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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贵宾：

您好！

当前，数智化浪潮、国产化浪潮、全球化浪潮三浪叠加，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为中国企业和公

共组织的数智化转型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数智化商业浪潮已来，如何简单、便捷、快速地开展商业创新，是所有企业

在云时代和数智化浪潮下的最核心诉求。能够支撑企业快速商业创新的平台BIP

（Business  Innovation  Platform）成为全球企业服务领域的新商业范式和新产

品形态。从信息化到数智化，从ERP到BIP，企业数智化让商业创新不再专深、复

杂、精英化、内部化，变得简便化、大众化、社会化。

为汇聚商业智慧，释放企业潜能，以“商业创新的力量”为主题的2021商业

创新大会，于2021年10月23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用友产业园召开，届时将有来

自各行业的全球精英、知名企业家、专家学者、生态伙伴、投资机构以及媒体代

表共聚一堂。放飞创想，共享创变经验，共建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新未来，见证

商业创新的力量。

在此，诚挚邀请您出席本次大会，并感谢您对用友公司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

持，期待您的莅临！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10月23-24日
中 国 · 北 京



2021商业创新大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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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地点

10月23日

（周六）

08:30-12:10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 五矿君澜酒店

13:30-17:30 专题论坛

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数智企业体验馆

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

13:00-21:00 专家面对面 用友产业园中区D座

17:30-20:30 创新之夜酒会 用友产业园中区大厅

10月24日

（周日）

08:30-11:35 商业创新生态峰会 用友产业园中区大厅

13:30-17:30 专题论坛

用友产业园中区

数智企业体验馆

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

09:00-21:00 专家面对面 用友产业园中区D座

数智企业体验馆（10月22-24日全天开放）



2021商业创新大会地点：北京用友产业园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地点：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北京用友产业园-平面图

大会整体区域概况

• 价值峰会：五矿君澜酒店君澜厅现场参会+B1会场观看直播

• 生态峰会：中区大厅现场参会

• 专题论坛：中区会议室+数智企业体验馆+西区用友大学教室

+朗丽兹花园酒店会议室

• 展区参观：数智企业体验馆

• 专家面对面：中区招聘中心

• 用餐区：中区、西区、东区餐厅



•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五矿君澜酒店君澜厅现场参会+B1会场观看直播

五矿君澜酒店

用友园区

商业创新
价值峰会

会场

生态峰会
酒会

主会场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位置图



会议总览

大会动态

用友官方微信公众号 用友官方微博 用友官方抖音号

大会官网 在线参会



一、大会注册报名及签到系统

1.1 整体概览

2021商业创新大会，采用实名制注册报名、签到机制；所有参会嘉宾均须提前完成

系统注册，填报手机号、姓名等基本资料，并通过登录小程序完成签到，享受大会

服务及领取相关参会资料。

特别提示：

• 本次大会原则上不支持现场注册，嘉宾需确保提前完成注册；

• 为保障参会体验，请确保注册信息真实有效；

• 大会签到点包括：入住酒店、商业创新大会现场；

• 报名截至时间为10月18日24:00，参会报名请联系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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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会签到流程

1、参会嘉宾抵达签到处，
扫描“小程序二维码”

2、进入微信授权验证，
点击“允许”

3、嘉宾进入“我的”
— 点击“参会领证”

4、交由签到工作人员，
审核并点击“我已领证”

注意事项：

1）本次大会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报名，嘉宾登陆小程序无法正常显示的，前往签到处

查询后台，确认为参会嘉宾后，核发参会凭证。

2）签到动作务必在签到处，由签到人员协助完成。



一、大会注册报名及签到系统

1.3 线上直播预约

对社会开放客户自行填报

8

1、登陆大会专题页
（PC端/移动端/小程序）

2、首次点击触发留资窗
（直播、资料等）

3、完成手机验证
（短信验证码）

欢迎来到
2021商业创新大会

预约成功

4、填写基本资料
（姓名、公司、职位）

5、完成预约

直播观看平台：

大会官方小程序 大会专题网站



2.1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概述

• 日期：10月23日

• 入场时间：08:00-08:30

• 地点：北京五矿君澜酒店一层大宴会厅

• 入场唯一凭证：嘉宾胸卡（含贴纸）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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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00-09:20 《商业创新的力量》 王文京 用友网络董事长兼CEO

09:20-10:10 《企业数智化 用友BIP》
张成雨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BIP产品部总经理
樊冠军 用友网络CTO

10:10-10:30 《央企脱困转型之路》
廖家生 中国铁物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10:30-10:50 《华为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与商业创新》 陶景文 华为董事、CIO

