际供应链管理的DDMRP、

DDOM、DDS&OP的思想领袖
Chad Smith

“乌卡时代下，自适应企业的雄起

Adapting and Thriving in the VUCA World”

全球顶尖供应链软件公司

Blue Yonder的高级专家
陈亮 如何打造“韧性供应链”？

 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 教授/院长

 麻省理工学院运输与物流中心研究员
郭杰群

如何打造“韧性供应链”？

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

供应链计划思想引领者OliverWight

在华合伙人、精益供应链专家

Nancy Ding丁岚
龚进

时间的玫瑰 低成本好交付高效率 

12/10  周六 PM （下午场， PM1：00 - 5：00）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 吴晨 跨越乌卡

Gartner供应链全球25强、全球500强

企业的数字化供应链战略专家
Xiao Xi 数字化智能变革，迈向供应链计划的未来

全球新能源锂电池行业巨头

亚太区供应链经理
Sophia Xiao 新能源行业的困惑 - 矿与锂的供应链

全球500强汽车制造企业                       

亚太区汽车系统供应链总监

Jenny Zhang 

张怡
新常态下的汽车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咨询师、APICS授权导师
Joe 

袁卓
对标国际，建设高标准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具有十几年国际五大顶级猎头的

全球合伙人经验。现神州猎CEO

Charlie Liu 

刘青
人才市场回顾和疫情后人才提升的思考

9:05
-

9:45 

9:50
-

10:30 

10:35
-

11:15 

11:20
-

12:00

13:00
-

13:35 

13:40
-

14:15 

14:20
-

14:55 

15:05
-

15:40 

15:45
-

16:20 

16:25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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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从事和研究供应链管理超过三十年，先后在物资局机电设备公司、陶氏化学、柯

达、道康宁、巴斯夫-科宁、摩根大通等公司从事供应链相关的管理工作，经历了国企、

合资、独资、民企的供应链管理及咨询的环境，历任仓库主管、物流主管、物料与计划经

理、采购与物流经理、供应链六西格玛黑带、亚太供应链优化项目经理、中国区供应链

管理经理、中国区运行经理、亚太合规与供应链咨询AVP、供应链咨询总监等相关岗位。 

 

俞先生在结束摩根大通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后，致力于国际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技能的

分享、推广，2011年11月11日在领英上创立的SCOM专业群，逐步形成SCOM-供应链与

运营经理人俱乐部，后全职SCOM从事于供应链管理人的分享交流与培训，致力于帮助提

升中国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改善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水平。

俞志敏
Martin Yu“SCOM（思考猫）SCOM（思考猫）

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俱乐部

创始人创始人

主办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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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d Smith, 供应链管理思想家，是DDI需求驱动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和合伙人，该机构致力

于在全世界研究和推广需求驱动供应链的方法。 加入需求驱动研究院之前，他曾担任约束

管理集团(CMG)的管理合伙人达18年之久。 Chad Smith是约束理论所有学科的认证专家，

直接在已故的Eli Goldratt博士的指导下学习。

他是MRP、约束理论和需求驱动方法论的多个书籍的合著者和贡献者，Chad Smith和Carol 

Ptak2011年重新合编了《Orlicky’s的物料需求计划，第三版》和2016年的《需求驱动物料

需求计划DDMRP》2017年的《精确的错——传统规划失败的原因和如何解决它》，他也

是《需求驱动绩效:使用智能指标》(McGraw-Hill, 2014)的合著者(与黛布拉·史密斯(Debra 

Smith)，2021 合著出版了《自适应S&OP》（与Dick Ling和Carol Ptak）

乌卡时代下，自适应企业的雄起
ADAPTING AND THRIVING IN THE VUCA WORLD

Chad Smith“供应链管理思想家供应链管理思想家
DDI 需求驱动研究院DDI 需求驱动研究院
联合创始人和合伙人联合创始人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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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以上的零售与制造行业供应链项目从业经验，主要从事项目方案咨询和实施交付。

