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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背景及活动材料 

一、论坛背景 

作为APEC框架下的重要机制性活动，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

承担着向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传递中小企

业声音的重要功能，自1996年由APEC领导人会议同意举办以来，

已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交流合作的盛会，在APEC各经济

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019年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吸引了来自18个APEC成员经

济体的政府机构、商会协会、企业界1500名代表参加，包括12位

经济体部长、200余家境外商协会和企业、500余家境内企业济济

一堂，共话亚太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务实合作，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和海外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宣传报道。 

2020年正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经APEC秘书处和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支持，2020年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将于

12月13日-15日在中国深圳召开。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

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中国香港作为共

提经济体共同支持论坛举办。 

2020年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将以“共克时艰、复工复苏、



 2 

同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企业健康发展法律服务、AI赋能中小企业、数字经济、

医工交叉等主题举办平行论坛，并将组织欢迎晚宴、企业交流酒

会、洽谈交流等多项活动。届时国家部委领导、深圳市主要领导、

APEC成员经济体政府高级官员、权威专家学者、中央新闻单位及

知名媒体代表将出席会议，与制造、科技、金融、服务等行业的

优秀企业家共同交流共谋发展。 

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不仅是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交流分享的

平台，更是优秀企业向全亚太展现创新成果和企业风采的舞台。

通过工商论坛，与会各界代表将向世界传递合力推动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为深化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注入强

大动力！ 

二、论坛概述 

名称：2020年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 

APEC SME BUSINESS FORUM 2020 

主题：共克时艰 复工复苏 同创未来 

时间：2020年 12 月 13 日-15日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 

邀请范围：邀请国家部委领导，主办单位领导，相关行业协会和

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负责人，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APEC

成员体官员、驻华使领馆官员、商协会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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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国际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等（境外嘉宾采取线上方式参与）。APEC

成员体金融、科技、制造、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代表、2020 年国际独角

兽企业、国内专精特新企业和深圳市重点企业、民营及中小企业代表。 

形式：主旨演讲、访谈对话、项目签约、项目路演、展示交流、

洽谈对接等。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二）承办单位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 

深圳湾区中小企业国际创新交流中心 

（三）协办单位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 

日本价值工程协会 

韩国创业加速器协会 

马来西亚国际商务促进协会 

泰国工业联合会 

香港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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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中小企业服务联盟 

东盟+中日韩中小企业服务联盟 

四、论坛成果 

工商论坛设立主席团，主席团成员由 APEC 成员经济体领军企

业和优秀成长型中小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工商界代表或专家组成。

主席团成员参与各场论坛活动，总结讨论并发出 APEC 工商论坛倡

议等，传递中小企业的声音和诉求。 

五、主要活动 

论坛共设置主席团闭门会议、开幕式、主论坛、七场平行论坛、

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宣传报道优秀作品征集发布大会和“创客中国”

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等 12项内容。 

（一）主席团闭门会议 

时间：12 月 13日 15:00-16:00   

地点：深圳前海华侨城 JW万豪酒店一层会议室 

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政、产、学、研各界代表组成论坛主

席团，共商论坛成果建议。 

（二）开幕式 

时间：12 月 14日 9:00-9:4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论坛开幕式将由深圳市领导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

广东省省领导、马来西亚企业发展部部长旺·朱乃迪将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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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线上线下致辞。同时还将举行主席团成立仪式、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与深圳前海合作区管委会战略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等。 

（三）主论坛 

时间：12 月 14日 9:40-12:0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主论坛围绕“共克时艰 复工复苏 同创未来”主题，聚焦疫情

下中小企业复工复苏发展，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泰

国副总理苏帕塔纳蓬，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合作

区党工委书记黄敏，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菲律宾贸工部

部长拉蒙·洛佩斯，深圳市宝安区政府领导，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

署长卢世雄，惠普全球副总裁金卫东，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副部长陈

维东，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常申等做主旨演讲。 

（四）平行论坛一 

时间：12 月 14日 14:00-17:0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APEC优化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营商环境论坛”以“优化中小

