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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ERCE（缩写SGCC），标志造型主体为英译名的首字“S”的变
体。含有以下几种设计理念：
1．交递的双手：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宗旨是搭建商贸流通领域的和谐多赢平
台，改造深圳营商环境。交递的双手，有联合、交流，融通之意，简明的男性手
形，传达了公正，权威，浑厚内敛的概念，也是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工作作风的有
力诠释。
2．手指造型：恰似一只展翅冲天的大鹏，深圳有鹏城之称，深圳市商业联
合会必将做为展翅凌云的大鹏与深圳市商贸流通行业的诸多企业、企业家携手共
进，为建设经济强市和商贸强市，繁荣深圳的市场经济作出贡献。
3、双手造型中的“S”曲线：标志设计采用带有锐角的标准罗马字体，传
达了中西贯通，融合之意。正是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力求不断整合国内外商贸流通
领域资源为会员争取发展机会的体现，具与国际化接轨的特点。
4、标志用色为黑白红三色，红白两色表现了融通、活力、热忱、友好，方
形的黑色背景，传达了沉稳、权威、公正的信息。公信力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概念
之一，标志设计以色彩语言体现了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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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简介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简介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SGCC，简称“深商

深圳30个经济人物”评选、九届“深商风云人物”

联”） 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综合型商会。肩负“让

和“影响中国的深商领袖”评选、七届“深圳老字

深商成为影响世界的新锐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

号”评选和三届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等

国际化商会”使命，秉承“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品牌活动，通过建立深商档案馆、录制深商史记、

宗旨,坚持“服务赢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理念，

深商口述史等系列品牌宣传活动，在国内外引起广

坚持深商民主治会，加大“四化三平台”建设，创

泛影响，有效地提升了深商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深

新引领，与深商总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商联紧贴会员服务需求，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SGCC)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up, eight sessions of Influential

is an all-inclusive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great sway in

Men in Shenzhen Enterprises, six sessions of Time-honored

China. With the mission of making Shenzhen enterprises

Brands in Shenzhen and two sessions Top 20 Fast-growing

a worldclass business group and forging SGCC into an

High-tech Firms in Shenzhen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by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global influence on

Deloitte. Moreover, it has caught widespread attention both

its shoulder, SGCC has sought out a unique and sustainabl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effectively reinforced the

way to success by abiding by the purpose of Serve the

influence and unity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by setting up

chamber members whole-heartedly,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Shenzhen Enterprise Archives, recording Annals of Shenzhen

To win respect with good service and to seize the future with

Enterprises and Oral History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on, sticking to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mber

shooting the full-length documentary Shenzhen Enterprises.

by Shenzhen entrepreneurs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With the needs of the chamber members on top priority, SGCC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Three Platforms. Shenzhen General

has continuously innovate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s

Chamber of Commerce,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and service patterns, took the lead in investing in building the

and SMEMall composed of "Shenshang series" forest

online platform of “ShenShangTong”,owning the service

ecosystem. In 2009 and 2014, SGCC was awarded AAAAA

capacity of online and offline.lead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4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with outstanding assessments. In

Transitions of member service involving over 120 activities

2010, it was honored with Advanc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for the member enterprises regarding their serialized brands,

Country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in 2015, it won the

scale economy and individuality.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title of Ten Most Respec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expanded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Ten years of trials and hardships have paved a glorious

by successfully holding 3 national-level exhibitions, namely the

way ahead of SGCC. 2000 members of medium and large

Shenzhen Forum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Exchange

台组成深商系森林生态圈，在全国综合型商会中

模式，率先投资建成“深商通”互联网线上平台，

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

打通线上线下会员服务通路，实现会员服务4个转

enterprises are now directly subordinate to the chamber and

Conference /the Exchange Conference on Chinese Charity

2009、2014年连续两次高分通过获评“深圳市

型，每年为会员企业举办系列品牌和规模化个性化

over 6000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receive direct service

Projects and China Apec technolegy exhibition,by integrating

from it under government authorization. Apart from that, the

its superior resources and undertaking transference of

chamber serves over 900,000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purchase service. By proactively

AAAAA级协会”，2010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

活动120多项；整合优势资源，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2015年荣获“中国最受尊

和购买服务，办好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

indirectly by organizing and running three national platforms,

carrying ou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重的十大商协会”殊荣。2016被评为“深圳十大杰

坛、中国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和亚太经合APEC技

namely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Shenzhen Small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SGCC also has boosted Shenzhen

Medium Enterprises,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Operation

enterprises in fitting in the world, embracing the globe and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going international. On top of that, SGCC has set up a public-

出贡献社会组织”。

展会等3个国家级展会，构建深商更大发展平台；积

深商联现有直属大中型会员企业2300多家，

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助推深商更好地融入世

Platform for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in Commerce and

interest foundation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to perform their

受政府委托，直接服务深圳中小微企业6000多家。

界、拥抱世界、迈向国际化；设立深商公益基金，

Trade. With ten established industrial alliances for Shenzhe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promoted th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enterprises and twelve service cente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innovated

SGCC has a regular payroll of over 100 people. The current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built a core management

president of SGCC is Zhuang Lixiang, former municipal party

team.

