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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21〕16 号 

 

关于 2021 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 
“天使学”（企业侦查）开营的通知 

 
各参营院校： 

根据中国物流学会《关于举办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的

通知》（物学字〔2021〕5号）的精神，结合本届院校报名、疫情

相关规定，现就“天使学”（企业侦查）环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向阳青春  创业创新 ——  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

“天使学” 

二、时间、形式及活动概述 

时间：2021 年 7月 29日（周四）-7 月 31日（周六） 

地点：中国·青岛 日日顺供应链智慧物流基地 

中国物流学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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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述：组织营员进入企业，深入日日顺供应链智慧物流基

地，通过听取情况介绍、痛点及需求分析，现场实践、探访，找寻

并确定创业创新的课题方向。为下一环节“A轮研”（院校练兵），

即组建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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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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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含）以内，带队教

师 1名。 

营员选拔标准：由院校组织选拔创业创新“种子”选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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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完整参加全部的活动环节。 

企业导师：邀请中国物流学会、海尔集团、日日顺供应链相关

领导，以及创客小微创始人、资深投资专家、财经专家等，作为

“天使学”环节的企业导师。 

四、核心日程安排 

“天使学”（企业侦查）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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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参与环节 时间 内容 

7 月 28日 签到 9:00-18:00 到达指定酒店签到，办理入住 

Day1 

星辰大海 

7 月 29日 

（周四） 

 

 

（上午） 

开营典礼 

9:00-9:15 主办方致辞：中国物流学会 

9:15-9:30 主办方致辞：日日顺供应链 

9:30-9:50 创业主题演讲：创物联网场景物流生态品牌 

9:50-10:10 正式启动：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天使学” 

10:10-10:20 营旗传递（往届寄语+新一届创客发言） 

10:20-10:25 颁发 优秀高校老师勋章 

10:25-10:30 颁发 企业导师聘书 

10:30-10:40 “未来信箱” 

10:40-11:00 创客大合影 

11:00-11:50 创客文化参观   【海尔文化馆+生活馆】 

（下午） 

 

供应链管理 

workshop 

13:30-13:50 嘉宾分享：日日顺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 

13:50-14:30 

workshop 

公布课题 

14:30-17:00 创客抢课题+现场头脑风暴 

17:00-17:50 创客分享 

Day2 

乘风破浪 

7 月 30日 

（周五） 

（上午） 

智慧物流全接触 

8:30-9:10 探营国内首个大件物流智能仓-黄岛仓 

10:30-11:30 参观国内首个大件物流智能无人仓-即墨仓 

（下午） 

智慧物流 

workshop 

13:30-13:50 嘉宾分享：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13:50-14:30 

workshop   

公布课题 

14:30-16:30 创客抢课题+现场头脑风暴  

16:30-17:50 创客分享 

Day3 
8:30-8:50 嘉宾分享：场景物流服务解决方案  

8:50-9:30 workshop 公布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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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游戏 

7月 31日 

（周六） 

（上午） 

场景物流 

Workshop 

9:30-11:30 创客抢课题+现场头脑风暴  

11:30-11:50 创客分享 

（下午） 

创新孵化器 

13:30-13:50 创客赋能：创客人才发展体系建设 

13:50-14:10 财务管理在创业路上的重要性 

14:10-14:30 大咖分享：以场景化定制领跑行业新赛道 

14:30-18:00 创业“剧本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晚上） 

创享荟 

19:30-19:50 创客团队风采展示 

19:50-20:00 VLOG：精彩回顾 

20:00-20:20 开启“未来信箱” 

20:20-21:00 才艺展示及复盘总结 

8 月 1日 返程 07:00-13:00 创客返程 

注：依据天气情况、基地生产状况及企业导师时间，实际日程以当天安排为准。 

五、报到及返程 

报到时间： 2021年 7月 28日（周三）09:00-18:00  

报到地点： 汉庭酒店·青岛海尔工业园店（山东省青岛市市

北区常宁路 8-8号，海尔工业园旁） 

返程时间： 2021年 8月 1日（周日）07:00-13:00 

六、注意事项 

1.参营院校师生及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来青报到时需佩戴口罩并持有绿色健康码，现场进行体温测

量，如出现体温异常等情况，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执行。 

2.如因参营院校自身原因造成错过本次“天使学”时间，主办

方将不单独安排补办或调整时间； 

3.学生及带队教师在企业的行程、食宿由日日顺供应链安排并

承担相应费用，青岛酒店住宿预定时间为 7月 28日-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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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晚）。往返青岛交通费、安全保险及在青岛期间个人其他花

费均由学校/学生自理。 

4.参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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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第六

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天使学” 参营院校信息采集表》，并将电

子版及盖章扫描版回传至邮箱 RRSLMC@sina.com（截止时间：2021

年 7月 13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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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参营院校承诺书》，请以

院校为单位，并将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回传至邮箱

RRSLMC@sina.com（截止时间：2021 年 7月 13日）。 

七、“天使学”主办方联系方式 

（一）联系方式 1： 

日日顺供应链（负责本次活动具体组织实施） 

联系人：李红艳  （0532）55777202；15192602840 

李婷婷  （0532）55777200；139532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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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83775680；13301381866 

 

创客训练营官方电子邮箱：RRSLMC@sina.com （请将附件 1、

2 发至此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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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天使学” 参营院校信息采

集表 

2.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参营院校承诺书 

 

       

 

 

 

 

 

 

 

 

 

                       

 

                                2021 年 7 月 6日 

 

          

        

中国物流学会                       2021 年 7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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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天使学”（企业侦察） 

参营院校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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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队教师姓名  带队教师职务/职称  带队教师联系方式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是否 

团队长 
学生联系方式 年级 专业 出生年月日 特长/才艺 

是否与校方统一到达/离开（若

否，到达/离开日期时间、航班/车

次号） 

1          

2          

3          

4          

5          

6          

院长/系主任签字  院校公章  

为方便管理，建议每校推举 1名学生创客作为代表/团队长。院校需确保参营学生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并为学生购买必要的保险。 

联系人：李红艳   电话：15192602840    邮箱：RRSLM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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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 

参营院校承诺书 

我校自愿参加由中国物流学会与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2021第六届“日日顺创客训练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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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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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擅自退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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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时间安排、资格要求及

其他训练营活动的必要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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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训练营有关的不实、不当信息。 

6．事先核实并随时注意参营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及与疫情相关

的健康状况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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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为保障本校参营学生的安全，本校将事前为参营学生购买活动期间必要的人

身财产保险。 

8．如我校或我校参营师生违反上述承诺，我校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以及由此

造成的一切人身安全及经济财产损失； 

9．主办方对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的安全事故隐患，有权通知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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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