10:50-11:10 《旭阳数智化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 杨雪岗 旭阳集团董事长

11:10-11:30 《用友数智赋能 提质增效 --双良集团数智化实践》 马培林 双良集团总裁

11:30-11:50 《三七产业互联网，助力“数字云南”发展》 余育启 苗乡三七董事长

11:50-12:10 《数智化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
杨韬 四川供销云董事长、四川供销

社财务统计处处长

二、大会日程安排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主会场：五矿君澜酒店一层大宴会厅

• 酒店负一层：观澜厅会议室/文渊阁会议室/文淙阁+文昌阁会议室观看直播

酒店1层-平面图

商业创新价值峰会直播间：五矿君澜酒店负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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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业创新生态峰会概述

• 日期：10月24日

• 入场时间：08:00-08:30

• 地点：用友产业园中区大厅

• 入场唯一凭证：嘉宾胸卡（含贴纸）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00-09:05 《峰会开场视频+主持人开场》 开场视频、主持人

09:05-09:20 《生态化构建和运行全球领先的商业创新平台》 王文京 用友网络董事长兼CEO

09:20-09:35 《以"平台+服务"使能供给侧，重构新生态大格局》 陈宇红 中软国际董事长

09:35-09:40 《生态融合 产业聚变 引领商业创新》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09:40-09:58
《全栈专业服务，助力客户成功》

《专业服务伙伴签约仪式》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冯 昊 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合伙人

签约伙伴：毕马威、中软国际、软通
动力、华信

09:58-10:16
《信创应用引领，助力生态共荣》
《全栈国产化解决方案发布仪式》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高 巍 麒麟软件高级副总裁

发布嘉宾：龙芯中科、飞腾、麒麟、
统信、达梦、人大金仓、瀚高、中国

长城、奇安信、东方通

10:16-10:34
《平台聚合伙伴，繁荣产业生态》

《产业互联网伙伴签约》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陈豫蓉 中移上研院副总经理

签约伙伴：紫光云、平安智慧城市、
金科产业、大华股份、北明软件

10:34-10:49
《银企共生共创 成就商业增长》

《银行视频证言》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伊劲松 民生银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

10:49-11:07
《商业创新加速 平台融合赋能》

《融合产品与方案发布仪式》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杨韬 四川供销云董事长
徐敏 云医购集团创始人

30家伙伴联合发布

11:07-11:25
《社区社群运营 数智人才培养》

第三届开发者大赛成果——视频颁奖

徐 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邹 达 用友网络副总裁兼生态产品部

总经理
开发者演讲

11:25-11:30 《融合 聚变——生态展望》 徐洋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

11:30-11:35 《生态之歌MV》 生态之歌MV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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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产业园中区大厅-商业创新生态峰会平面图



2.3 创新之夜

 日 期：10月23日

 时 间：17:30-20:30

 地 点：用友产业园中区大厅

 入场凭证：手环

2.3.1 创新之夜日程

2.3.2 参会须知

• 手环是酒会的唯一入场凭证，请妥善保管

时间 内容

17:30-18:00 30’ 嘉宾入场

18:00-18:05 5’ 酒会开场

18:05-18:10 5’ 开场致辞

18:10-18:40 30’ 2021商业创新最佳实践颁奖

18:40-20:30 130’ 自由交流

13



2.4 专题论坛日程安排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日期 时间 论坛名称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10月23日
用友产业园-中区

13:30-18:00 智能财务专题论坛 实时会计 智能财务 E121会议室

13:30-17:00 数字人力专题论坛 赋能员工 激活组织 F101会议室

13:30-17:10 数字营销专题论坛 全链路营销 数智化赋能 F107会议室

13:30-18:00 数智平台专题论坛 商业创新 平台赋能 F102会议室

14:00-18:00 智慧采购专题论坛 智慧采购 数字未来 E101会议室

14:00-17:00 国资国企数智化转型专题论坛 国资云起 数智升级 F109会议室

14:00-17:00 数智医疗专题论坛 数智医疗 健康中国 E116会议室

14:00-16:30 新道数智化人才培养专题会 担时代责任 育数智新人 E102会议室

14:00-17:00
创新技术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

专题论坛
数字政府 智能服务 F108会议室

10月23日
用友产业园-西区

13:00-18:00 离散企业智能制造专题论坛
数智制造 互联工业

【大中型离散制造企业】 学信教室

日期 时间 论坛名称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10月22日
用友产业园-中区

13:00-17:00 用友友福研习社专题论坛
走进用友 共创共赢--

2021用友友福研习社渠
道商务会议

E121会议室



2.4 专题论坛日程安排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日期 时间 论坛名称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10月23日
数智企业体验馆

