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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17〕9 号 

 

 

关于‚2017 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 

一号营地‘企业侦查’开营的通知 

 

各参营院校： 

根据《中国物流学会关于举办 2017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

练营”的通知》（物学字〔2017〕1 号）的通知精神，结合院校报名

情况，现就一号营地“企业侦查”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创新.创业.圆梦未来 ——  

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一号营地 走进日日顺智慧物流基地 

二、时间、地点及活动概述 

时  间：2017 年 7 月 25日（周二）-7 月 28日（周五） 

地  点：青岛日日顺物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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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述：组织营员进入企业，通过听取情况介绍、“痛点”

分析，现场实践、探访，自主发现问题、自己确定研究方向。为“二

号营地”院校练兵阶段，组队起草创业创新解决方案打下基础。 

三、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学会、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营员对象：以参营院校为单位，面向该校物流及相关专业全体

本科及研究生开放。每校参营学生总数限 10人以内，带队教师 1

名。 

营员选拔标准：身体健康，品德优良；有较强的创业热情，善

于学习，善于沟通，团队意识强。营员由参营院校按照上述标准选

拔确定，需完整参加全部四天的训练。 

每日主题及讲师：以了解创客文化、体验智慧物流、互动物流

课题、融入共享平台分别作为四天活动的主题。邀请中国物流学会、

海尔集团、日日顺物流相关领导，以及创客小微创始人、资深投资

专家等，作为此次企业侦查的导师。 

四、日程安排 

一号营地 —— 企业侦查 日程 

主题 日期 时间 内容 

了解 

创客 

文化 

7月 25 日 

8:00-8:20 带队出发 

8:30-8:50 园区安全教育互动，并签订安全承诺 

9:00-9:30 探营启动-开营致辞 

9:30-9:40 探营启动-海尔互联网转型及创客文化 

9:40-10:00 日日顺物流双创平台 

10:00-10:20 海尔品牌介绍及创客训练营介绍 

10:20-10:35 首届创客训练营代表发言+营旗传递 

10:35-11:10 创客大合影 

11:10-12:30 海尔文化展+生活展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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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健身器材小微：创业分享 

14:00-14:30 家哇小微：创业分享 

14:30-15:00 日日顺乐家：创业分享 

15:10 -17:10 Workshop—小帅影院创业样板：分享+提出互动话题 

17:10-17:30 大考：2017智慧物流大考（全国卷） 

体验 

智慧 

物流 

7月 26 日 

8:30-12:30 日日顺智慧物流基地参观及基地创意合影 

13:30-17:30 大件物流标准仓参观、实践体验（叉车、扫描枪等） 

互动 

物流 

课题 

7月 27 日 

8:30-8:50 带队出发 

9:00-9:40 世界就是我的人力资源部 

9:40-10:20 1169人才规划 

10:20-11:00 电商物流：分享+师生互动 

11:10-11:50 家居物流：分享+师生互动 

11:50-12:10 透明物流：分享+师生互动 

12:10-12:30 金融物流：分享+师生互动 

13:30-14:10 智慧云仓：分享+师生互动（VR体验） 

14:10-14:50 智慧物流基地干线及运营：分享+师生互动 

14:50-15:30 物流区配模式及体验：分享+师生互动 

15:30-17:30 Workshop—车小微创业分享+提出“互动话题” 

融入 

共享 

平台 

7月 28 日 

8:30-10:30 COSMOPlat平台：互联工厂参观、体验 

10:30-12:30 少海汇平台：参观、体验 

13:30-14:00 少海汇平台：分享 

14:00-14:30 海创汇平台：分享 

14:30-15:00 大件物流行业研究报告分享 

18:00-21:00 创客趴 （互动总结会） 

注：基于此四大主题，依据天气情况、基地使用及讲师时间，实际日程以当天安排为准。 

五、报到及返程： 

报到时间：2017年 7月 24日（周一）8:00-19:00 

报到地点：汉庭酒店(青岛崂山高科园店)，青岛市崂山区科苑

纬三路 19号。近地铁 3号线地铁大厦站 B出口/河东公交站。 

返程时间：2017年 7月 29日（周六）7:00-12:00 

六、注意事项： 

1. 如因参营高校自身原因造成错过本次企业侦查时间，主办方

将不单独安排侦查或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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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及带队教师在企业的行程、食宿由日日顺物流安排并承