企业发展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复苏发展”为主题，邀请政、产、学、

研各界代表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小企业复苏发展，助推中

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进行研讨交流。邀

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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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马来西亚企业发展部部长旺·朱乃迪、韩国中小企业技术革

新协会会长赵弘来进行论坛致辞；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

山大﹒加里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院长刘卿、印度尼西亚驻华

大使周浩黎、墨西哥经济部生产发展副部长安娜﹒芭芭拉﹒蒙加雷

﹒默科特祖玛、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健、

泰国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副主任维梦甘、同景集团董事长吴先红等

做主旨演讲；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吴骏华、澳大利亚中国商会会长

尼克·科伊尔、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深圳）副总经理

葛亮等从科技、金融、机构服务等不同维度阐述营商环境优化实践。 

（五）平行论坛二 

时间：12 月 14日 14:00-18:4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危与机下医工交叉创新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就当前医疗

器械的创新与发展等进行探讨与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副

司长毛俊锋、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

伟、中国以色列商会总经理金瑞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领导、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健将致辞；中国工程

院王迎军、张英泽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樊瑜波、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主任郑海荣、稳健医疗董

事长李建全做主题演讲；同时，还将围绕疫情背景下医疗器械中小

企业发展重点工作进行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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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行论坛三 

时间：12月 15日 9:00-12:0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云数赋智”—重构中小企业转型增长新动能”为主题，共

话数字经济助力中小企业。邀请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吕哲、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进行致辞；国家信息中心相关领导、

平安智慧城市 CTO 联席总经理胡玮、微软（中国）首席技术顾问管

震、浪潮云服务集团工业互联网总经理赵文慧、天津海尔衣联网研

究院副院长窦彦、京东零售中小企业平台总经理罗晓华、腾讯金融

云副总经理谢任东、大连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童友俊等围绕“从数字

到智慧、产业、服务”进行主题演讲，围绕数字化生态展开圆桌对

话。 

（七）平行论坛四 

时间：12 月 15 日 9:00-12:0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新形势、新规则、新服务、新发展”为主题，就法律服务如

何赋能中小企业进行思维碰撞。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主任单立坡、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马江涛进行

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穹教授、APEC 经济委员会主

席丁国荣博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教授、大

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徐永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

所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研究实践基地研究员王德明等做主题发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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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举行 APEC 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法律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中国中

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签署合作协议暨中国中

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法律服务（深圳）工作站”

揭牌仪式；并围绕法律护航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提升企业治理能

力等议题进行圆桌对话。 

（八）平行论坛五 

时间：12 月 15 日 9:00-12:0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跨界融通驱动发展 协同创新聚力未来”为主题，围绕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进行深度探讨。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主任单立坡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庄聪生、

国务院国有大型企业原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日本经济产业省中小企

业厅国际合作处处长中山正幸、首开集团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胡

仕林 、中国人民银行投资部原副主任葛昱菲等嘉宾，将从不同角度

进行主题发言。 

（九）平行论坛六 

时间：12 月 15 日 14:00-17:3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工业互联智创高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引擎”为主

题，围绕工业互联网发展政策、技术与实践进行交流分享。邀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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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罗俊章、深圳市宝安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蔡英权进行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信发司领导、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邢春晓、中国软件协会工业互联网

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占波、深圳市宝安区工信局二级调研员杨辉、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5G+工

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力、深圳点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晓鹏、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慕恒等嘉宾做主题

发言；同时，还将举行宝安区工业互联网发展圆桌对话。 

（十）平行论坛七 

时间：12 月 15 日 14:00-18:45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以“蓄势 AI 技术新动能，深耕行业应用新场景”为主题，探讨人工智

能应用发展。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领导、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

协会副会长董松根进行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志明做特约演讲，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专家、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AI技术生态部总