13:30-16:30 流程企业智能制造专题论坛
数智制造 互联工业

【大中型流程制造企业】 B101多功能厅

13:30-17:20 交通公用专题论坛 数智化赋能企业“投融建管营” 205会议室

13:30-17:20
信息技术赋能金融数智化转型专

题论坛
金融科技 数智服务 207直播间

10月23日
朗丽兹西山花园

酒店

14:00-16:35 U9 cloud专题论坛
数智引领 成就世界级制造—
—数智制造选U9 cloud体验

会
3层明朝厅

14:00-16:40 YonSuite专题论坛
用友YonSuite 先进的商业创
新平台——激活成长型企业创

新力
3层清朝厅

14:00-16:40 U8 cloud 专题论坛
多组织管控 数智化升级

——云ERP选U8 cloud体验
会

3层商朝厅

15:30-18:30 烟草行业专题论坛 数智烟草 云端赋能 3层宋朝厅



2.4 专题论坛日程安排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日期 时间 论坛名称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10月24日
用友产业园-中区

13:30-16:00 协同云专题论坛
打造企业商业创新的超
级入口——移动工作选

友空间体验会
F102会议室

13:30-16:00
工业互联网专题论坛

（含泛互联网）

数智新设施 制造新动
能——工业互联网专题

论坛
E101会议室

14:00-16:00
信创专题论坛
(含国产化）

信创应用引领 生态创新
共荣——信创专题论坛

E116会议室

13:30-15:00 金融服务与运营商专题论坛
智慧金融 云网创新

——金融服务与运营商
专题论坛

F108会议室

13:30-15:30 专业服务专题论坛
全栈服务能力 助力企业
数智化转型——专业服

务专题论坛
F107会议室

13:30-16:00
ISV生态&开发者最佳实践专题

论坛

构建一体化生态服务 加
速产业商业创新——用
友ISV生态&开发者最佳

实践专题论坛

E121会议室

13:30-17:00
商业应用架构（产业链场景）

闭门研讨会

产业链升级的数智化趋
势暨商业创新平台（BIP）

支撑生态模式研讨会
E103会议室

14:00-18:00 用友薪福社专题论坛
品牌增长加速器——企

业自播超级公开课
F101会议室

10月24日
数智企业体验馆

14:00-17:30 通信云专题论坛
5G融合 赋能企业数智化
——用友通信云体验会

205会议室

13:30-16:30 税务云专题论坛
智慧税务 成就高效合规
的创新企业——智慧税
务选用友税务云体验会

B101 多功能厅



2.4 专题论坛日程安排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用友产业园-中区场地平面图

用友产业园-西区体育馆1层（学信教室）场地平面图



18

数智企业体验馆场地平面图

特别提示：会议日程仅供参考，以最终为准。

2.4 专题论坛日程安排

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场地平面图



2.5 专家面对面

专家面对面汇聚用友上百位各行业领域数智化顶级专家，他们将根据您的需求和痛

点问诊把脉，结合市场前沿、最佳实践和产品特性为您出谋划策。

2.5.1 活动地点及开放时间

 活动地点：用友产业园-中区招聘中心-D105，D111

 活动时间：10月23日-24日

2.5.2 场次安排

19

专家面对面

时
间
表

10月23日 10月24日

场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开始
时间

13:00 14:00 15:00 16:00 — 19:00 20:00 09:00 10:00 11:00 — 13:00 14:00 15:00 16:00 — 19:00 20:00

结束
时间

13:45 14:45 15:45 16:45 — 19:45 20:45 09:45 10:45 11:45 — 13:45 14:45 15:45 16:45 — 19:45 20:45

用时 00:45 00:45 00:45 00:45 — 00:45 00:45 00:45 00:45 00:45 — 00:45 00:45 00:45 00:45 — 00:45 00:45

2.5.3 专家面对面签到及注意事项

 专家面对面不接受现场预约。没有预约，无法签到。

 请提前联系您的客户经理，客户经理会帮您在友空间系统签到，并陪同您提前10

分钟到达接待区候场。

 现场工作人员在检查您的胸卡和客户经理友空间中的预约信息后，即可入场。

 专家面对面会谈整点开始，每个会谈时段45分钟，请严格遵守会谈时间。

 未佩戴胸卡人员不得入内。请您全程佩戴好胸卡。



2.6 大会展区

八大领域
数字营销、智能制造、智慧采购、敏捷供应链、数智金融、智
能财务、数字人力、协同办公 |  数智平台

28家生态伙伴

华为、IBM、英特尔、斑马技术、齐力科技、上海纽酷、霍尼
韦尔、天威诚信、企云方、腾讯云、深信服、oracle、信安、
人大金仓、同程、深科特、上上签、在途、睿真、慧都创新、
科箭、西安卓越、派可数据、画龙、瀚高、燕昌、苗乡三七、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2.6.2 展区信息