担相应费用，汉庭酒店住宿预定时间为 7月 24日-7月 28日（共 5

晚）。往返青岛交通费、安全保险及在青岛期间其他花费均由学校/

学生自理。 

3. 院校需对参营学生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并对参营

学生的安全负责。请以院校为单位，填妥《附件 1：2017第二届日

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 1号营地·企业侦查 参营高校交通信息采集

表》，并盖章回传（截止时间：2017 年 7月 5日） 

4. 院校需遵守主办单位的相关规定、安排、制度和要求，详见

《附件 2：2017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参营高校承诺书》，

请以院校为单位，将须知盖章回传（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5日）。 

七、一号营地主办方联系方式： 

（一）联系方式 1：日日顺物流（负责本次活动具体组织实施） 

联系人：刘璇 

电话：15853222980 

（二）联系方式 2：中国物流学会（负责本次活动咨询联络） 

联系人：黄萍  

电  话：（010）58566596；13301381866 

 

训练营官方电子邮箱：RRSLMC@sina.com （请将附件 1、附件 2

发至此邮箱） 

训练营官方微信：中国物流学会、日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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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 1号营地·企业侦

查 参营高校交通信息采集表 

附件 2：2017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参营高校承诺书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物流学会                         2017 年 6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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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 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 1 号营地·企业侦查 参营院校交通信息采集表 

参营院校 放假日期 拟抵达青岛日期及时间 拟到达青岛航班/车次号 拟离开青岛日期及时间 拟离开青岛航班/车次号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学生联系方式 是否与校方统一到达/离开（建议与校方统一行动，若否，到达/离开日期、时间、航班/车次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表所列参营学生第一人，为本校学生代表。  院校需确保参营学生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并为学生购买保险。 

联系人：刘璇   电话：15853222980    邮箱：RRSLMC@sina.com



 

— 7 — 

附件 2： 

2017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 

参营高校承诺书 

                    

我校自愿参加由中国物流学会与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日日顺物流”）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日日顺物流创客训练营”（以下简称为“训练营”）项目的相

关活动，遵守主办单位的相关规定、安排、制度和要求。作为训练营的参营单位，

特向主办单位做出相关承诺如下：  

1．本院（校）符合主办单位要求的各项参营资格。 

2．及时提供参营所需的必要证件，并保证相关证件真实、有效、合法。 

3．根据主办单位的要求，我校将配备必要数量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员/带队老师，

保证活动期间参营学生的安全及秩序，不私自外出或有其他违反训练营规定的行为。 

4．遵守主办单位关于活动的各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指引、时间安排、资

格要求及其他训练营活动的必要安全措施和管理措施。 

5．我校将督导本校参营师生不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博客等自媒体、第三方网

站或者任何非主办方事先同意的信息发布渠道上发布或者授意他人发布任何不实的、

有损主办方声誉或者其他与训练营有关的不当信息。 

6．为保证本校参营学生的安全，本校将为参营学生购买必要的人身财产商业保

险。 

7．事先核实和随时注意参营学生的人身安全、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并就不符

合参营要求的学生情况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向主办方及时告知，协商解决措施； 

8．如我校或我校参营师生违反上述承诺，对所造成的所有安全治安、人身财产

等事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如造成主办方工作

人员或其他人员人身、财产损失的，将给予赔偿和处理； 

9．主办方对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的安全事故隐患的可通知立即整改 ，因此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损失和影响由责任单位承担； 

本承诺书的签署是我校参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本承诺书自我校盖章之日起即

发生法律效力。 

 

 

                                      院校名称（盖章）： 

 

代表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