经理刘倩、土巴兔创始人兼 CEO 王国彬、燧原科技创始人兼 COO张亚

林、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启明星

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安全首席专家吴道虎、英诺天

使基金执行董事袁晔、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

司 CSO 冯佳时、以色列 Riskified 公司市场发展副总裁玛雅·哈格、德国

SAP 公司机器学习经理乌尔科·桑切斯等嘉宾做主题演讲；将发布《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报告，并围绕人工智能如何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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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与应用创新进行圆桌讨论。 

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单立坡将

进行 2020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两天会议的总结致辞。 

（十一）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宣传报道优秀作品征集发布大会 

时间：12 月 14 日 14:00-16:5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二层 

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

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张建星、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

心主任单立坡、同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公益基金负责人吴先红致辞；

进行成果发布，颁发相关奖项。 

（十二）“创客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时间：12 月 15 日 15:00-18:30 

地点：深圳前海 JW 万豪酒店一层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叶定达、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健、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陈

小林、深圳市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领导、使馆代表等致辞发言。

公布总决赛冠、亚、季军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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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总体安排 
 

一、时间、地点及主题 

时间：2020年 12月 13日-15日 

地点：深圳前海 JW万豪酒店 

主题：共克时艰  复工复苏  同创未来 

二、活动时间安排 

（一）12月 13日（星期日） 

全天：嘉宾注册 

下午：2020年 APEC论坛主席团闭门会议 

晚上：领导会见；重要嘉宾合影；欢迎晚宴 

（二）12月 14日（星期一） 

上午：开幕式及主论坛  

下午：APEC优化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营商环境论坛 

                                   首届医工交叉赋能大会—生物医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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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宣传报道优秀作品征集发布

大会 

晚上：交流酒会 

全天：展览展示、项目对接 

（三）12月 15日（星期二） 

上午： 

数字经济平行论坛 

企业健康发展法律服务国际论坛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论坛 

下午： 

工业互联网发展论坛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发展国际论坛 

“创客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全天：展览展示、项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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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议程主论坛 

主题：共克时艰 复工复苏 同创未来 

时间 12 月 14 日上午 

主持人 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 

9:00-9:10 播放深圳市宣传片 

嘉宾致辞 

9:10-9:15 深圳市领导 

9:15-9:20 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 

9:20-9:25 马来西亚企业发展部部长旺·朱乃迪（线上） 

9:25-9:30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 

9:30-9:35 主席团成立仪式及代表发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单立坡 

9:35-9:40 
签约仪式 

中心、协会与深圳前海合作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主旨发言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樊颖晖 

9:40-9:55 
主题：数字赋能中小企业 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苏发展 

演讲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 

9:55-10:10 
主题：待定 

演讲人：泰国副总理苏帕塔纳蓬（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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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5 

主题：努力打造深圳先行试范区的桥头堡 

演讲人：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

记黄敏 

10:25-10:40 
主题：菲律宾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经验分享 

演讲人：菲律宾贸工部部长 拉蒙·洛佩斯（线上） 

10:40-10:55 
主题：待定 

演讲人：深圳市宝安区政府领导 

10:55-11:10 
主题：畅通全球产业链循环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演讲人：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姚景源 

11:10-11:25 
主题：中国香港中小企业创新支持机制 

演讲人：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署长卢世雄 （线上） 

11:25-11:32 
主题：助力中小企业 协同创新发展 

演讲人：惠普全球副总裁 金卫东 

11:32-11:47 
主题：疫情影响下 APEC 地区中小企业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演讲人：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副部长 陈维东（线上） 

11:47-12:00 
主题：危中寻机 中小企业在疫情下复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演讲人：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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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APEC 优化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营商环境论坛 

时间 12月 14日下午 13:30 论坛签到 

 

主持人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 贾长胜 

14:00-14:05 主持人介绍嘉宾、论坛开始 

嘉宾致辞 

14:05-14:10 
致欢迎辞：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 

14:10-14:15 
致欢迎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卓文 

14:15-14:20 

致辞：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线上） 

马来西亚企业发展部部长旺·朱乃迪 

14:20-14:25 

致辞：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线上） 

韩国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协会会长 赵弘来 

14:25-14:35 

签约仪式：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分别与墨西哥商会、 

新加坡商会、以色列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主旨演讲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肖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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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4:45 
俄罗斯中小企业创新培育之路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 亚历山大﹒加里宁（线上） 

