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俄跨境电商大会
邀请函
尊敬的先生/女士：
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中俄跨境电商大会，将亍 2016 年 5
月 6 日在中国镇江召开。
近年来，随着中俄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
战略的推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预计到 2020 年，中俄贸易将达到 2000 亿美元，两
国跨境电商发展尤为引人关注。2015 年，在中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体下滑的背景
下，两国间的跨境电子商务却“风景这边独好”。2015 年 12 月，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出席了在乌镇丼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俄就推动跨境电商合作签署了备忘
录。目前，中俄企业积极推进“互联网＋外贸”战略，跨境电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展望 2016-2020，中俄电子商务定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样一个由传统贸易向电子
商务转型的关口，在莫斯科州政府与江苏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
展委员会将携手众多中俄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共同丼办“首届跨境电商大会”。
我们热烈期待中俄两国的轻工业制造商、进出口贸易商/品牌商，以及中俄各大电
商企业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中俄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共同开创中俄贸易新
局面！
大会简介
（一）举办时间：2016 年 5 月 6 日 09:30-17:00
（二）举办地点：中国江苏省，镇江市，万达喜来登酒店三楼（润州区北府路 88 号）
（三）大会主题：
新起点 新跨越
——聚焦新形势下中俄跨境电商发展路径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协办单位
江苏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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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州政府
承办单位
镇江市委市政府
企发中俄跨境电商平台 www.qifa.ru
“打开套娃”电商平台 www.dakaitaowa.com
（五）中俄双方政府代表：
俄方政府代表团成员：
俄罗斯联邦农业部 部长
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拟邀）
俄联邦驻中国商务总代表
莫斯科州 副州长
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 总领事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俄地斱合作理事会 俄斱 秘书长
其他州政府代表
中方政府代表团成员：
中国商务部代表
中国农业部代表（拟邀）
江苏省委省政府代表
黑龙江省副省长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俄地斱合作理事会 中斱 秘书长
其他省政府代表
镇江市委市政府代表
（六）会议议程
来宾签到，早茶时间

08:30-09:30

大屏幕滚动播放江苏省、莫斯科州的宣传片
上午会场
主持人（俄联邦莫斯科州州长顾问，中俄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秘书长

09:30 – 09:40

谢苗诺夫·阿尔乔姆）宣布“第一届中俄跨境电商大会”开幕 宣读领导
开幕式

贺信

09:40 – 09:50

江苏省政府代表（省长/副省长或省委书记/副书记）致辞

09:50 – 10:00

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 致辞
2

3

10:00 – 10:10

俄联邦农业部部长 致辞

10:10 – 10:20

俄联邦莫斯科州副州长 致辞

10:20 – 10:30

俄联邦驻中国商务总代表 致辞

10:30 – 10:40

黑龙江省副省长

致辞

10:40 – 10:50

中国镇江市委书记

致辞

10:50 - 11:00
11:00 - 11:10

主旨
发言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 负责人 （拟邀）
俄罗斯“Yandex”驻中国代表

11:10 - 11:20

企发中俄跨境电商平台 www.qifa.ru CEO 孙天枢

11:20 - 11:30

«打开套娃»电商平台 www.dakaitaowa.com CEO 安娜·芭蕾舍娃

11:30 - 11:45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蒋菁

11:45 – 12:00

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 王艳林

12:00 - 12:30

签署合

签署中俄双方电商平台项目投资协议；

作协议

政府代表、专家及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12:20 - 13:30

午餐时间
下午会场

13:30 - 13:40

主持人宣布主题研讨开始，请对话嘉宾入座。
主题研讨一：中俄电商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

13:40-14:10

研讨嘉宾：苏宁易购 CEO
中粮我买网（拟邀）
俄罗斯“Yandex”驻中国代表
对话一

企发中俄跨境电商平台 CEO 孙天枢
小笨鸟跨境电商平台 CEO 刘寅
«打开套娃»电商平台 CEO 安娜·芭蕾舍娃
西姆集团（中国方舟跨境电商平台） 董事长兼总裁 马塾君
主持人： 扬州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高功步

14:10–14:30

台下听众向嘉宾提问并交换意见

14:30-15:00

主题研讨二：供应链管理在电商发展中的功能及角色探讨
研讨嘉宾：宏运通供应链集团国际物流事业部 CEO 赵地
对话二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施文进
旺集科技 CEO 林思明
主持人： 扬州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高功步

15:00–15:20

台下听众向嘉宾提问并交换意见

15:20-15:50

主题研讨三：金融和咨询对跨境电商的促进作用
研讨嘉宾：俄罗斯«В Т Б »银行驻中国代表
对话三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代表
俄罗斯 GFM 商务咨询公司 CEO 叶列娜
主持人： 北京知诚财税与金融服务促进会执行会长 任壮（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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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台下听众向嘉宾提问并交换意见

16:10-17:00

企业间自由沟通时间。会场外部可供 20 家参会企业设置展台。

七、参会费用
1.每家企业三人以下（含）免费参会，幵由大会组委会提供自助午餐。三人以上的，
需交纳 2800 元/人的会务费。
2.参会人员差旅、其他食宿费用自理。
3.大会免费为参会人员提供翻译服务。
4.大会可为 20 家左右的参会企业在会场外提供展位，如有参展或其他营销推广需求
的，请亍 4 月 18 日前联系会务组人员。
八、大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长三角地区：

许

丹 133-2815-8282

苗媛媛 159-0528-5270
华北、东北地区：

许安琪 182-0114-0423

华南、华中及其他地区：

宋丽丽 137-6108-7781

邮 箱：

qifa01@vip.126.com

传 真：

北京：010-85860022-801
镇江：0511-80823305

微信公众号：

中俄跨境电商群英会（4 月 18 日开通）

十、附件：参会回执
参会企业请亍 4 月 22 日前填妥报名表，幵传真或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第一届中俄跨境电商组委会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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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首届中俄跨境电商大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地址及邮政编码
电话
网址
电子邮件
经营范围

参会人姓名及职务

（请填写后将电子版本发至 qifa01@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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