并通过承办深圳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小企业

履行深商社会责任，推动深商民主治会，深商参政

运行监测平台和中小商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3个

议政，创新管理机制，打造核心管理团队等。

国家级平台，辐射服务深圳120多万家各类中小微

未来已来，深商联将以物联网思维为指针，以

deputy secretary of Shenzhen; Standing Vice President Qiu

In the next decade, SGCC will successfully identify

Zheng,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SGCC with cutting-edge industries

企业。下设十大深商产业联盟和12个国内外服务中

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未来产业为引领，实现深商、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Head of the Board of

to write a new chapter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the

心，在编工作人员100余人。现任会长为深圳市委

深商联与前沿产业项目成功对接，为“深商”和深

Directors Wang Wenyin, Board Chairman of Am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the

原副书记庄礼祥，常务会长为深圳人大常委原副主

圳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Group, one of the Top 500 Companies, and Executive Director

guideline, industrial needs as the map and futuristic industries

Lin Hui, a member of Guangdong People's Congress and

as the routes.

任邱玫，理事会主席为世界500强正威集团董事局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主席王文银，执行会长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GCC has unwaveringly
dedicated it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人大常委林慧。

and organized a number of signature activities, such as

深商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高举深商大旗，先
后组织开展中国深商大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

深商汇微信公众平台
深商联网址：www.shenshangtong.com

Plenary Session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appraisal and selection activities like the 30 Economic

Wechat public platform of SGCC

Figures Who Have Changed Shenzhen over its 30 Years

Website of SGCC: www.shenshang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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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our president

Brief introduction of our president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领导合影
2016年度理事会与会领导：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李连和、深商联永久荣誉会长庞
大同、深圳市社会组织总局局长凌冲、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深商联理事会主席、正威国际集团董事
局主席王文银、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建、中小联盟主席、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方深
圳市金活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赵利生、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云峰、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CEO薄连明、亿和精密工业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张耀华、力嘉包装（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伟武、深圳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刘若鹏、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俊明、深圳市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庄创裕、星河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时锋、深圳市新恒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炜恒、深圳奥康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伟宏、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少福、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东风、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德满、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熊佩锦、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真、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永生、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路强、中国烟草总公司深圳市公司总经理吴建荣、深圳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毅、深圳市坤祥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谢贤团、深圳市锦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辉、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华坤、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韩茂胜、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云峰、深圳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韩德宏、深圳市鼎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家儒、深圳市华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有议、深圳海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涂尔鹏、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永弟、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汪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总裁吕天贵、盈信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劲峰、深圳市金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南、深圳市捷永星皇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益芝、深圳市福田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沐豪、深圳市百佳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庄小雄、潮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镇耿、深圳润德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裁吴木棠、深圳兆邦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曾庆富、君胜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胜、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
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叔伦、深圳财富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楚旭、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宁、

拉页部分，占位

及第二届深商十大风云人物大合影

拉页部分，占位

深商联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大型服务项目为支点，持续开展“深商”和“深商联”双品牌建
设，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定义深商概念、挖掘深商内涵、培育深商精神、
宣传深商文化、表彰深商成就、扩大深商影响、打造深商品牌的理念和方法。其中连续举办的中
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坛和深商风云人物评选，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三十个经
济人物评选”活动影响深远，其权威性和精品化特色，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图为深圳论坛重要嘉
宾合影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三十个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时合影。

深商总会简介

深商总会永久荣誉会长
深圳市深商总会简介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深圳市深商总会（以下简称“深商总会”）正

会、“深商风云人物”和“影响中国深商领袖”评

式成立于2012年2月。是由深圳优秀深商代表自愿

选、深商黄埔军校、《深商》大型纪录片、深商口

集聚、最顶级的深商企业家组成、以提供高端服务

述史、深商史记、深商档案馆、深商研究会、深商

为目的的互益性和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深商总会

DNA系列丛书、深商高尔夫俱乐部、深商赛艇会、

入会对象为具有深远影响的领袖级企业家，成员内

深商自媒体等活动和项目，为深商会董提供尊贵高

外统称“会董”，用“TOP100”（成员限定为100

品质服务。

人，会董企业资产规模或年营业额在100亿以上）诠释

深商总会拥有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和深圳市中

深商会规格及内涵，突显深商总会尊贵属性。深商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两个已经在深圳及全国有影响

总会理事会主席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先生。

力的成型平台做支撑，是深商联的升级版，专为深

深商总会立足于“深商领袖家园、影响世界

商精神领袖打造的高端平台，是深商商帮的落地载

的新锐商帮”愿景，肩负“东西方商业文明桥梁，

体。目前会董规模稳步扩大，深商会的影响力、公

世界企业领袖摇篮”使命，以“弘扬深商精神、传

信力和美誉度日益提高，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

播深商文化、培育深商精英、承担深商责任、表彰

界人士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认同。

深商成就，扩大深商影响”为己任，践行“服务赢
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的理念，通过中国深商大

王世桢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公司
原董事长兼总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行长

深圳赛格集团创始人、原董事长

王殿甫

马蔚华

马明哲

傅育宁

创维数码控股公司

招商银行原行长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 庚

马福元

未来，深商总会将与众多深商领袖共同扛起深
商大旗，为深商乃至深圳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FSC) is

