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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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破局 -重构供应链管理未来 中国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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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手机请静音并设置为震动状态，来电请小声或出会场沟通

提问：

如您希望就相关议题或演讲进入深入探讨，请举手示意

线上参会者请在直播间聊天框内留言

（请各位在提问前介绍您的姓名及公司）

午宴

午宴时间，请跟随工作人员提示至一楼用餐。午餐券在等日签到入场时领取

如何进入直播：

1. 输入直播网址 :https://live.qingtv.com/event/1000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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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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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第十届中国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年度大会
满意度 1分钟小调查

2021 第十届中国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年度大会
直播间二维码



01 大会背景

2021 年全球疫情持续反复，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使国际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供

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随着

国际政治的转向将不可避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国际经贸体系、国际新秩序、

全球治理体系等都将面临重建的新课题，全球化渐入新型的全球区域化的重构时代。

需求的不确定造成供应链的巨大波动和库存的增加，国际航运价格的飙升造成中欧

班列的迅速发展，原材料、人力成本及物流费用等价格的飞涨，对企业的运行管理

提出了苛刻的目标。

先有日本台湾等地区因大地震引发的区域性供应塌陷，由逆全球化运动引发国际供

应链失衡开始，后有个别大国对部分实体企业制裁引发的芯片供应断断续续，以及

新冠疫情影响下市场需求时而归零时而几倍的大幅度震荡，甚至是到了订单在手产

品在库唯独抢不到货柜、无法发运的尴尬局面。

其实，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供应链就已经显示出来明显的大趋势：用户个性化需求

加剧、品种多、批量小、更新迭代快、订单提前期短。还有 AI、大数据、区块链、

5G 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管理知识和理念都已过时，如何应对这

样疯狂的市场需求？

疫情加速了海外零售线上化进程，电商渗透率迅速提升，中国跨境电商以其低成本、

高效率、突破时空限制的独特优势，异军突起，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跨境电商

是大趋势，是大机遇，中国跨境电商迅猛发展背后是跨境供应链管理的创新和完善。

面对这些难题，如何破局？如何重构供应链管理未来？我们将邀请行业大咖、供应

链技术专家、学者、骨灰级猎头、全球 500 强和头部企业、新形态企业的供应链相

关高层，与大家一起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下的供应链变革突破、最佳实践分析、实用

落地的方法，和最前沿的专业知识技术及趋势、供应链新业态、供应链新策略和供

应链人才需求等。

大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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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大会背景

-  AI 智能的发展是如何影响着供应链卓越管理？

- 可视化大数据分析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如何真正落地？

- 国际航运价格的飞涨，企业如何面对？

- 制造业回归的途径和趋势？

- 智能工厂的挑战

- 乌卡时代的供应链人才职业发展？

- 不确定时间的 DDMRP 如何落地？

- 供应链风险和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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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会安排

参加时间：11 月 27 日（周六） 8：30 - 17：35（全天）

活动地点：上海格林东方酒店（四星级） 上海厅 

详细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51 号

直播网址：https://live.qingtv.com/event/10006380

出席对象：

制造业或零售业负责供应链、计划、物流、采购、品类、生产、IT、运行等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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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分

大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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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安排

大会日程

8:30-09:00         来宾签到入场

9:00-09:05         SCOM 俱乐部致词

15:30-16:45         

16:45-17:25         2021 行业招聘和供应链人才趋势

17:25-17:30         年会抽奖 ( 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

17:30-17:35         小结

10:25-10:45         休息

9:45-10:25           Adaptive S&OP

9:05-09:45           共建工业用品供应链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10:45-11:25         后亚马逊时代的跨境电商何去何从？

                          The Supply Chain Risk "W-like" Recovery: 

                              

12:05-13:00         午餐

13:00-13:10         年会抽奖（学习奖）

13:10-13:50         数据驱动下的供应链变革

15:10-15:30         休息

14:30-15:10         

13:50-14:30         施耐德电气的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分享

11:25-12:05    

--- 安波福上海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升级
Evolution New Smart  智 · 造新升 

Martin Yu       SCOM 创始人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刘晓宇   

Carol Ptak
DDMRP 理论创始人
DDI 需求驱动供应链学院联合创始人

Serena Wang     

Gregory L. Schlegel   

原亚马逊北美供应链高管
驿玛科技 (Surpath) 联合创始

CPIM, CSP, Jonah
                         Respond, Recover & Renew

The Bullwhip Effect & the "3-R's",

圆桌论坛：

全球化重构时代，供应链如何为业务破局？

许淑君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俊   

 沈国樑   

 王萧洁 / 倪嘉玥
（Elijah/Agnes）   

施耐德电气中国区供应链绩效
及数字化副总裁

安波福（Aptiv）中国区总经理

滕剑峰 - 主持人    全球供应链经理
     车映均          艺康大中华区供应链 VP
     周邵文          支出宝 VP
      马飞            驿玛科技 CTO
      张潇            美设国际电商渠道总监