 开放时间：10月22日-24日 8:00-20:00

 入场凭证：大会胸卡或电子邀请函

 交通方式：可乘坐摆渡车或自驾前往

2.6.3 配套设施

 自取存包柜：置于前台处

 业务交流区：一层、二层公共休息区及二层两间会议室（206，208）供嘉宾进

行交流洽谈

2.6.4 展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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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展区介绍



3.1 大会用餐概述

• 本次大会用餐，嘉宾可凭餐券到中区满座儿餐厅、中区赣南人家餐厅、西区潘多拉

餐厅用餐

• 嘉宾凭餐券取餐，每张餐券限取餐一份

• 大会商务简餐全部为清真菜单

3.2 取餐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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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取用餐地点导览

餐厅 位置
10月23日 10月24日

11:30-14:00 17:00-19:00 11:30-14:00 17:00-19:00

满座儿
餐厅

中区8号楼
B1层

嘉宾
午餐

嘉宾
晚餐

嘉宾
午餐

嘉宾
晚餐

赣南人家
餐厅

嘉宾
午餐

嘉宾
晚餐

嘉宾
午餐

潘多拉
餐厅

西区6号楼
嘉宾
午餐

三、大会用餐安排



3.4 取餐原则及用餐地点安排

• 嘉宾根据会议地点就近前往指定餐厅用餐

• 餐券是取餐唯一凭证，如未携带餐券，请与取餐处现场工作人员协调处理

工作分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用餐总负责人 于婷 15210612026

用餐总负责人 张春光 13911638139

3.5 用餐事宜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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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交通安排

4.1  整体概览

大会提供接机、接站、送机、送站和穿梭巴士五类交通服务，其中接机、接站以参

会短信作为乘车凭证，送机、送站、穿梭巴士以参会胸卡作为乘车凭证。

 备注：

1. 为了乘客的安全，班车仅在住宿酒店停车落客，不接受中途下车。

2. 定点班车，按时发车，可随时拨打携程负责人电话。

3. 乘车时请您全程佩戴口罩。

23

日期 线路描述 发车时间 乘车地点 途径地点

10月22日

首都机场T1/T2航站楼-五矿君澜
酒店

12:00 15:00
17:00 19:00

T1/T2航站楼-1层抵达大厅

龙城温德姆酒店

龙城华美达酒店

朗丽兹连锁酒店

用友产业园区

稻香湖景酒店

首都机场T3航站楼-五矿君澜酒店
12:00 15:00
17:00 19:00

21:00 
T3航站楼-2层抵达大厅

大兴机场-五矿君澜酒店 12:00 16:00 大兴机场-2层抵达大厅

北京南站-五矿君澜酒店
12:00 15:00  

18:00
南站-地下1层到达大厅

北京西站-五矿君澜酒店
12:00 15:00  

18:00
西站-抵达大厅-南广场

4.2  接机/接站

 服务日期：10月22日

 服务地点：首都机场T1，T2，T3，大兴机场，北京南站，北京西站

 车辆形式：定点班车，专人举牌及引领，凭参会短信上车

 总负责人：温昊 13811492605



4.3  穿梭巴士：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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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日期：10月23日

 服务地点：北京龙城温德姆酒店，北京龙城华美达酒店，北京稻香湖景酒店，北京朗

丽兹连锁酒店，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

 发车形式：定点班车，专人举牌及引领，凭参会胸卡上车

 总负责人：文斌13910707503

日期 线路描述 发车时间 乘车地点

10月23日
上午

龙城温德姆酒店-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7:45 龙城温德姆酒店大堂

龙城华美达酒店-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7:45 龙城华美达酒店大堂

稻香湖景酒店-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7:45 稻香湖景酒店大堂

朗丽兹连锁酒店-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永丰南地铁站可步行到乘车点）

07:45 朗丽兹连锁酒店大堂

10月23日
中午

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12:00 五矿君澜酒店大堂

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西区 12:00 五矿君澜酒店大堂

10月23日
下午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五矿君澜酒店

18:00  19:00

西区-门口
中区-东门

数智馆正门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朗丽兹连锁酒店

18:00  19:00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龙城温德姆酒店

18:00  19:00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龙城华美达酒店

18:00  19:00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稻香湖景酒店

18:00  19:00

10月23日
晚上

用友产业园中区（酒会）--五矿君澜酒店 21:00

用友产业园中区（酒会）--朗丽兹连锁
--龙城温德姆酒店

21:00

用友产业园中区（酒会）--朗丽兹连锁
--龙城华美达酒店

21:00

用友产业园中区（酒会）-稻香湖景酒店 21:00

全天
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数智馆-朗丽兹花园酒店

循环班车
08:00-20:30

循环接送



4.3  穿梭巴士：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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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日期：10月24日