“directors”, whose number is limited at 100 and

a mutual-benefit and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whose company asset or annual turnover is not

formed by the top Shenzhen entrepreneurs, aiming at

less than 10 billion. The Shenzhen Deputy Party

providing high-end service. As a social organization

Secretary, NPC Vice Director and chairman of SGCC,

bringing together the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Zhuang Lixiang serves as the Chairman of FSC, and

Shenzhen merchants, FSC becomes the No.1

Wang Shi, the board chairman of Vanke Group as the

platform for Shenzhen merchants to acquire important

President of its council. Its vision is: to be the home

information, social and governmental resources.

of leaders in Shenzhen merchants and the most

Witnessed by more than 300 guests including

influential merchant clan in China. Its mission is: to be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City and

the bridge of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between east and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Zhang

west and the cradle for world business leaders. Its

Siping, Chairman of SGCC, Zhuang Lixiang, Founder

purpose is to better unify and serve its directors, bring

of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Liu Donghuan and

its role as bridge and bond to full play, promote the

representative of Shenzhen merchants, Ma Weihua,

exchange between Shenzhen merchants and outside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was unveiled

world, protect the brands of Shenzhen merchants,

grandly and founded on February 19th, 2012.

develop the spirit of Shenzhen merchants and burnish

Members of FSC have a uniform name of

王 之

蛇口工业区原常务副董事长

原董事局主席

the signboard of Shenzhen merchants.

任正非

任克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华侨城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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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深商的历史坐标
○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集团董事会主席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
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理事长

深商口述史是我倡议的。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才35年，深

归、互联网等重大历史机遇，帮助深圳确立了今天的地位。

索到了最大公约数，那就是讲究契约。实践证明，在一个移

讲“人无信不立”，但这些原则是有适用条件与范围的，它

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它的工商阶层只不过经历了一

在这部口述史中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家来深圳可能抱着不同

民城市中经营工商业，讲究契约从长期来看是最可靠、成本

们总是处在“家、国、天下”的某个圈层内生效，而非普遍

代人的时间，与中国其他商帮如徽商晋商比起来，深商的历

的初心，但回望过去，我们其实都在时代舞台的边界内腾挪

最低的解决方案。没有地缘关系的人走到一起，却本能地感

的价值。深商要走向未来，就要敢于超越一时一地的利害得

史非常短，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它仍处在性格定型的青年

施展，我们的困惑与突破，是中国工商阶层从传统走向现代

觉到互相信任，预期彼此会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生意，这恰

失，超越特定圈层的局限，将讲究契约精神这面旗帜坚持扛

期，自我认知还在建立中。一般人印象中的口述史，都是老

的必然。

好是现代商业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深圳能够承载这种现代文

下去。

年人追忆往事，那么，我们为何要为一个“年轻”的群体书
写历史呢？
记得去年底参加深商迎春大会时，在会议手册的封底
看到高更的一幅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
去？》，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

与其他商帮商会相比，深商有什么特点？从字面上看，
深商像其他商帮商会一样，是按地域划分的概念，深商集中
在方圆两千平方公里的一座城市，而其他商帮，如徽商晋商
浙商，多以省份为界，深商类似于港商，地理分布上更加集
中。虽然如此，但深商却是中国商帮商会中，地域色彩最

明，首先归功于它的历史包袱轻，其次就是它的“小政府、
大社会”特色。这两点优势，甚至使得深商在面向世界时，
比面对本国其他地区还要从容一点，全国民营企业的著名商
标，40%集中在深圳，其中原因，不是因为深圳政府的扶持
与保护，而是因为深圳的工商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有参与
国际化竞争的视野与思想准备。

虽然没有答案，但有一个方向是我们深商可以做的：那
就是超越自己的企业和行业的分工局限，从整个社会、乃至
整个国家的角度去思考未来。记得八年前，我去无锡参观荣
德生修建的梅园，让我惊讶的是，荣家用自己家族的钱修建
了这个公园，不是作为自己私家后花园，而是献给所在城市
和城市居民的礼物，将近一百年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否

过，作为特区新兴的工商阶层，如果不去思索这三个根本性

淡、来源最广泛的一支，深圳也有当地的商人，也做的很成

的问题，困惑与迷茫终有一天会不期而至。

功，不过深商更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像我祖籍就是安徽，甚

以上讲了深商的三个特点，相信随着口述史工作的展

可以有类似的承担？此外，荣老先生当年曾给政府提交过一

深商从哪里来？回望20世纪，这是中国剧变重构的一百

至还有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企业家。大家不因彼此出生地的

开，我们的理解会更全面。但我们不妨从现在就开始思索

个地域经济发展建议书，本质就是后来的苏锡常规划，在改

年，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与改革，“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

不同就分出亲疏远近，同时彼此之间也不以血缘作为纽带，

第三个问题：深圳的企业，已经做到相当大的规模，在电

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商在考虑未来时，心中能否有

格局逐渐瓦解，工商阶层也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张謇、荣德

深商中孤身一人南下创业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商中最优秀的

子设备、集装箱等领域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接下来我们应

这样的大格局？

生为代表的那一辈企业家，不但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开展经

代表，也很少见到家族企业，这也正是深圳的特点，它突破

往何处去？

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超越了传统商人的视野，虽然他们

了地域、血缘的限制，来深圳创业，无须讲究“抱团”、

最终没有做成百年老店，但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老乡找老乡”，而更需要开疆拓土的“五月花号”精神。