熟悉消费电子、快消品生产，零售与物流等行业供应链业务管理与方案实施。

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联想、华为、荣耀、宁德时代、太古可乐、宝洁，迈瑞医疗，巨大，

百威英博、华润万家，麦当劳，百胜集团等知名企业。

如何打造

陈亮“ 全球顶尖全球顶尖
供应链软件设计公司供应链软件设计公司

Blue Yonder 专家Blue Yonder 专家

“韧性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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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程

供应链公司 自主式供应链和
公司

打造动态商务的
供应链平台公司

自主学习供应链
公司

供应链平台公司
赋能动态商务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订单管理

供应链公司

零售计划

需求管理

计划 运输

仓储 劳动力管理

宣布并购

联系我们：021-22834595

端到端 解决方案
数据 体验 生态

集成和 用户体验 控制塔 物联网 数据管理
工作流及
编排

分析和
洞察

平台

计划 物流

网网络络设设计计 库库存存优优化化 分分配配

产产销销协协同同

运运输输管管理理 仓仓储储管管理理

劳劳动动力力管管理理 控控制制塔塔

货货场场管管理理 微微履履行行

商务

商商品品管管理理洞洞察察 定定价价、、促促销销
和和清清仓仓

任任务务管管理理 数数字字门门店店
中中心心

商商品品计计划划 选选品品管管理理 人人力力管管理理 门门店店运运营营

货货架架空空间间规规划划 门门店店布布局局规规划划 库库存存可可用用性性 订订单单管管理理

需需求求计计划划 供供应应计计划划
和补货

产产能能计计划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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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MIT）运输与物流中心研究员，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引进工程 A 类。

兼任清华大学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专委会顾

问，大连商品交易所研究中心顾问与学术委员， 上海市金融青联常委，及若干公司董监

顾问等职。

获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金融 EMBA&高管教育中心“最受欢迎的老师”奖。1995 年出

国留学，在 2014 年归国创业前，任美国对冲基金 Zais Group 全球投资委员会委员、亚太

区总经理。此前任职瑞信、房利美、 IDC 集团。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已

发表学术、行业论文 500 多 篇，著译 6 部。

疫情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郭杰群院长“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

院长、教授，博导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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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Oliver Wight公司在华合伙人。Oliver Wight 系MRP，MRPII， S&OP以及IBP供应

链计划体系之先锋开创机构，由其建立的《A级 （Class A）企业标准》是世界公认的企业

高效运营的最佳实践指南

• 美国运营和库存管理协会（APICS） 课程CPIM（生产与库存管理）与CSCP（注册专业

供应链管理师）认证讲师

• SCOR-P(供应链运营模型职业资格）。该模型系国际供应链界最权威的用于对标、管理以

及改进供应链绩效能力的工具，帮助企业、政府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加速供应链转型• 西格

玛黑带大师。专注供应链设计与改善项目

• 曾服务于美国杜邦公司（225年历史，世界500强）逾二十年，先后任职中国区客户服务

与销售，亚太区供应链经理，亚太区需求管理及胜任力主管，客户价值管理亚太区项目经

理， 以及卓越智能中心亚太区经理，曾三次荣获部门全球卓越贡献奖  

• 既有甲方实操经验，也以乙方身份服务跨行业企业。擅长培训，教练，设计与实施S&OP， 

需求管理，库存管理以及供应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提升战略执行能力与供应链绩效

• 在中国，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美国，瑞士以及网络课程用中

英文培训逾1000人

成本低、交付好、效率高

丁岚
Nancy Ding

供应链计划思想引领者     供应链计划思想引领者     
OliverWightOliverWight

在华合伙人在华合伙人

既要又要还要的密码

擅长：

•端到端供应链诊断及改善，精益柔性快速供应链改善，端到端库存改善，供应链战略拉

通、需求管理、供应链一体化计划落地改善、供应商深度协同和改善、需求驱动的库存和

计划管理。

认证：

•SAP认证顾问、SCOR-P 供应链架构师、CPIM 供应链库存与生产管理师、CSCP供应链专

家、APICS 认证讲师、供应链仿真橙色拯救TFC黑带讲师。

经历：

•美的集团供应链特聘专家、SKG制造副总/供应链副总监/IT负责人

•怡亚通运作质量控制部副总监、SAP全球项目经理-雷朋眼镜

•金蝶软件-集团供应链产品经理、供应链高级主管-中国长城计算机

龚进“精益供应链实战专家精益供应链实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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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Australia: +61 3 9596 583

中国
China: +86 15000923890

oliverwight.com

Transform your business with Oliver Wight 

想象可能
Imagine the possibilities,

释放潜能
realize the potential.