14:45-15:05 
开放包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院长 刘卿 

15:05-15:20 
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 周浩黎 

15:20-15:30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政策与路径 

墨西哥经济部生产发展副部长  

安娜﹒芭芭拉﹒蒙加雷﹒默科特祖玛（线上） 

 
15:30-15:45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周健 

 
15:45-15:55 

构筑亚太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泰国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副主任 维梦甘（线上） 

 
15:55-16:15 

聚焦融资需求，推动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同景集团董事长 吴先红 

专题演讲 

16:15-16:30 
科技赋能中小企业，推动创新发展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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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5 
服务机构助力中小企业，构建良好服务生态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 尼克·科伊尔 

16:45-17:00 
金融赋能中小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深圳）副总经理 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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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医工交叉赋能大会—生物医用材料创新 

主题：危与机下医工交叉创新机遇与挑战 

时间 12 月 14 日下午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赵巍 

嘉宾致辞 

14:00-14:05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毛俊锋 

 

14:05-14: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 

14:10-14:15 中国以色列商会总经理金瑞安 

14:15-14: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领导 

14:20-14:2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健 

 
14:25-14:55 

医疗器械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迎军 

 

14:55-15:25 
发现与发明对推动科技进步作用的辩证关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名誉院长 张英泽 

 

15:25-15:45 
演讲题目待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专家（邀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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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05 

从医工交叉到融合：创新及人才培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生物医学工程高精

尖创新中心主任 樊瑜波 

 

 
16:05-16:25 

高性能医疗器械自主创新之路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 郑海荣 

 
16:25-16:45 

呵护健康，关爱生命——棉，创新生物医用材料 

稳健医疗董事长 李建全 

16:45-17:00 茶歇 

圆桌讨论 

 

 

 

 

 

 

 

 

 

 

 

17:00-18:30 

疫情背景下医疗器械中小企业发展重点： 

医工结合创新怎么做？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医疗器械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如何拓展？ 

出席嘉宾： 

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天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研究院院长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生物医学工程高精

尖创新中心主任 樊瑜波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讲席教授、数字医学临床转化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郑诚功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专家 

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 王常申 

中预联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执行总裁 张树静深圳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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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马若鹏 

18:30-18:40 发布论坛助推医疗器械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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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宣传报道优秀作品征集发布大会 

 

时间 12 月 14 日下午 

嘉宾致辞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张永明 

14:00-14:0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王江平 

14:05-14:10 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 张建星 

14:10-14:1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单立坡 

14:15-14:20 同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公益基金负责人 吴先红 

成果发布 

 

 

 

 

 

 

 

 

 

14:20-15:15 

 

颁奖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王江平 

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 张建星全国政

协委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张首映 

同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公益基金负责人 吴先红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单立坡 

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 袁永军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副主任 戎之勤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贾兴东 

（特等奖 5 篇，一等奖 15 篇，二等奖 30 篇，三等奖 

50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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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代表发言 

 

 

 

 
15:15-15:55 

获奖记者、编辑代表发言 

特等奖 1 位代表 

一等奖 1 位代表 

二等奖 1 位代表 

三等奖 1 位代表 

深度报道类、系列报道、评论类报道 

15:55-16:35 
优秀组织推荐媒体单位、地方优秀组织推荐单位代表 

  16:35-16:45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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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平行论坛 