富，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后来

当然，光有这种开拓精神还不足以凝聚一个群体，深商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顽强地生存着。1979年，

不因地域的区分而“抱团”，大家当初从五湖四海来到特区

袁庚带领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既是深商的开端，也是现

打拼，一开始不可避免地带着各自地域的风格，中国不论南

代企业家精神的延续，更是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回响。

北，传统是官商联系比较密切，有所谓“官商”或“红顶商

35年一路走来，深商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向香港、台湾、

人”的说法，但这种官商生态在深圳“小政府、大社会”的

欧美等先进企业学习，抓住股份制改造、小平南巡、香港回

土壤中失效了，经过长时间的碰撞、磨合，深商群体渐渐摸

以上讲了做深商口述史的缘起。中国史书的传统是“究

坦率讲，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因为自我锤炼和升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方史书则多用哲

华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企业，取

学或科学的系统方法去分析事件，无论遵从哪种传统，这样

得成功后在自己的舒适区间里踏步都是最危险的。深圳过去

一部历史的意义不光是记住自己的过去、尊重过去，还要服

也有很多知名企业倒在这一区域，因为他们一旦失去了赶超

务于深商阶层当下的自我建设、自我意识和自我修养，指向

对标的对象而身处领先位置，就不知如何奔跑了，再前进的

我们的未来。口述史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高兴看到第一期已

阻力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遏制领先”现象。

经采访到12位深商，当然这只是深商群体的一小部分，未来

此外，深商虽然形成了独特的契约精神氛围，但随着企业做

的工作还很漫长。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口述史这个系列扎实

大和异地扩张，这种氛围面临着被同化的风险，中国传统也

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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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席

王文银

董事局主席

徐少春

董事局主席

汪

建

董事长

正威国际集团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安徽商会会长

中国管理·全球论坛理事会执行主席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会长

薄连明

刘若鹏

总裁、CEO

TCL集团、TCL多媒体

王平洋

陈少群

党委书记、董事长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徐 航

董事长

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工业总会主席

万

董事长兼总裁

常务副总裁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捷

董事长

陈劲松

董事长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高云峰

董事长

深圳市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文联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林商会会长、深圳市软件协会会长

全委会委员

深圳市人大常委、广东省人大代表

○深商会董

唐志宏

副行长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鼎健

集团主席

熊建明

董事长

李晓平

总裁/副董事长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温纯青

董事长

深圳观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政协委员

深圳市人大代表

广东省客家商会会长

中国体育工作者联会(香港)首席会长

南山区工商联（总商会）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

朱保国

董事长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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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雄

董事长兼总裁

深圳市三诺集团

周宗文

董事长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王

滨

董事长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黄世再

董事局主席

大中华国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罗湖区人大代表、全球闽籍珠宝工商总

周国辉

董事长

董事长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立荣

董事长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林茂德

亿和精密工业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会长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会长

董事长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单祥双

总裁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会会长

兰华升

张耀华

董事长兼总裁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翟美卿

总裁

马少福

董事局主席

祝俊明

董事长

香江集团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政协委员

深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主席； 深

市人大代表

全国妇联常委

圳市政协常委 、深圳市慈善会·置富关爱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

基金理事长

吴海军

马伟武

董事长

深圳市神舟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力嘉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风云会主席

陈

玮

董事长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罗希尔

董事长

深圳市中安信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赵利生

董事局主席

深圳市金活医药有限公司
国际潮青联合会会长、深圳潮青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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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创裕

董事长

张 伟

董事会主席

深圳市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人大代表 深圳市人大常委

前海母基金监事会及咨询委员会主席

彭伟宏

董事长

林炜恒

董事长

李漫铁

董事长兼总裁

黄德满

董事长

深圳奥康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恒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也纳酒店集团

赵心竹

李圣根

王再兴

黄少钦

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深圳市人大代表

王忠明

董事长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时

锋

董事副总裁

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执行董事、副总裁、总经理

创始主席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第十、十一

信义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毅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届政协委员、广东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广东省

龙岗区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

范志全

蔡

董事长

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商会会长、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深
圳辽宁商会会长、宝安品牌促进会会长

游忠惠

董事长

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武雄

董事局副主席

深圳一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龙岗区政协委员

吕天贵

总裁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董事长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颖

党委书记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委委员

深圳龙岗医药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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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单位名称

负责人职务

负责人

单位名称

负责人职务

陈寿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黄贵强

深圳市宗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曹成鹏

深圳市鹏广达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郴

深圳市华士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淑平

深圳市色色婚纱摄影店

总经理

刘炳明

天比高零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可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逯小勇

深圳市鸿骏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力军

深圳市金夫人婚纱影楼

总经理

吴戈

深圳市博美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黄 宏

深圳市永恒巴黎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邱为民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林海亮

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玉琳

深圳市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发军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

总经理

吴太和

伟盈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黄淇

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治屏

新贵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少辉

深圳市德业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余庆生

深圳市新安企业有限公司

酒店总经理

张和平

深圳面点王饮食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保江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皇岗支行

支行行长

詹剑粧

斯达高瓷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占泓水

深圳罗德维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裁

梁锡武

深圳市安托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炳坤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陈文斌