 服务地点：北京龙城温德姆酒店，北京龙城华美达酒店，北京稻香湖景酒店，北京朗

丽兹连锁酒店，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

 发车形式：定点班车，专人举牌及引领，凭参会胸卡上车

 总负责人：文斌13910707503

日期 线路描述 发车时间 乘车地点

10月24日
上午

五矿君澜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8:00 五矿君澜酒店大堂

龙城温德姆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8:00 龙城温德姆酒店大堂

龙城华美达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8:00 龙城华美达酒店大堂

稻香湖景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08:00 稻香湖景酒店大堂

朗丽兹连锁酒店-用友产业园中区
（永丰南地铁站可步行到乘车点）

8:00   8:15 朗丽兹连锁酒店大堂

10月24日
下午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五矿君澜酒店

13:00  18:30

西区-门口
中区-东门

数智馆正门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朗丽兹连锁酒店--龙城温德姆酒店

13:00  18:30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朗丽兹连锁酒店--龙城华美达酒店

13:00  18:30

数智馆-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
-稻香湖景酒店

13:00  18:30

全天
用友产业园（中区/西区）-数智馆

循环班车
08:00-20:30

循环接送



4.4  送机/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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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日期：10月24日

 服务地点：用友产业园

 发车形式：定点班车，专人举牌及引领，凭参会胸卡上车

 总负责人：文斌13910707503

日期 线路描述 发车时间 乘车地点

10月24日
下午

用车产业园-首都机场T1/T2航站楼 17:00

中区-西北门
（8F门口）

用车产业园-首都机场T3航站楼 17:00

用车产业园-大兴机场 17:00

用车产业园-北京南站 17:00

用车产业园-北京西站 17:00



4.5  乘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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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君澜酒店：大巴车乘车处 北京龙城温德姆酒店：大巴车乘车处

北京龙城华美达酒店：大巴车乘车处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大巴车乘车处

北京朗丽兹连锁：大巴车乘车处 永丰南地铁站B口：大巴车乘车处



4.5  乘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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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产业园西区-体育馆门口：大巴车乘车处 用友产业园中区-东门：大巴车乘车处

数智企业体验馆-正门：大巴车乘车处 数智企业体验馆：小车停车位

用友产业园中区-东门：小车停车位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小车停车位



4.6.2  北京南站/西站 高铁站-酒店 出租车/网约车参考价格

到达酒店 参考距离
出租车

（参考）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单程：56km（车程1.5小时） 200元

北京龙城温德姆/华美达酒店 单程：38km（车程1小时） 130元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单程：50km（车程1小时） 165元

朗丽兹连锁酒店/用友产业园 单程：40km（车程1小时） 145元

• 普通出租车

起步价13元，含3公里车程，超出后2.3元/公里。高速及停车费以实际为准。

4.6 其他交通方式参考

4.6.1 首都机场-酒店 出租车/网约车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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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酒店 参考距离
出租车

（参考）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单程：50km（车程70分钟） 180元

北京龙城温德姆/华美达酒店 单程：35km（车程1小时） 120元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单程：42km（车程1小时） 145元

朗丽兹连锁酒店/用友产业园 单程：32km（车程55分钟） 110元

4.6.3 大兴机场-酒店 出租车/网约车参考价格

到达酒店 参考距离
出租车

（参考）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单程：100km（车程1小时45分） 340元

北京龙城温德姆/华美达酒店 单程：80km（车程1小时20分） 260元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单程：105km（车程1小时45分） 375元

朗丽兹连锁酒店/用友产业园 单程：75km（车程1小时30分） 280元



4.7 自驾车/公共交通出行建议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停车建议：

• 导航目的地：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路55号院1号楼），紧邻海

淀驾校

• 停车场：根据道路标识从酒店大堂旁边的入口进入地下停车场；

用友产业园停车建议：

• 导航目的地1：用友产业园中区东门，停车场：入口两侧地面停车场

• 导航目的地2：数智企业体验馆，停车场：入口两侧地面停车场

关于停车费：

费用：10月23-24日大会期间，五矿君澜酒店及用车产业园指定停车区均免费

凭证：停车证

领取方式：提前与邀请机构获取

公共交通：

建议：永丰南地铁站-B口（东北口）--地铁16号线

步行2分钟至“朗丽兹花园酒店”乘坐大会摆渡车

30



五、大会酒店安排

5.1 酒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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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距离用友产业园 星级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12公里，30分钟 5星