Michael Page  
FMCG/ 工业品供应链招聘负责人

04大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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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YU
SCOM俱乐部创始人

从事和研究供应链管理超过三十年，经历过国企、民企、合资和独资企业的供应链管

理领导与咨询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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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供应链优化经理、中国区供应链经理、中国区运行经理

和亚太合规与供应链咨询AVP等供应链管理工作。俞先生先后在物资局的机电设备公

司、陶氏化学、柯达、道康宁、巴斯夫-科宁、摩根大通的二十多年工作生涯中一直

从事供应链管理领导工作，具有跨文化的国际团队管理经验和技能。

俞先生在结束摩根大通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后，积极致力于国际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论

与技能的分享、推广，并在2011年11月11日领英创立的SCOM专业群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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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帮助并提升中国的供应链与运营经理人专业能力和企业供应链管理综合水平。

05 主办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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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在全球500强外资企业就职

担任过World Kitchen亚太产品供应副总裁；Owens Corning亚太供应链总监；Lear亚

太物料总监。从事过工程、采购和供应链、生产、安全、质量等，横跨电子、汽车、

通讯、化工材料和消费品等多行业。

冯华（Susanna）端到端供应链实战经验丰富，是SCOM金牌培训师。

大会主持人

      圆桌主持人

拥有20年以上世界500强企业IT与供应链管理经验， 历任大中华区IT运营负责人，全

球供应链经理，全球供应链绩效负责人，全球整合业务计划与供应链流程负责人。

在学术和专业背景上，他是机械工程学士，软件工程硕士和工商管理博士，获得了

APICS认证的供应链架构师证书（SCOR-P）和DDI认证的需求驱动供应链运营管理专

业证书（DDPP），并在企业内部兼任供应链讲师。

他在供应链计划、整合和数字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积累与实战经验，乐于分享，勇

于创新。

冯华
原全球500强亚太区

供应链总监、供应链VP

滕剑峰
全球供应链经理

10主持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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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工业用品供应链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刘晓宇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

现任震坤行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

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气信息化专业，先后任职于外资企业EMERSON和ABB，从

事产品、销售等管理工作。

后专注于MRO供应链管理领域，是区域供应向行业纵深转型的先行者。深耕建筑建

材，汽车，电力，冶金矿业，电气电子，化工食品等行业，以及组建行业产品团队，

打造行业场景化，为垂直行业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11 嘉宾及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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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S&OP

CAROL PTAK
DDMRP理论创始人
DDI联合创始人

Carol Ptak is currently a partner with the Demand Driven Institute and was most re-
cently at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as Visiting Professor and Distinguished Executive 
in Residence. Previously, she was vice president and global industry executive for man-
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ies at PeopleSoft where she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demand driven manufacturing (DDM). Ms. Ptak spent four years at IBM Corporation 
culminating in the position of global SMB segment executive.  

A leading authority in the use of ERP and Supply Chain tools to drive improved bot-
tom line performance, Ms. Ptak’s expertise is well grounded in four decades of practi-
cal experience as a successful practitioner, consultant and educator in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Her pragmatic approach to complex issues and dynamic presentation style 
has her in high demand worldwide on the subject of how to leverage these tool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success.

Author of the book Adaptive Sales and Operations Planning – aligning operations, 
tactics and strategy to the demands of the VUCA world.

19 嘉宾及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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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S&OP

嘉宾及主题介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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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我们助您创未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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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我们助您创未来！



24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26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27

