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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十届全球采购（武汉）论坛 

暨公共采购 2019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推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采购和相

关公共采购的创新与发展，促进公共采购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进一步

推进公共采购的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湖北省商务厅将于2019年11月18-20日，在武

汉市联合举办“第十届全球采购（武汉）论坛暨公共采购2019年会”。 

本届全球采购论坛将以“采购，通向“一带一路”的钥匙”为主

题，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采购贸易、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本届公共采购年会，以“数据赋能 规范采购”为主题，分为政府采

购、国企采购、军事采购等分论坛，邀请有关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专

家与相关企业代表共同研讨，深入讨论公共采购领域面临的重点、热

点话题，分享成功经验，推动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一、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湖北省商务厅 

承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 

          湖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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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招标投标协会 

协办单位：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物资经济研究中心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采购研究中心 

赞助单位：中国公共采购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公采科技有限公司 

（待补充）         

二、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11月 18日—20 日（18 日报到）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报到地点在武汉江城明珠豪生大酒店，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沿江大道 182号） 

三、大会主题 

（一）论坛主题：采购，通向“一带一路”的钥匙 

（二）公共采购年会主题：数据赋能 规范采购 

1．规范化——国企采购的合规性与降本增效; 

2．信息化——从“电子化采购”向“智慧采购”转变与提升； 

3．专业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采购官制度； 

4．市场化——如何发挥市场在公共采购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 

5．国际化——GPA谈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三）颁奖典礼：2019“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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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结果发布 

2．2019“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颁奖（六大奖项） 

（四）专题培训：《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解读暨招标采购案

例解析专题培训班（11月 17 日-20 日，19日参加论坛开幕式和主论

坛） 

四、日程安排 

11 月 18日全天  参会嘉宾报到 

11 月 18日晚    中物联公共采购分会第二届二次理事会 

11 月 19日上午  参加“第十届全球采购（武汉）论坛”开幕式

及相关活动 

11 月 19日下午  公共采购 2019年会 

1. 年会开幕式 

2. 公共采购分会年度工作回顾 

3. 主题演讲 

11 月 19日晚  “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颁奖晚宴 

11 月 20日上午  平行分论坛（4 个） 

1.“全国政府采购机构负责人座谈会” 

议题一：政府采购法的修法建议 

议题二：“互联网+”政府采购的新趋势、新发展 

议题三：政府采购体制机制创新经验交流 

2.“国有企业智慧采购与供应链创新”主题论坛 

议题一：国有企业采购的特点与难点、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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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国有企业的“电子化采购”与“智慧化采购” 

议题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国企采购中的

应用 

议题四：国有企业智慧采购与供应链创新案例分享 

3.“中外国防采购研究交流会” 

议题一：中国的军事物资采购经验分享  

议题二：西方国防采购的经验分享   

4.《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解读培训班学员交流会 

议题一：国有企业采购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 

议题二：国有企业采购四类采购方式的适用 

议题三：《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的答疑 

11 月 20日下午 离会 

五、拟邀人员 

1.全国各省级、地市级政府采购中心代表； 

2.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采购部门负责人； 

3.解放军军队物资采购部门、研究机构的代表； 

4.高等院校采购部门代表； 

5.中物联公共采购分会的会员单位； 

6.公共采购领域的代理机构、供应商代表； 

7.特邀嘉宾、知名专家； 

8.“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获奖个人及单位代表。 

会议规模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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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会费用 

1. 会议期间，组委会提供会议接待；除住宿费（由酒店按政府

采购价收取）外，不收任何会议费用。 

2. 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3. 如需参加同期举办的“《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解读暨招

标采购案例解析专题培训班”，请另行报名、交费。 

七、论坛成果应用 

请与会单位、专家围绕论坛议题提供文字交流材料，在 11 月 10

日前提交组委会汇编成册，优秀作品将推荐给相关媒体刊载。 

八、联系人 

熊乐琴 18519344096  QQ:936050263 

于颖娟 13651382805  QQ:1405767348 

邮箱：pengxl@chinascm.org.cn 

 

附件 1：第十届全球采购论坛暨公共采购 2019 年会参会回执 

附件 2：关于举办“2019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的通知（中物

联 2019 年 9 月 25日发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9年 10 月 9日 

mailto:pengxl@chinasc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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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届全球采购论坛暨公共采购 2019 年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E-mail  传真  