让企业转型事半功倍 – 奥利弗 • 怀特

• 一体化经营计划（进阶版S&OP） 
 Integrated Business Planning  
 (Advanced S&OP) 

• 一体化战术计划 
  Integrated Tactical Planning  

• 需求管理 
 Demand Management 

• 供应链设计与优化 
  Supply Chain Design & Optimization 

• 供应计划 
 Supply Planning 

• 供应链计划 
 Supply Chain Planning 

• 绩效对标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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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率领团队创建了《经济学人》170年历史上的第一份中文数字刊物。吴先生的涉猎

范围广泛，涵盖宏观经济发展，全球发展大趋势，企业管理创新最佳实践等。最近两年吴

先生专注于研究“十字路口”问题，即商业、科技与社会交叉的“跨界”议题，比如人工智能

应用给商业流程带来的改变、生物学和生态圈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启发、或者管理科技应

用带来的治理改善等等。

过去三年，吴晨先生出版了“咆哮二十年代”三部曲，分别是《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

考》、《转型思维：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应变》及《超越乌卡：不确定时代的长期

主义思考》。吴晨先生的最新著作《商业场景：未来商业的进化方法论》于2022年9月出

版。为了表彰他在财经媒体领域内的卓越成就，西班牙IE商学院2021年颁发给吴晨先生亚

洲财经新闻年度大奖。

头衔：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著名书评人法国里昂商学院美好商业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跨越乌卡

吴晨编辑“《经济学人·商论》《经济学人·商论》

执行总编辑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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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浙江大学商业智能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多年从事数字化供应链咨询培训

实施，先后在两家Gartner供应链全球25强企业（世界500强）负责数字化供应链战略、

项目实施与系统设计，在数字化供应链多个领域有研究，包括供应链规划、供应链计划、

生产排程、工程供应链管理、DFC成本工程等，曾主导全球最大PC工厂的AI智能排产项

目，项目入选国家第一批新基建目录，获得IDC未来领军者奖，并入围INFORMS运筹学最

高奖Franz Edelman第二名。此外为诸多领先企业提供培训，如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部人

才研究院， Ericsson亚太区供应链中心，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歌尔集团总部，钉钉等。

•   APICS CPIM国际生产库存运营认证

•   APICS SCOR-P国际供应链模型认证

•   DDI DDMRP需求驱动计划认证

•   IMA CMA 国际管理会计师

•   IPMA IPMP国际项目经理

•   工信部CMMM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评估师

•   ACP云计算专家

未来供应链计划的行业发展

Xiao Xi“Gartner 供应链全球 25强企业Gartner 供应链全球 25强企业

（世界500强）（世界500强）

数字化供应链战略专家数字化供应链战略专家

与数字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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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曾先后就职于Lyondellbasell, INVISTA 等欧美化工企业，任职亚太物流，供应链等

多个职位。

2019年， Sophia加入ALBEMARLE雅保， 该公司布局锂，溴以及催化剂行业，并在三个行

业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2021年公司的净销售额为33亿美元，到2022年将3季度净销售额已经突破70亿美元。

Sophia 在化工行业有15年左右跨国家及区域的物流，供应链经验，对于亚太区域内国际贸

易，海运市场，供应链结构优化有丰富的经验。

新能源行业的困惑——

Sophia Xiao“雅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雅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锂事业部锂事业部

亚太区供应链经理亚太区供应链经理

矿与锂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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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汽车系统供应链总监。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德企供应链领域15年的经验。