           我们助您创未来！



28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29

           我们助您创未来！



30

           We help you create the future ！



31

           我们助您创未来！



32

迄今为企业节约超过 采购效率提升 降低采购成本

新一代智能采购支出管理平台

10万+
客户的一直选择 

一站式采购管理解决方案

他们都在用

CIO们最信任的合作伙伴

S2C寻源到合同 P2P采购到付款 SRM供应商关系/风险管理

在线寻源
多种竞价模式
供应商大数据风控
合同全周期管理

BOM报价
自定义评标
分标分量定标
移动端审批

智能预算管理
电商采购
应付账款自动化

供应商深度协同
多系统对接
商业自动化分析

海量供应商库
阶段管理
绩效考核
全链路协同

资质管理
业务准入
大数据风控

扫
码
获
取
资
料

45% 80% 15%

bd@zhichubao.com
400-810-6008

邮箱：
电话：
扫码获得价值399元咨询服务 >>>





后亚马逊时代的  
跨境电商何去何从？

SERENA WANG
原亚马逊北美供应链高管
驿玛科技(Surpath)联合创始人

Serena长年旅居美国，历年在多家顶级跨国企业总部的供应链管理任负责人，对供应

链计划和跨境供应链运营有独特的管理经验。

她曾负责亚马逊北美S&OP计划、亚马逊跨境物流（AGL）北美运营、安进Amgen

全球新药供应链及亚太新市场拓展运营、别样Beyond Meat创新产品部、艾利Avery 

Dennison北美计划，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她拥有跨行业、跨境、全供应链、双向打通

战略和执行的独特专业背景，及组建和管理跨国专业团队的领导力。2019年离开亚

马逊后，Serena联合其他几位亚马逊同事，共同成立了一家提供跨境供应链优化和解

决方案的创新公司，为中美欧多家企业提供服务。目前该公司已经获得包括招商、红

杉、经纬等多家顶级投行的青睐。

Serena拥有CWRU的运筹学硕士、CPIM、PMP、Six-sigma GB认证。

34嘉宾及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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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CHAIN RISK “W-LIKE” RECOVERY:   
THE BULLWHIP EFFECT & THE “3-R’S”, 
RESPOND, RECOVER & RENEW

GREGORY L. SCHLEGEL
Adjunct Professor of Lehigh University 

Founder of The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Consortium

Greg is the Founder of The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Consortium- (30) companies and 

1,500 supply chain risk pros who bring skills, solution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help to Identify, 

Assess, Mitigate and Manage Supply Chain Risk. 

He has been a Supply Chain Executive for several Fortune 100’s. He’s been a Supply Chain 

Executive Consultant for IBM, is Executive-in-Residence at Lehigh University teaching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Adjunct Professor teaching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or Villanova 

University’s EMBA program and VP/Principal at SherTrack LLC. Greg has presented papers on 

and has managed consulting engagements in supply chain and risk management. 

Greg was APICS’ 1997 International Society President. He is well published, a frequent speaker 

at conferences, seminars, webinars and dinner meetings. 

Greg and Dr. Robert J. Trent, of Lehigh University, have co-authored 

a new book,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An Emerging Discipline.”

40嘉宾及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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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iMBA项目（即上海财经大学-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合作举办国际MBA项目），创办于1996年，是最早获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

学位教育项目之一，已连续第26年招生。采用美式申请制，项目自主招生，无需参加全国联考，全面考核学员的综合素质，管理经验及

英语应用能力，择优录取。项目采取学分制，无论文写作，毕业后获美国MBA硕士学位，中国教育部学历学位权威认证。

项目概况

招生信息

上海财经大学iM B A 项目2022年9月入学批次

扫码关注iMBA 扫码直接报名2022年入学考试

咨询电话:(86-21)55968289、65443025

邮箱:cong.li@mail.shufe.edu.cn / ye.lufeng@mail.shufe.edu.cn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4号楼102室

上海财经大学 iM B A 项目招生办

项目特色

· 连续招生第26年

· 免联考，美式申请制

· 类EMBA中外名师阵容

· 90%以上学员为中、高级管理人员

· 学分制，无毕业论文

· 业界导师结对辅导

· 国内首批中外合作MBA项目

· 短、中、长期多元欧美校区交换学习机会

· 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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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下的  
供应链变革

许淑君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自1999年起深耕供应链管理，是最早参与供应链管理并参著《供应链管理》

的学者。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研究、运营管理实证研究、策略型客户

研究，已经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多个项目研究。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完成《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运营模

式》等近十部专著。

近年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参访考察过近十家数字化转型企业。

嘉宾及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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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的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分享

顾俊
施耐德电气  

中国区供应链绩效及数字化副总裁

顾俊先生在企业制造运营和供应链管理领域拥有15年的工作经验，曾经在贝洱、天

合、施耐德电气等多家企业担任生产管理、精益运营总监、工厂厂长等职务。

顾俊先生目前担任施耐德电气中国区供应链绩效及数字化副总裁一职，全面负责中国

区所有工厂及物流中心的精益管理体系和数字化转型发展工作，具体包括基于精益绩

效体系的企业运营系统持续升级改进、中国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战略及路线图制定和