深圳市爱卡迪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有平

深圳市圣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冯万州

中国太平私人财富管理中心

高级经理

陈涛

深圳世纪家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苏日明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津玉

深圳市海川广告有限公司

总裁

叶结兰

深圳市好当家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陈琛

深圳市天福惠波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倪冬生

深圳瑞慈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雷文成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兰天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范春林

深圳市小猫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姜有权

深圳鑫鑫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媛

深圳车友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忠辉

深圳新乐无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炜

深圳市中农网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鸿杰

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家丽

深圳市宝安劲力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年真

深圳市伯尼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宇星

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长

邱小玮

深圳市东鹏印刷厂

厂长

黄秋鹏

深圳市中华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江虹霞

深圳市星之导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湘平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建大厦营业部）

副总经理

吴壮德

深圳市誉宝首饰器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赖强

深圳市国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皓

深圳市浩立信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龚铂洋

深圳钛铂新媒体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克荣

晶晶国际教育集团

董事长

张雪蓓

深圳市凯菲隆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净

深圳市合成号食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周光辉

深圳市高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康群川

深圳市玛喜尔服饰有限公司（菲尔南多）

总经理

姜良华

深圳前海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广才

深圳太美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瑕

深圳市前海一点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允

深圳寰影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汪世斌

深圳市松达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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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南

深圳市新华商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宝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韩茂胜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刘恩元

深圳昌恩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伍世俊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相文中

深圳市瞭望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涛

深圳市点线空间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晓鑫

深圳市莆之田印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袁涛

深圳市钱爸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明鹏

深圳市智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叔军

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沅和电子商务）

所长

欧伟权

广东锦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猪原弘行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魏延杰

深圳市乐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孙楠

深圳市金艺华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戴元满

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设计研究院

执行院长

黄少文

深圳豪麟鞋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比腾飞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静智

深圳希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定勇

肖雅琼

深圳市深港远洋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能挺

深圳市联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谢继开

深圳市深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裁

庄宝鑫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沈锦彬

深圳前海车富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胤权

深圳市特发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吉凯

深圳市伟成兴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玉煜

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林小娟

威霖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小琳

汉旭（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黎海

深圳市珂兰饰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朝致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清标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能芸

深圳市泰能特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夏军

丛圆日

深圳丝爱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总裁

谢远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

行长

梁坤

深圳市中欧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易文谦

深圳市京基晶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戴海亚

深圳市恒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尹乐琼

深圳市动力飞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CEO

贾海鹏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少冰

深圳市东华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桂桂

深圳市红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酒家）

总经理

沈锦彬

深圳前海车富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劲松

上海淘略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CEO

刘振博

深圳市大贸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圣军

杭州万事利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

余庆生

深圳市新安企业有限公司

陈强

深圳市美都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蛇口足浴分公司

董事总经理

曲舲

深圳市萃茜创意礼品订制顾问公司

董事长

庞静

深圳市友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卓秋生

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永生参茸海味行

总经理

刘邵华

深圳市大百科培训中心

校长

刘晓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袁尊钢

深圳市欣音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志峰

深圳市瑞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家和久久）

总经理

蒋剑彪

上海优刻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副总裁

李意坚

深圳市乐立电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锡钧

深圳市新闻创意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澎柏生物）

董事长

梁益红

深圳市梁子时装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祝林

深发工艺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畅伟

深圳市星光达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万良

深圳市前海精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吴开城

深圳市凯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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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剑龙

深圳瑞尔齿科医疗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荣堂

深圳华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伙人

叶志申

广东申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周志轩

深圳博得世纪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柏青

深圳市国通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邢云庆

深圳市英捷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嘉轩

深圳市融信创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长

张一铭

深圳鑫铭钟表珠宝（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长

魏芸

深圳市博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航

深圳市卓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春填

深圳市新联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黎振廷

深圳市海吉星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罗辉华

香港格林博尔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华丽

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李东顺

深圳市国明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曹治维

深圳腾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荣彪

广东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小杰

深圳市赛德立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洛宁

深圳融通招商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坚城

深圳市广利通通讯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钟琼英

深圳依谷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建好

深圳市共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凯祥

深圳投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有坤

深圳市中航九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余更荣

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张核子

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海东

深圳市中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向伟宏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木昌

深圳市科力船舶燃料供应集团

董事长

罗勇

广东安星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江建彬

深圳市纳海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行俊威

深圳市鹏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俊林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闫波

弗尔斯特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克淇

深圳文宝文化产业股份公司

董事长

王春艳

深圳市蓝海金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剑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大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分行副行长

薛焜

深圳宝福珠宝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钟如仕

新环能科技有限公司（绿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

董事长

万晓红

深圳唐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任向军

深圳市行知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叶文侃

深圳市大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守军

广东高智尔球类运动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展荣

深圳铁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方政勋

深圳大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汉生

深圳市海岸线景观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翁少雄

深圳市华银融创投资集团

董事长

刘海洋

深圳市兰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郑卓轩

深圳市邦泰绿色能源储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尤国忠

深圳市仁豪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爱民

深圳市桑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管纪忠

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建斌

深圳空间房地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炳海

深圳市朗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卫国

深圳市朗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建新

深圳市零柒伍伍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张弛

前海时代金融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理事长

肖勐

深圳市贝尔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宏亮

深圳市中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宏中

深圳前海云筹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卢照庆

深圳市兆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灿龙

马伯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宴

深圳鲜生活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银江

深圳市名仕度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余建君

深圳昇创元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战永刚

深圳市三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忠国

深圳市国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许礼贤

深圳三度礼贤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晓春

深圳前海自检康生物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俊杰

广州香蕴堂工艺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家浩

深圳泰晤士教育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刘义龙

深圳市奇彩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支行行长

刘向阳

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王小丽

深圳前海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冬青

深圳市耀丰行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少冰

深圳市东华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成思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董涛