朗丽兹连锁酒店（康福瑞） 1.5公里，7分钟 4星

北京龙城温德姆酒店 8公里，30分钟 5星

北京龙城华美达酒店 8公里，30分钟 4星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6公里，20分钟 4星



5.1.2 酒店早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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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用餐地点 早餐时间 早餐价格

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B1层云天阁自助餐

厅
6:30-10:00

大床及套房含单早，双床含双早。
前台办理入住加早餐，协议价80/人，单独

到云天阁自助餐厅办理138元/人。（成人）
1.2以下免费

1.2-1.5半价（69元）

朗丽兹连锁酒店
（康福瑞）

酒店二楼
早餐餐厅

7:00-9:00

每个房间按照登记人数提供早餐，最多两位，
家庭房为3位

额外早餐48/位
1.2米以下免费

北京龙城温德姆酒
店

一层
棕榈咖啡厅

6:30-9:00
每个房间按照登记人数提供早餐，最多两位

额外早餐80/位
1.1以下免费

北京龙城华美达酒
店

一层蜀香阁 6:30-9:00
每个房间按照登记人数提供早餐，最多两位

额外早餐80/位
1.1以下免费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贵宾楼东方苑自助

餐厅
7:00-9:00

每个房间按照登记人数提供早餐，最多两位
额外早餐58元/位
1.2.米以下免费
1.2-1.4米半价

*各酒店均凭借房卡/房间号用早餐



5.2.2 酒店签到信息

• 签到日期：10月22日

• 酒店签到时间：10:00-24:00

• 酒店入住时间：15:00以后，具体入住时间视酒店当天房况而定。

• 签到处：各酒店大堂内，按当日入住机构数量分通道进行签到。

• 房间预定低于10间房（包括10间）的机构，会务组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通

道合并；

• 签到负责人：由机构工作人员负责签到接待（1-2名）；

• 签到名单：根据名单模版机构自备名单，信息填写完整；

• 参会资料：参会胸卡、餐券、腕带（酒会入场凭证）；

• 房卡分配：会务组按照机构房间预定比例进行分配，特殊情况视现场特殊处理；

• 二维码签到：登录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签到处二维码进行签到

• 非自付费嘉宾直接办理入住手续无需缴费；

• 自付费嘉宾签到后，领取缴费凭证，在缴费通道办理缴费。若缴费柜台拥堵，可

在专属休息区稍作休息，稍后缴费。

（机构务必保证所有自付嘉宾缴费，否则酒店将从保证金中扣除）

5.2.3 入住缴费

使用流程&方法：

用于机构与酒店核对自付费嘉宾实际付款情况

• 付费嘉宾签到；

• 机构填写缴费凭证后，第一联机构留底，嘉宾手持第
二联&第三联前往缴费通道缴费（机构签到负责人必
须签字）；

• 到达缴费通道后第二联嘉宾保留，将最后一联交给酒
店收银员，收银员根据缴费凭证上房号和金额进行收
费。

注：签到结束后酒店系统可以检查入住付费与身份证识
别情况，避免遗漏问题。如有遗漏请机构负责人联系嘉
宾进行补缴费或身份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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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宾抵达 2.签到&扫描二维码 3.领取房卡

