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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 中山大学第八届中国营销创新研讨会——数字时代的消费者洞察与
营销创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群“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营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支持下，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主办、中国营销创新科研团队具体承办的“第八届中国营销创新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3日-14日在管理学院M202会议室召开，本次

研讨会主题为“数字时代的消费者洞察与营销创新”（Consumer Insights and Marketing Innovations in Digital Era）。

 
会议简介

随着社交媒体、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线上电子商务不断创新；社交传播和电商越发重要；消费者凸显主动创造与分享

行为……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新营销环境，学术界和实业界需要共同捕捉数字技术下的消费者行为与心理，探讨企业和公共事业的营销创

新方向。为此，第八届中国营销创新研讨会聚焦“数字时代的消费者洞察与营销创新”，连接业界和学术界，推动数字背景下的消费者行为

和市场营销理论创新，为商界和公共事业提供前沿营销理论指引。

本次研讨会将邀请消费者行为、营销模型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工商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等实践部门的管理者，将围绕以下前沿话题共同进

行探讨：

▸1.数字时代的消费行为洞察：新技术与消费者赋权、消费者创造与分享、用户隐私权等；

▸2.数字时代的营销战略创新：线上零售创新、线上客服创新、营销智能技术创新、共享与平台商业创新等。

▸3.数字时代的社会事业创新：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公益、数字时代的公共健康促进等。

本次研讨会演讲嘉宾由学者、企业经理人、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者共同组成。与会嘉宾将结合自身专长，围绕新技术背景选定演讲主题，演

讲内容首先回顾他人前期研究、梳理提炼自身研究发现、提出新技术背景下的理论机会与展望，以期推动相关主题的理论创新和对工商界

及公共事业的战略借鉴。

 

中国营销创新科研团队简介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招收与培养市场营销博士研究生，是国内最早培养市场营销博士研究生的少数几所院校之一。

现已形成市场营销本科（方向）、硕士（方向）和博士（方向）等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本团队的学术研究对接国际主流，紧跟产业发展

动态，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行为、品牌与营销战略、服务营销等。“中国营销创新”科研团队学术研

究的重点关注情景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的信息处理与行为决策；消费品市场；公共品与社会公共活动；移动、数字与社交；国际市场

等。

“中国营销创新”科研团队重视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本科研团队的成员现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教育

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重大重点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包括：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Journal of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等，国内权威期刊包括《管理世界》和《管理科学学报》等。本科研团队培养的众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直接任教

于全国“双一流”高校，其中包括：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海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等。这些高校在国家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会议议程

时间：2019年11月13—14日

地点：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善思堂M202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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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学术界嘉宾

 

教授（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姓名：姜宇威

单位：香港理工大学

演讲主题：Visual Marke�ng

 

姓名：石贵成

单位：澳门科技大学

演讲主题：Conceptualiza�on and Measurement of Brand Envy

 



姓名：万雯

单位：香港大学

演讲主题：Social Crowding and Visual Preference

 

姓名：王海忠

单位：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健康科普的现状与展望

 

姓名：严志坚

单位：香港大学

演 讲 主 题 ： Engaging Customer Co-crea�on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hrough Foreign Subsidiaries: Influences of MNCs’ Global

Integra�on and Local Adapta�on Mechanisms

 

 

姓名：杨智聪

单位：广州市疾病防治控制中心

演讲主题：公共卫生与健康促进

 

副教授（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姓名：戴先炽

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演讲主题：Scarcity and Taste Preference

 

姓名：高蕾蕾

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演讲主题：关注资源还是关注目标？资源分配决策中的不同考虑导致分配多样性的差异

 



姓名：张岩

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演讲主题：Is the Old Consumer Psychology Outdated in the New Age of Technology? （新技术，旧心理：  消费者心理和新技术的交互）

 

助理教授（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姓名：关文晶

单位：香港公开大学

演讲主题：Helping Yourself before Helping Others: How Sense of Control Promotes Charitable Behaviors

 

姓名：黄菲菲

单位：香港理工大学

演讲主题：Feeling Lonely Influences Preference for Previously Owned Products

 

姓名：黄仲强

单位：香港大学

演讲主题：The Effect of Scheduling Style on Sa�a�on

 

姓名：揭赟

单位：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Release Date, Inference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between Drugs

 

姓名：王琳

单位：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Inves�ng in the Future Self: Legacy Mo�va�on Increases Consumer Saving

 



姓名：王至  Vincent Chi WONG

单位：香港城市大学

演讲主题：“Dislike Me, But Like My Dog ”: Toward A Process-Transfer Model of the Endorser Effect

 

博士生在读（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姓名：黄雅静

单位：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AI for Customer Loyalty in Health Care Marke�ng

 

姓名：欧阳建颖

单位：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人体器官拟人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行为

 

姓名：王雪

单位：香港大学

演讲主题：Robot Anthropomorphism and Employees’ Job Insecurity

 

企业界嘉宾（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姓名：曹瑞安

单位：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演讲主题：迈进口腔大健康的数字化时代

 

姓名：崔超

单位：开课吧

演讲主题：开启私域流量增长2.0

 



姓名：郭子毅

单位：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演讲主题：爱尔眼科高速增长下的营销实践

 

姓名：李韶辉

单位：筷子科技

演讲主题：数据驱动的创意决策与商业决策

 

姓名：谢方敏

单位：健客网

演讲主题：人工智能助力健客健康服务

 

姓名：谢江涛

单位：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演讲主题：第三方医学检验应对社会大众健康需求变化的营销实践

 

 

会议注册

您的热情支持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前提，我们期待您的莅临！由于会议场地有限，会议仅对受邀人员和已成功注册人员开放。若需

咨询论坛相关信息，请与论坛相关负责人联系。

 

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Symposium Contact）

联系人：程江慧老师

联系电话：020-84113636

联系邮箱：chengjh2@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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