执行、数字化组织架构规划及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文化建设、数字化用例开发及

解决方案落地实施等。

顾俊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施耐德电气基于EcoStruxure工业物联网平台，实现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持续推动企业从工业3.0基础向着工业4.0方向转型升级，加速整个供应链范围内

的业务模式创新突破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目前，施耐德电气中国区拥有1家世界级“

灯塔工厂”和1家发展中的“灯塔工厂”。2021年，施耐德电气在Gartner全球供应链排名

第四、工业行业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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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NEW SMART  智 造新升  
安波福上海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升级

沈国樑
安波福（Aptiv）连接器系统

中国区总经理

沈国樑先生是资深的企业运营管理专家，职业生涯从新加坡的现场精益生产管理开

始，先后在泰科电子（Tyco ）、德尔福 （Delphi）、库柏电气（Cooper）、奥克兰

Shynday、安波福（Aptiv）担任质量经理、生产运营经理、工厂厂长、中国区运营经

理、亚太区运营经理、亚太运营总监、中国区总经理等职位。目前是安波福（Ap-

tiv）连接器系统中国区总经理。

沈国樑先生作为安波福（Aptiv）连接器系统中国区总经理，全面负责连接器系统中

国区的P&L,包括三家连接器工厂的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等业务管理。特别是接轨

工业4.0实现智能化工厂的建设，包括新建占地1万多平米24米高的自动化无人仓库，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 以智慧能源管控平台为核心，打造含能源管

理，数据分析，智能控制的智能工厂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整个产业链的信息数字化

管理和绿色智慧运营。 

沈国樑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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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重构时代
供应链如何为业务破局？

深耕国际物流行业17年，拥有全链路丰富拓展及管理经验
曾任职顶尖国际物流公司中国区销售渠道负责人及业务大区总经理
带领团队连年实现双位数业绩增长
现任美设国际物流集团跨境电商渠道负责人，全面整合集团跨境电商
业务板块资源，引领集团跨境新业务增长

张潇
美设国际物流集团跨境电商渠道负责人

曾任普洛斯副总裁，阿里巴巴菜鸟网络技术总监，唯品会供应链总监和亚马逊
高级研发经理。多年互联网和电商物流产业经验，擅长人工智能的产业落地应
用、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物联网领域的推广。在普洛斯际链搭建了普洛斯
的科技体系和团队，引领普洛斯的科技+运营的理念。曾领导阿里巴巴第一个
自研AGV机器人和AGV自动化仓，领导建设了菜鸟WMS、菜鸟配送系统，菜鸟
供应链系统和菜鸟商家系统。从0到1搭建唯品会供应链产品技术团队。在亚马
逊先后带领全球供应链科技团队和全球三方仓储科技团队等十几个技术团队，
并担任亚马逊全球Bar Raiser。

马飞
驿玛科技（Surpath）联合创始人

从销售区域经理开始艺康的职业生涯，
历任研发经理，工厂厂长，质量和客服总监，
大中华区物流经理，大中华区供应链副总裁
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MBA是复旦大学

车映均
艺康大中华区供应链VP

拥有14年的软件行业经验，加入支出宝前曾任职用友云事业部及生态事业
部主要负责人，负责全面管理工作。先后参与了制造、TMT、环保、新零
售新消费、医药、物流等多行业的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通过服务小米集
团、LVMH、完美日记、丰田中国等集团企业的采购供应链体系搭建，对生产
采购与间接采购体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在过去十几年的管理工作中,不断把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学习与应用相配
合,坚持知行合一，采购端到端全过程体系化建设方向成为了一名（服务水平、
风险降低、采购成本、库存成本及管理成本）供应链管理的实战专家。

周邵文
支出宝（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东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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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行业招聘  
和供应链人才趋势 

AGNES
米高蒲志 

工业品供应链招聘负责人

悉尼大学商科方向双专业硕士。曾在好时中国负责采购业务。目前在米高蒲志负责工

业，咨询板块的中高端的物流及供应链岗位招聘。成功为内外资多家大型制造业，咨

询企业招聘物流，供应链高管。基于过往的供应链行业背景，站在招聘方的角度专门

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招聘难点；同时也为供应链候选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招聘咨询。

ELIJAH WANG
米高蒲志

上海采购供应链团队经理

专注消费品零售行业中高端采购供应链岗位招聘。Elijah从一名顾问在短短的四年时

间里成长为团队领导者。在受疫情影响的这段时间始终保持高产的业绩。在这几年

里，Elijah也和他的团队一起跟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步伐，从熟悉的外企客户，逐步

开始为诸多内资企业和互联网大厂提供高质量的招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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