深圳市点线空间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奕辰

广东银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负责人

单位名称

负责人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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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SCIA）

Council

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是由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深创协”）成

胞在深圳市投资的企业单位及个人共同组成，并经深圳市

立2014年12月10日，是由世界500强企业——深圳正威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批准依法登记成立的、非牟利性质

（集团）有限公司主发起的深圳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唯一的

的社会团体。

市级、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深圳市电子商会
深圳市电子商会是由深圳市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经

深圳市航空运输业协会是广东省和深圳市第一家航空

营、科研、教学、服务的企业单位及团体自愿组成的、非

运输业协会组织，它由从事航空运输业及相关业务的企事

营利性的社团组织。

业单位、组织和个人组成，是一个拥有独立法人的社会团
体，现有会员单位100多家。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是由深圳市各从事钣金制造
加工、研究、设计和开发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组织
的行业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深圳市节能协会

深圳市医疗器械协会
深圳市医疗器械协会是2003年经深圳市民政局注册
正式成立，由深圳市范围内从事医疗器械相关的开发、生
产、经营、使用、维护、检测及教学的企业、医疗机构、
事业单位及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行业性非赢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成立于1988年，由从事软件研

深圳市节能协会成立于 2002 年 8 月，是一个由深圳

发、销售、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以及为软件产业提供咨

市100多家生产、使用节能产品及从事与节能服务相关的

询、人才培训、投融资服务等有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结合组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及科技人员自愿组成的自律性、公

深圳市形象设计协会是由深圳市从事形象设计行业的

成，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下属的地方软件行业协会，现有

益性社团机构。其宗旨是促进能源有效利用、提高企业经

相关企事业单位、时尚产业的设计师、企业品牌形象整合

会员单位1000多家，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软件行业协

济效益、推动节能市场良性发展。

推广以及专业人士自愿联合成立的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社

深圳市形象设计协会

会组织。

会之一。

深圳市航空运输业协会

利性的社会团体。

深圳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计算机行业协会是1987年成立的具有法人资
格的非赢利性社会团体，所属会员企业有软件、整机、外
设、系统集成、网络信息、数字技术等多方面制造厂家与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成立于2002年6月。协会主

深圳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成立于1994年，2005年9

要为会员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做好企业外联，建立渠道，

月，由深圳市物流协会更名为深圳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为会员企业“走出去”提供平台；抓好品牌，突出原创，

该会会员由物流与采购业，生产制造业，商贸流通业，金

为会员企业提高品牌的竞争力。

融业，法律界，信息产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构成。

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
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成立于2006年2月28日，由金
融机构及金融专家学者自愿组成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有独立法人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研发单位，现有会员300多家。

深圳市旅游文化研究会
深圳市旅游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00年12月28日，是
由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旅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专业人员、
旅游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关旅游文化方面的单

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深圳市进出口商会

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

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会成立于1989年，由深圳展览及

深圳市进出口商会是2003年12月16 日成立，由深圳

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成立于1988年，是深圳市成立时

会议业的主办机构及各相关服务公司组成，是深圳展览业

市总商会和深圳市贸工局联合组建，全国第一家打破经济

间最早、会员单位众多、业界基础坚实、社会影响巨大的行

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协会主要负责接受政府委托，受理会

所有制划分，跨越行业界线的综合性商会。主要为深圳市

业协会之一。

展项目申报和协调；研究会展业发展规划，统计发布会展

进出口及相关企业进行服务，会员涵盖了全市各行业、各

信息等。

类型、各所有制从事外经贸的进出口企业。

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

深圳市诚信联盟协会是经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市

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91年，一直坚持以邓

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法人社团机构。协会由我市从

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党在

家企业共同发起，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社团组织。

事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保健服务等健康产业的企业、科

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

研单位、业内专家和专业媒体组成。

会道德风尚，努力为女企业家服务。

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深圳市质量协会创立于1987年，是由深圳市质量技

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成立于1989年5月27日，会

术监督局为业务指导的综合性社会团体。现有团体会员

员构成主要是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产、供、销企业。现有会

600多家家，会员涉及加工制造业、建筑装饰、服务以及

员259家（其中个人会员30名），理事、常务理事单位49

行政事业性单位等各个领域。

家，副理事长38家。

深圳市太阳能学会

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

作、促进政府企业间沟通与协调、促进地方经济的开展与
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涉及食品生产、科研、开发、销
售，覆盖华南及港、澳、台地区。

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
深圳市营销协会

深圳市质量协会

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是深圳食品行业唯一的行业服务

打私办领导倡议，由市一批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联合几十

深圳市保健协会成立于2005年6月20日，是经深圳市

团法人。

性、行业管理性社团组织，致力于促进行业间发展与合

深圳市诚信联盟协会
深圳市保健协会

位等组成，是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学术团体，属社

深圳市营销协会成立于2005年6月20日，是由深圳市
营销师、营销专家、营销经理以上职务的个人、从事营销
业务和研究的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