参会人员姓名 职务 性别 手机 拟参加的分论坛 

     

     

     

     

航班/车次 

去程： 

返程： 

备注： 

1、会议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直接与酒店结算，标间、单间的价格均为 500元/天；往返交通费自理。 

2、欢迎提供有关体制改革创新、法律完善、监督管理或电子化采购等方面的文章一篇，供与会者交流学

习，请将交流材料于 11月 10日前发送至 pengxl@chinascm.org.cn。 

3、11月 18日全天报到，请提前确定往返航班和车次，组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高铁武汉站设有接站点。 

4、如有特殊食宿要求请注明。 

请详细填写参会回执，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发送 pengxl@chinascm.org.cn 

联系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处 

熊乐琴 18519344096  QQ:936050263；于颖娟 13651382805  QQ:1405767348 

 

mailto:pengxl@chinascm.org.cn
mailto:pengxl@chinasc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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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举办“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推进我国公共采购事业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评选

和激励本年度公共采购领域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案例，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拟于 2019 年 9-11月开展“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活动。 

欢迎公共采购领域（政府采购、国企采购、军队采购、高校采购和公共资源

交易机构）的各有关单位积极参评。 

一、奖项设置 

1.本次评选活动设立六个奖项： 

（1）优秀集中采购机构； 

（2）优秀采购代理机构； 

（3）先进电子化平台； 

（4）优秀供应商； 

（5）优秀案例； 

（6）先进人物。 

2.全国政府采购、国企采购、军队采购、高校采购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采

购人、供应商、代理机构、管理服务机构，均可申报。 

二、参评方式 

1. 各 相 关 机 构 和 个 人 可 登 陆 “ 中 物 联 公 共 采 购 分 会 ” 网 站

（http://www.chinawuliu.com.cn/office/50/index.shtml）或“公共采购分会”

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文件进行报名；部分省、市、自治区将由省级行业协会组

织报名、初评。 

2.将以下参评资料请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邮箱 xionglq@chinascm.org.cn。 

（1）按要求填写的参评表（见附件，Word 文档提交）； 

（2）参评事迹材料（另附，Word文档，3000字以内） 

（3）参评单位或个人的照片（3张以上，每张图片的文件大小不低于 600KB）、

视频文件（时长不超过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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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评表须打印、盖章，将原件连同其他材料快递至：北京市丰台区双营路

9号丽泽亿达中心 3 层中物联公采分会，熊乐琴收（电话 18519344096）。 

4. 每个单位申报的奖项不得超过 2项；参评资料请务必于 2019 年 10月 31

日之前报送，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逾期无效。 

三、颁奖方式 

1.评选结果揭晓后，将通过媒体进行公示和发布。 

2.有关奖项将在“第十届全球采购论坛暨 2019公共采购年会”（11 月 18-20

日·武汉）和第六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论坛（12 月 10-13 日·昆明）上进行颁

奖。 

 

联系人：熊乐琴 18519344096，于颖娟 1365138280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9 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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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参评表 

（公共采购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相关机构填报） 

参评单位  地址  

参评奖项 
□优秀集中采购机构           □优秀采购代理机构   

□先进电子化平台             □优秀案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参评的主要事

项 

 

 

 

 

参评理由概述 

（限 200 字以

内） 

 

 

 

 

 

 

参评事项 

主要说明材料

（字数不限，

可另附Word文

档） 

 

诚信声明 

本单位承诺参评信息真实、准确，同意对参评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充分性负责。 

单位签章：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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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参评表 

（优秀供应商） 

参评单位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金  

所属行业  联系人  

参评项目 □优秀供应商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参评事由概述 

（限 200 字以

内） 

 

 

 

 

 

 

公共采购取得

的业绩（近三

年，字数不限） 

 

 

 

 

 

 

 

 

诚信声明 

本单位承诺参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充分性，并对参评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充分性负责。 

 

单位签章：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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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公共采购年度评选参评表 

（先进人物） 

参评人  工作单位  

出生年月  担任职务  

政治面貌  学历/专业  

参评项目 □先进人物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个人履历 

 

 

 

 

参评理由概述 

（限 200 字以

内） 

 

 

 

 

主要事迹材料 

（字数不限，

请另附 Word文

档）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该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表现突出，推荐其参评 2019 全国公共采

购年度评选。本单位承诺对参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充分性负

责。 

单位签章：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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