主题：“云数赋智”——重构中小企业转型增长新动能 
 

时间 12 月 15 日上午 

8:30-9:00 来宾签到 

8:45-9:00 VIP 会见 

9:00-9:05 介绍嘉宾、论坛开始 

主持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尹晓萌 

嘉宾致辞 

9:05-9:10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 吕哲 

9:10-9:15 泰国驻华大使 阿塔育·习萨目 

9:15-9:20 平安智慧城市 CTO 联席总经理 胡玮 

主题演讲（一）: 从数字到智慧 

9:20-9:45 
数字新经济 发展新动能 

国家信息中心相关领导 

9:45-10:05 科技赋能城市发展 

平安智慧城市 CTO 联席总经理 胡玮 

主题演讲（二）：从数字到产业 
 

10:05-10:20 
智能制造中四大数字化场景的探索与实践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顾问 管震 
 

10:20-10:35 
云数赋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浪潮云服务集团工业互联网总经理 赵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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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0:50 5G+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发展 

天津海尔衣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窦彦 

主题演讲（三）：从数字到服务 

 
10:50-11:05 

共创中小企业数字化扶持新生态 

京东零售集团中小企业平台总经理 罗晓华 

 
11:05-11:20 

金融科技助力产业数字化发展与实践发展 

腾讯金融云副总经理 谢任东 

 

11:20-11:35 
利用数据资源和技术 助力中外企业国际合作 

大连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童友俊 

圆桌对话 

11:35-12:00 
主题：数字经济-企业转型增长新动能；培育良好数字化生态 

专家及企业嘉宾 

 
  



 25 

企业健康发展法律服务国际论坛 

主题：新形势、新规则、新服务、新发展 
 

时间 12 月 15 日上午 

8:30-9:00 签到 

嘉宾致辞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嵇峰 

9:00-9:05 介绍来宾 

9:05-9: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单立坡 

9:10-9:15 中国法制出版社领导 

9:15-9:20 大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马江涛 

主题发言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嵇峰 

 

9:20-9:35 
中小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原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 张穹教授 
 

9:35-9:50 
APEC 跨境电商（B2B）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APEC 经济委员会主席 丁国荣 
 

9:50-10:05 
APEC 跨境电商在线争端解决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 沈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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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20 

新发展格局下法律服务机构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大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一带一路建设研究中心 

主任 徐永前 

 
10:20-10:35 

中小企业法律合规的深圳模式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研究 

实践基地研究员 王德明 

成果发布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嵇峰 

 

 

 

10:35-10:45 

宣布成立 APEC 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法律工作委员会 

发出“推动复工复产、促进国际合作、强化权益保护共同倡议”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小企业健康

成长法律服务（深圳）工作站”揭牌仪式 

圆桌对话 

主持人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 王晶 

 

 

 
 

10:45-11:20 

主题Ⅰ：新形势下企业国际化发展 

对话嘉宾： 

1. 中国墨西哥商会（MEXCHAM）副主席 维克多·卡德纳 

2. 广州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王天喜 

3.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蔡开明 

4. 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顾问徐茜 

5. 酷艾谛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帅 

主持人 大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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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00 

主题Ⅱ：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护航高质量发展对话嘉

宾： 

1.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胡晓东 

2.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钧 

3.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凡新 

4. 德勤中国财务咨询合伙人、家族办公室中国区主管合伙人 王欢 

5. 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饶雪莹 

6. 卓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总经理 吴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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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论坛 

主题：“跨界融通驱动发展 协同创新聚力未来” 

时间 12 月 15 日上午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周健 

9:00-9:05 主持人开场并介绍与会领导、嘉宾 

嘉宾致辞 

9:05-9: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单立坡 

主题发言 

9:10-9:40 国家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正局级） 秦志辉 

9:40-10:10 如何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侯云春 

10:10-10:40 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新模式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庄聪生 

10:40-11:00 大型企业如何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国务院国有大型企业原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11:00-11:20 价值创造——大中小企业合作 

日本经济产业省中小企业厅国际合作处处长 中山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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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产业生态共享促进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首开集团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 胡仕林 

11:40-12:00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的出路 

中国人民银行投资部原副主任 葛昱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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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论坛 