.面部识别5.缴费付款

详细流程：

• 嘉宾抵达，会务组指引人员引领嘉宾前往签到台，提醒嘉宾准备身份证并且同时提

醒嘉宾按机构进行二维码扫描&签到，机构根据签到名单核实嘉宾身份分发物料。

（请机构提前准备酒店签到表）

• 领取房卡：机构根据分房表给来宾相应房型的房卡。

• 非自付/自付嘉宾拿到房卡及付款凭证后，由会务组工作人员指引至激活房卡通道

（非自付无需缴费凭证）

• 如遇到签到处拥堵，或者是房间紧张情况，由工作人员引领至休息区休息，并提

供欢迎饮品。

• 身份证识别：根据公安机关规定，酒店入住嘉宾必须进行身份证识别，在柜台拥

堵的情况下客人可在休息区稍作休息，待签到处空闲时前往补录。

• 缴费付款：自付费客人出示缴费凭证，在缴费通道办理缴费。（机构务必保证所

有自付来宾缴费，否则酒店将从保证金中扣除）非自付嘉宾无需付款。

• 开具发票：入住酒店的自付费嘉宾，可在前台开取相应发票 。

• 退房：退房时间为中午12:00之前，嘉宾可自行将房卡交回酒店前台或快速退房盒

内，未退房卡将在中午12:00之后将失效。

为了避免退房拥堵酒店免去查房，如发生房损将直接从机构押金中扣除。

1.嘉宾抵达
2.签到&扫描二维

码

3.机构接待，核对

身份

4.领取参会物料、

房卡

5.办理证件录入，

自付费宾客缴费
6.入住客房

5.3 酒店签到流程

34



• 提前入住：嘉宾需要在入住酒店之前，请提前与邀约机构负责人报备入住时间。

• 续住安排：嘉宾如需续住，请提前与邀约机构负责人报备入住时间。

• 注：提前或延住需根据酒店当日房态决定。

1、公付费嘉宾离店退房

2、自付费嘉宾离店退房

• 12点前退房，房卡回收，即可完成退房，引领员指引送机/送站服务；

• 12点前退房，房卡回收，需要寄存行李，工作人员协助嘉宾寄存完成退房服务；

• 12点后退房，专人与嘉宾确认好离店时间，与酒店更新系统信息。

• 12点前退房，酒店前台办理退房，查询费用情况，领取发票及住宿凭证，即可完

成退房，为离店嘉宾安排送机/送站服务，如需寄存行李，由专人协助办理；

• 12点后退房，与嘉宾确认好离店时间，协助办理房卡续期及相关手续。等嘉宾退

房时，根据实际费用开具发票，协助嘉宾领取住宿凭证。

5.4 退房

5.5 提前入住及续住

5.6 主题大会补签处

• 酒店签到台没有办理签到的嘉宾，或只参会不住宿的嘉宾可以在补签处签到，领

取胸卡及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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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项及应急预案

进入北京：

 低风险地区来京，无需隔离，

 中高风险地区：居家隔离14+7天，2次核酸检测；

接种疫苗要求：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机场：无要求，健康码绿码+14天行程码即可

 北京各大火车站/长途车站：无要求，健康码绿码+14天行程码即可

 北京各地酒店：：无要求，健康码绿码+14天行程码即可

6.1 防疫政策

自驾

10月23日大会期间，酒店提供免费地下停车服务，凭车证入场。

进入停车区，请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14天行程码，体温正常，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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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健康宝 防疫行程卡

核酸检测

推荐检测地点：北京昌平区生命科学园康复医院（12-24小时内出报告）



会议期间为避免水土不服等情况发生，请嘉宾自备一些药品（如感冒药，腹泻药

等），特别是个人常用药，请自行携带。

6.2 健康提示

6.3 天气提示

以上是根据天气预报查询情况，10月22-24日期间北京天气温度降低，请嘉宾提前

做好防寒准备。请嘉宾根据天气情况携带好秋冬衣物。

10月22日（周五）

晴天：2°-16°

微风1-2级

10月23日（周六）

多云：3°-17°

微风1-2级

10月24日（周日）

晴天：5°-15°

微风1-2级

6.4 安全提示

• 保暖：北京早晚温差较大，请您提前准备秋冬等厚衣服；

• 防疫：公关场所，请一定随时保持佩戴口罩，勤消毒，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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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周边医疗设施

6.6 周边公安设施

医院名称 联系电话 距离用友产业园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010-69006900(总机) 4.5公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10-82264567(总机) 18公里

永丰派出所

距离：2公里

电话：110，010-62475261



6.7 周边餐饮推荐

用友产业园周边餐饮推荐

五矿君澜酒店-桃源中餐厅

江浙菜作为江南菜系的代表，因其
“注重本味”，所以选料刻求“精
细地道”。

营业时间：11:00-22:00
人均消费：300元
包厢参数：10人包厢
联系电话：010-50909999

地址：海淀区北安河路55号院1号
楼

宽板凳老灶火锅（永丰店）

特色重庆火锅

营业时间：11:00-23:00

人均消费：150元起
联系电话：010-82478818
地址：北清路68号23号楼B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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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会通联表

以下为本次大会参会嘉宾服务负责人联系表

板块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区机构 北京 毛毳 18610182295

地区机构 上海 夏岱蒙 18611982248

地区机构 深圳 陈晓 18129970897

地区机构 华南区 赵赫男 18565337773

地区机构 广州 李敏如 13414869157

地区机构 佛山 谭少青 18665532223

地区机构 东莞 单晓莹 15625522823

地区机构 珠海 周博煜 18575658069

地区机构 广西 王丹丹 13301242885

地区机构 海南 胡若兰 15607691251

地区机构 南京 吉丽华 13851496368

地区机构 苏中 赵玲玲 13776965757

地区机构 苏州 单艳 18020278523

地区机构 无锡 李静雯 13402508695

地区机构 常镇 陈星润 13775873109

地区机构 安徽 杨晶晶 17756058016

地区机构 杭州 田春霞 13735861051

地区机构 宁波 俞彩虹 15988690020

地区机构 绍兴 张巧玲 1835754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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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会通联表