•APICS CPIM 认证•APICS CSCP认证

•APICS CSCP / CPIM 认证讲师

•英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学会 认证

新常态下的

张怡
Jenny“ 全球500强全球 500强

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总监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总监

汽车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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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卓先生拥有近20年全球500强企业供应链领域的经验，多年海外学习培训经历。担任跨

国采购中心专家组成员，多家企业的高级管理顾问。帮助超过300家企业完成诊断评估与

改善方案制定。

曾任阿法拉伐采购经理，兼任中国区不锈钢品类管理Leader，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区品类

经理。ASCM-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标准 中文翻译者之一袁卓先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工

业工程专业，欧洲采购商学院EMBA。

拥有供应链领域四大分量最重的认证证书。包括—

•   APICS SCOR-P / CPIM / CLTD

•   ISM 注册采购经理 C.P.M

•   PMI 项目经理 P.M.P

•   精益六西格玛黑带

•   同济大学校外导师

对标国际，建设高标准

袁卓
Joe Yuan“跨国采购中心专家组成员跨国采购中心专家组成员

多家企业的多家企业的

高级管理顾问高级管理顾问

APICS 授权导师APICS 授权导师

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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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 业界资深顾问Charlie Liu（刘青）正式加入CGL 并担任CGL集团高级副总裁

和新创立的独立运营品牌神州猎（STS – Sino Talent Solutions）的创始人和CEO。

Charlie身上有4大标签。

第一：“TOP BILLER”。他曾在全球顶级五大国际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

和罗盛咨询（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服务了超13年，担任全球合伙人。Charlie曾

经有多次每年实际业绩回款超过300万美金，而这对于他负责的工业行业来说尤为难得。

第二：“行业高管”。在进入猎头行业之前，在霍尼韦尔，陶氏化学，摩托罗拉，北方电讯

公司的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地区担任市场和P&L业务高管职位。

第三：“创业者”。他是一个Start up 公司的CEO/Founder，创立的软件公司-长沙博华网络

科技公司至今仍在运营。

第四：“KOL”。曾在国内外主流媒体（CCTV）接受采访并就人才发展、企业高管培养等话

题发表文章。同时凭借多年人脉积累，建立了“猎头村村长”品牌，并拥有大量粉丝。

人才市场回顾

刘青
Charlie Liu“曾是13年国际五大顶级猎头的曾是 13 年国际五大顶级猎头的

全球合伙人经验全球合伙人经验

创立中国第一家创立中国第一家

100%retained based 100%retained based 

高管猎寻品牌 - 神州猎 高管猎寻品牌 - 神州猎 

STS consultingSTS consulting

和疫情后人才提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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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
仓库管理系统

TMS
运输管理系统

BMS
计费管理系统

OMS
订单管理系统

BI
商业决策系统

标杆客户

SMO中台

       上海弘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上海，研发中心位于南京。旗下拥有上海弘人、上海百弘、厦门弘岦、南京申弘等

公司。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最好的供应链物流云服务，用信息化手段助力企业提升物流管理效率、节约成本，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自主

研发的OMS、TMS、WMS、BMS、BI、SMO等供应链软件，已为3PL、快消、制造、电商、鞋服、冷链、医药、数码、家居等行业，

2500+仓库（1500+公有云仓、1000+私有云仓）节约物流成本，提升供应链效率。

供应链物流云首选服务商

苏州智运维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苏州，致力于打造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工业服务（设备安装、调试、维修、售后服务）公
司，公司目前已具备“设备级维修、车间级运维、公司级运维、区域级维运维、行业级运维”综合能力

1、智运维使命         
--让装备制造企业设
备安装、调试、售后
业务管理更轻松

--让生产制造企业设
备维修、保养、运维
业务管理更高效

2、智运维愿景
--成为一个设备安装、
调试、售后、维修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联系方式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88号环
球188 A座4105室

--电话1731787206

pengguohua@zhiyunwei.cn

www.zhiyunwei.com
公众号：搜索”技与工“

微信咨询加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