深圳市孙子兵法研究会

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是由从事管理咨询业务的单
位、实业企业以及管理咨询界的专家、学者、咨询人员自
愿组成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其覆盖了企业战略、
财务顾问、营销策划、市场调查、生产管理、资本运作、
人力资源、企业信息化等多个管理咨询领域。

深圳市国际配送协会

深圳市孙子兵法研究会坚持以“喜好、研究、运

深圳市国际配送协会于2005年9月19日成立，由包括

用、传播”的办会方针，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兵学文

华南地区的制造业、综合物流企业、供应链管理企业、商

深圳市太阳能学会是由从事太阳能企业、研究技术人

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是由深圳市48家品牌汽车经

化，积极推进国防知识的普及，推动兵学文化在当代各

贸企业、运输服务企业、货运代理企业、快递服务企业、

员和爱好者以自愿原则结成非盈利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销商联合发起，于2004年11月12日经深圳市行业协会服

领域的应用，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文化

仓储配送企业以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研究教育机构、技

的社会团体。现有会员单位170多家，其中会员单位光热

务署批准成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全国

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

术服务机构等企业；个人会员由热爱、支持、从事物流及

53家，光电86家，研究机构6家，其他11家。

第一个完全民间化、市场化运作的汽车经销商商会。

贡献。

供应链管理事业的职业人士组成。

深圳市龙岗区企业联合会

深圳市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

深圳市宝安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深圳市暖通净化行业协会

2005年成立，紧紧围绕龙岗区经济建设，围绕企业

1994年成立，学会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为深圳

2014年7月成立，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的孵化和转

是从事暖通及洁净技术相关行业的企、事业机构、教

实际需要，积极促进政企、企企沟通交流，推动企业科学

企业的发展搭建一个服务平台，让企业了解并得到更多的

移，着重推动大数据技术成果在安防监控、工控自动化、

科研组织、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等自愿联合组成的跨部门、

管理，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政府支持与企业商机。

智能家居等行业的应用。

跨所有制的非营利性的行业性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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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深商联组织机构

十大深商产业联盟
2005年12月，为向深商企业提供资源对接、信息咨询和专业服务，各深商产业联盟陆续成立，并在深商
联十周年庆典上隆重举行揭牌仪式。2016年，深商投融资产业联盟、深商东盟产业联盟相继揭牌成立。10位

心
中
务
服
外
内
国
商
深

Organization Chart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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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产
商
深
大
十

常务会长

深商各行业领军企业家扛起深商产业大旗成立各产业联盟，为深商服务，为深商护航！

（见下页）

理事会主席

理事会

会 长

会员代表大会

Organization Chart

（见下页）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深商投融资产业联盟

深商生命健康产业联盟

主席：深商会董、三诺
集团董事长刘志雄

主 席 ： 深商总会执行主
席、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

深商高端制造产业联盟

深商低碳环保产业联盟

主席：深商会董、
亿和精密控股总裁
张耀华

主席：深商总会执行主席
TCL集团总裁薄连明

深商专利运营产业联盟

深商文化产业联盟

主席：深商总会执
行主席、光启科学
董事局主席刘若鹏

主席：深商会董、雅昌
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

深商法律服务联盟

主席：深圳物联网协会
会长、感知集团董事长
刘海涛

主席：深商联监事、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方宏

深商东盟产业联盟

深圳婚庆产业联盟

主席：深越联合投
资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小涛

主席：深商联监事、
天长地久总经理曹
春慧

深圳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
深圳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分支机构

执行会长

监事会

深圳市深商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
深商品牌培育专业委员会
深圳老字号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

综
合
办
公
室

人
事
财
务
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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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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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Team

Organization Chart

Executive Team

Managing Team

分支机构

部门职能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获国家工信部、深圳市政府重点支持，由深商联承建的国家
级公共服务平台。平台联通1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IT手段实现平台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

Executive Team

Executive Team

享、功能互补和服务协同，形成枢纽平台到窗口平台、从在线服务到呼叫应答，从网络运营到线下活
动的中小企业服务骨干架构和基础环境。

深圳市中小商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中
小
联
盟
秘
书
处

深圳市中小商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获国家商贸部重点支持，由深商联承建的国家级公共服
务平台。深商联将借鉴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成功经验，整合自身优势资源，搭载各类专业服
务机构，并在行业协会、各类商圈、专业市场、商业街等中小商贸企业集聚区设立联系点，为中小
型商贸企业提供服务。

范 颖

邓丽娅

中小联盟执行副主席

中小联盟秘书长

深圳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

核
心
团
队

深圳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是由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承接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运行数据填报平台，自2010年10月始，在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监管指导下，对我市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运行情况进行监测数据催报及维护。平台每年对运行监测平台企业进行数据填报动员及培

孙赫阳

陈晓晖

郝登胜

陆安

中小平台监测主任

中小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中小联盟副秘书长

中小平台网络总监

●中小联盟秘书处职能部门

训，参加培训的填报人员总数超过2000人次。平台运行监测的企业数量在2015年达到6000多家，
报送数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大中城市首位。