板块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区机构 天津 卢佳 15522885049

地区机构 河北 李志明 13910733634

地区机构 唐山 李瑶 13702078351

地区机构 湖北 江晨婷 18163625466

地区机构 湖南 孙若晨 17308471798

地区机构 江西 舒宇 13970015681

地区机构 四川 张雨薇 13548136497

地区机构 重庆 郭胡越 15825991257

地区机构 贵州 黎靓 15519587585

地区机构 云南 李洁 18314516946

地区机构 陕西 高彩云 18392885533

地区机构 河南 李安琪 18743229778

地区机构 山西 韩江楠 18435111807

地区机构 内蒙古 熊国燕 18447053088

地区机构 新疆 颜颖 13179830997

地区机构 甘肃 李亚倩 13099255521

地区机构 宁夏 李雯琪 17752411272

地区机构 豫西 刘晓烨 1597861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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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会通联表

板块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区机构 济南 牟会清 18253599630

地区机构 青岛 王丽 18663996680

地区机构 烟台 潘瑞婷 13573549297

地区机构 鲁中 孙静 18005361129

地区机构 沈阳 谭盼盼 15040349321

地区机构 大连 梁梓 13898618645

地区机构 黑龙江 刘昱 13249452531

地区机构 吉林 文晓彤 18686341612

地区机构 福州 张少辉 13615035177

地区机构 厦门 邵婧 18970169700

地区机构 泉州 房薇 18120659982

地区机构 澳门 孫溢 15344887029

地区机构 台湾 曾淑君 886-097506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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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会通联表

板块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战略本部 能源 何静 18883734161

战略本部 央本 王婷 17611163887

行业子公司 政务 范晓燕 17600805264

行业子公司 汽车 王璐洋 13918652221 

行业子公司 畅捷通 郑晴 13810722727

行业子公司 金融 卢泽婷 15521390626

战略本部 广信 刘月悠 18610450331

行业子公司 新道 姚靖 15110135813

行业子公司 薪福社 吴贵桂 18600198351

行业子公司 烟草 陈曦 13811088422

行业子公司 红火台 魏鹏 13810992431

行业子公司 企业金融云 张红 18507090189

战略本部 建筑 丁杨 18910019020

生态&伙伴 战略伙伴 李珊 18612202829

生态&伙伴 专业服务伙伴 王闯 18515060917

生态&伙伴 ISV业务部 谭黎娴 15810976434

生态&伙伴 YonSuite产品市场 陈书 13510543915

生态&伙伴 整合营销部 王辛 13501145132

生态&伙伴 数字营销部 鱼跃 13520110963

生态&伙伴 税务生态业务部 蒋福静 13683681490

生态&伙伴 协同云事业部 张林林 18612252681

生态&伙伴 云通信事业部 邢伟 18841623506

生态&伙伴 数据资产运营部 陈怡 13911079661



八、北京游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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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红叶伴长城，国风祭红叶！

9:00 酒店/市区出发

09:30-11:30 前往古北水镇，乘坐摆渡船；

11:30-12:30 办理景区门票及入住手续；

午餐之后水镇游览活动：司马台长城、摇橹船体验等

17:30-18:30 晚餐：水镇内特色晚餐

水镇活动推荐：

枕梦红叶小镇：古北水镇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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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梦幻旅程：北京环球度假区

行程特色：北京环球影城一日体验，所有园区畅玩！

9:00 酒店/市区出发

9:30-10:30   抵达北京环球度假区；

10:30-11:30 游览开启奇妙梦幻旅程，沉浸式体验环球度假区；

午餐自理

21:30-22:30 送回酒店，结束行程

八、北京游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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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是北京西郊一座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山林公园，历史悠久，文物古迹

众多，清代"三山五园"之一静宜园即在香山，园中文物古迹非常之珍贵。

醉美秋天赏红叶：香山公园一日游

行程特色：北京醉美秋天在香山，香山醉美在红叶！

9:00 酒店/市区出发

9:30-10:30   抵达香山公园；

10:30-12:30 游览香山公园；

12:30-13:30 午餐

16:30-17:30 送回酒店，结束行程

八、北京游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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