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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DEL2019 组委会〔2019〕 1 号 

 

转发《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ICIDEL2019）第一轮通知》 

 

各相关单位、专家： 

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在郑州大学新校区召开。本届会议由河南省商务厅、郑州市人

民政府指导，郑州大学、河南省高等学校电子商务教指委联合主办，

郑州大学、郑州市商务局、河南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展研究院、郑

州大学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孵化基地共同承办。此次国际研讨会以“新

时代、新电商、新物流”为主题，将围绕河南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

综试区、航空经济等热点问题深入探讨。 

大会聚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及业内外精英人士，深入探讨相

关领域的学术进展和热点问题，分享来自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与物流

创新的技术与经验，欢迎各相关单位及专家参会，附件是大会第一轮

通知全文。 

附件：《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第一轮

通知》 

 ICIDEL2019 组委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电子商务 物流 研讨会 通知 

  ICIDEL2019 组委会       2019 年 5 月 27 日印发 



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ICIDEL2019）第一轮通知 

 

为探讨我国电商物流发展新模式，促进我国电商物流快速、健康发展，郑州

大学、河南省高等学校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定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共同主

办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ICIDEL2019），讨论电商

物流领域的学术进展和热点问题，分享来自全球的电商物流实战经验。 

此次研讨会以“新时代、新电商、新物流”为主题，将邀请政府部门领导、

跨境电商产业链企业高管、电商与物流领域产学研专家等围绕河南自贸试验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航空经济等热点问题深入探讨。 

 

一、 会议名称 

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ICIDEL2019） 

 

二、 重要时间 

会议签到：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大会日期：2019 年 10 月 19 日 

投稿截止：2019 年 6 月 30 日（第一轮） 

 

三、 会议地点 

郑州大学新校区（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100 号） 

 

四、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领域： 

☆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区 

☆跨境电商通关模式           ☆新电商 

☆新物流                          ☆新零售 

☆EWTO 规则                    ☆EWTP 

☆大数据与商业智能           ☆新外贸创新模式 



☆跨境电商供应链              ☆智慧物流体系 

☆物流设施规划                 ☆一带一路与外贸机遇 

☆海外仓建设                    ☆跨境政策机制研究 

☆多式联运模式                 ☆航空港经济 

 

五、 大会征文 

本次大会所有论文将严格按照国际学术论文的规范审稿流程进行严格的同

行审阅，接收的论文将集结出版，并送交 CPCI-S 数据库收录，遴选的优秀论文

将被推荐发表在 SCI/SSCI 收录的国际期刊上。 

大会现已启动征文，详细征文信息及投稿方式请访问会议官网征文页面，网

址： http://www.icidel.com/cfp.html 

 

六、 会场语言 

英语/中文，国内外学者 PPT 报告中英文对照。 

 

七、 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龙永图 

指导单位：河南省商务厅、郑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郑州大学、河南省高等学校电子商务教指委 

承办单位：郑州大学、郑州市商务局、河南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展研究院、

郑州大学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孵化基地 

协办单位：国际应用科学与技术协会（IAAST）、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席：龙永图 

委员：黄丽华、胡祥培、魏明侠、张德富、Jung-Bin Su、LAU Yui Yip、黃

聖騰、李鸣涛、王健、朱永明、潘勇、蓸献存、李煜、赵亮 

 

八、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事项 

http://www.icidel.com/cfp.html


嘉宾签到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14:00-18:00 嘉宾、参会代表签到 

主题大会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9:00-9:30 省商务厅、郑州市领导、郑州大学领导致辞 

9:30-10:30 
Session 1: 特邀报告 1（共 60 分钟。专家 2 名，每

位时间控制在 25-30 分钟） 

10:30-10:50 茶歇& 合影 

10:50-12:00 
Session 2: 特邀报告 2（共 70 分钟。专家 2-3 名，

每位时间控制在 25-30 分钟） 

12:00-13:30 午餐 

分会场一：“一带一路”与全球化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14:00-16:00 
Session 3: 特邀报告+杰出学者报告（共 120 分钟。

专家 4 名，每位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 

16:00-16:20 茶歇、会展 

16:20-18:00 Session 4: 分会场专题讨论，共 100 分钟 

分会场二：“郑州市电商大讲堂”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14:00-16:00 
Session 3: 特邀报告+杰出学者报告（共 120 分钟。

专家 4 名，每位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 

16:00-16:20 茶歇、会展 

16:20-18:00 Session 4: 分会场专题讨论，共 100 分钟 

18:30-20:00 晚宴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全天 会后参观 

 

九、 参会注册 

会议官网下载参会回执，填写完整后发送至会务邮箱，会务组将在 1-2 个工

作日发送确认邮件及注册资料，参会费详情如下： 

会议注册 会前转账或网络支付 

完全注册 （含参会费用和 1 篇会

议论文发表费用） 
1800RMB 或 290USD 

学生注册（含参会费用和 1 篇会议

论文发表费用） 
1500RMB 或 240USD 

只参会  500RMB 或 80USD 



备注： 

1、注册费用包含 10 月 19 日参会、会议资料（会议手册、笔、记事本等）、会议期间的

茶歇及会议当天的自助午餐； 

2，学生优惠价格需凭有效学生证件（原件或复印件）； 

3、费用可于会前通过对公转账缴纳（现场领取发票），或会议现场缴纳（会后邮寄发票）； 

4、大陆地区注册费用按照人民币（RMB）单位缴纳，大陆以外地区注册费用按照美元（USD）

单位缴纳。 

5、费用可于(1)会前对公账号汇款缴纳，或者(2)报到时在会议现场刷公务卡缴纳。 

 

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100 号 

E-mail： icecl2017@163.com  

网  址：http://www.icidel.com/  

电  话：18539277605 

 

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组委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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