        主题：“工业互联 智创高地”—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引擎 
 

时间 12 月 15 日下午 

13:30-14:00 来宾签到 

14:00-14:05 主持人介绍嘉宾、论坛开始 

嘉宾致辞 

14:05-14: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罗俊章 

14:10-14:15 深圳市宝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蔡英权 

主题演讲（一）：加速发展  —工业互联网趋势与实践分享 

 
14:15-14:35 

工业互联网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发司领导 

 
14:35-15:00 

数字科技赋能智能产业转型升级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邢春晓 

 
15:00-15:20 

工业互联网助力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软协工业互联网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占波 

 

15:20-15:40 
宝安区工业互联网建设实践分享 

深圳市宝安区工信局二级调研员 杨辉 

主题演讲（二）：融合创新-工业互联网新基建与产融生态 

 

15:40-16:00 
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级协同 

深圳点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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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智能船与船舶工业互联网生态的构建 

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魏慕恒 
 

16:20-16:40 
轻量级密码算法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陈泓洁 

 
16:40-17:00 

知识驱动的智能产业链安全规划平台 

深圳素问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巍 

圆桌对话 

 
17:00-17:30 

智创高地之路 - 宝安区工业互联网探索与思考 

领域专家及企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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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发展国际论坛 

主题：蓄势 AI 技术新动能，深耕行业应用新场景 
 

时间 12 月 15 日下午 

主持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黄蕾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介绍 

嘉宾致辞 

 
14:05-14:15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领导 

 
14:15-14:25 

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打造中小企业发展新范式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 董松根 

特约演讲 

 

 
14:25-14:55 

人工智能科技支撑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郑志明 

报告发布 

 

 

14:55-15:10 

解读《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研究报告 

介绍 2020 年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优秀案例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罗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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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15:10-15:25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与趋势展望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专家 

 

15:25-15:40 

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实现企业创新加速度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AI 技术生态部总经理 刘倩 

 
15:40-15:55 

AI 赋能家装行业，共建互联生态平台 

土巴兔创始人兼 CEO 王国彬 

 
15:55-16:10 

软硬件系统联合－云端 AI 芯片规模化关键 

燧原科技创始人兼 COO 张亚林 

 

16:10-16:25 
AI 云服务加速企业数智化转型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 

 

 
16:25-16:40 

数字化转型下的中小企业网络安全运营的新挑战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安全首 
 

席专家 吴道虎 

 
16:40-16:55 

AI 赛道分化明显，产业投资迎来拐点 

英诺天使基金执行董事 袁晔 

 

 
16:55-17:10 

人工智能时代的医疗诊断系统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 
 

CSO 冯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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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25 

解码以色列 AI 技术应用的底层逻辑 

以色列 Riskified 公司市场发展副总裁 玛雅·哈格尔 

 
17:25-17:40 

德国在强化 AI 技术应用方面的做法经验 

德国 SAP 公司机器学习经理 乌尔科·桑切斯 

圆桌讨论 

 

 
17:50-18:30 

人工智能如何实现产业融合与应用创新 

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智库 杨钊 
 

4 位企业家代表 

论坛总结 

 
18:30-18:45 

2020 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总结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单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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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时间 12 月 15 日下午 

15:00-15:30 签到 

15:30-15:35 
主持人介绍参会嘉宾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樊颖晖 

15:35-15:40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相关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叶定达 

15:40-15:45 
境外区域赛以往举办情况和今年四场分站赛总结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周健 

15:45-15:50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领导致辞 

15:50-15:55 深圳市宝安区区政府领导致辞 

15:55-16:00 使馆代表发言 

16:00-16:05 公布 2020 年境外区域赛全球 10 强 

16:05-16:10 主持人介绍决赛项目路演细则及大赛公证员 

16:10-18:10 
全球 10 强项目路演（每个项目线上自我介绍 5 分钟，与 

评委提问互动 6 分钟及投资人举牌 1 分钟） 

18:10-18:20 主持人公布对洽会初步合作意向成果 

18:20-18:25 公证员宣读评审公证书 

18:25-18:30 宣布决赛季军、亚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