深圳市深商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会员服务部
1、 负责中小联盟会员的联系及考察推荐工作；2、负责中小联盟会员发展及服务工作；3、负责中小联盟

深圳市深商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商会展”）是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商

会员企业联谊交流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4、负责中小联盟会员的合作招商工作。

会”）的下属企业。自成立以来，执行承办了“中国慈善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中国国际人才

政策网络部

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中国国际眼镜博览会”等多项具有全国性、综合性、专业性的国家

1、负责深商系官方网站的运行及维护；2、负责深商系信息系统开发合作单位联系对接；3、负责深商系企

级大型展会、专业论坛会议和大型文艺晚会，并赢得各级政府和深商企业的一致好评。

业信息平台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会展部
1、负责会展部的日常行政和管理工作；2、负责APEC技展会等展会招展工作；3、负责APEC技展会等展

深圳市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

会的搭建协调、对接工作。
深圳市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简称“中商院”）是深圳市政府2005年批准建立的商界智库，是中国

运行监测部

第一家专注于铸造“知识之剑”，用理论打造竞争利器的专业培训研究机构。现已发展成为了集商业智

1、负责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平台的日常管理工作；2、负责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数据上报的组织培训工作；3、

库、管理咨询、培训、创交所、投资公司和总裁俱乐部等多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到2018年，

负责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数据的催报、收集、上报工作；4、负责中小联盟会员发展工作；5、协助中小联盟

将中商院建设成为创新2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平台型智库，跻身国家级智库50强。

活动的组织和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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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回顾
谋划未来

（五）举办4期会长联谊沙龙。2016年，商会秘书处
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深商高端不动产投资价值”、“深商传

对特色服务600余次，接待走访企业1200多家次，得到了会

深职院，举办深商深职院应届毕业生双向招聘会，为会员企

员企业积极参与和一致好评。

业解决人才需求。

年
2016
报

Annual Report of 2016

承与二代成长”、“存量资产更新与城市发展探索”、“深

（一）举办20期管理财富沙龙。2016年，为帮助会

（五）举办9期研讨交流活动。2016年，为加强会员

商资源项目对接会”等4期论坛暨会长联谊沙龙，活动吸引了

员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深商联秘书处

企业行业标准、技术、学术之间交流，秘书处举办了主题为

600余位政府领导、会员企业家参与。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会

携手会员单位和相关合作机构为会员企业高管和员工分别举

“实体企业智能互联网生态3.0+解决方案研讨会”、“石墨

长联谊沙龙创新了活动内容和形式，在为寿星企业家送出祝福

办了主题为“中小企业走进平安大学”、“深圳创新创业私

烯常规应用交流会”、“关注生命科学、成就健康人生”、

的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专家和学者发表精彩演讲，

享会”、“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私享会”、“如何提高企业的

“纳米储能材料标准技术交流会”、“中小企业结盟大

注重企业家智慧碰撞，为企业家提供智力服务；期间穿插安排

运营效率”、“如何制定与分解目标”、“深商企业家尊享

会”、“服务商走进光明精密制造产业园区”、“企业服务

深商资源项目对接，由2-3位深商企业家现场项目路演，意在

会”、“目标导向的管理体系建设”、“玩赚股权”、“向

产品交流座谈会”、“服务商走进天安云谷园区”等9期研

促进深商抱团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实现了品牌会员服务活动

风投出招”、“美国经济贸易投资交流会”、“股权激励全

讨交流活动，共吸引370名企业负责人参加，得到与会企业

的再创新、再升级。

攻略”、“深圳企业服务商说明会”、“新三板挂牌上市

的一致好评。

（六）在百万葵园举办200名企业家参与的深商儿童

推进会&投资价值报告会”、“企业需要教练型领导力”、

（六）举办10期联谊沙龙。为加强会员企业之间沟通

节。为让深商企业家重温童年岁月，体验儿时快乐时光，5

商音乐厅旨在让深商企业家及家人从繁忙的工作中和紧张的

“股东合伙人选择与风险控制”、“品质守护卫士资本之

交流，加深会员情谊，2016年，秘书处策划组织了深商名

月20日，商会秘书处携手副会长单位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走出来，用心聆听、用爱感受，徜徉在音乐的海洋，感

路”、“right派·资源对接会”等20期管理财富沙龙。吸引

企音乐沙龙、国富黄金二十周年庆典暨春茗联欢会、“做优

举办了“深商儿童节：会长带您去葵园”活动，在美丽的季

受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促进深商企业家的交流合作，

了840余名企业参加，受惠企业2988人次。

雅女人，过品质人生”沙龙、“芳香心灵塔罗 遇见最美的自

节和鲜花盛开的葵园中，一起纪念我们那逝去的、永不磨灭

加深情谊。

（二）举办2期政策信息培训。为帮助会员企业第一

已”沙龙、第二届野生龙虾美食节、劲威ECO绿色节能产

的美好童年。在活动现场，深商家人穿上了久违的学生装和

（十）举办700名深商登邮轮活动，开启深商新十年

时间了解政策信息，深商联携手相关政府部门、相关机构

品演示、2016“福满四季”国学大讲堂、陈小旺大师太极

亮丽的学生套裙，背着小书包，戴上了红领巾和大队长、中

新航程。引领商业新模式，促企业业绩增长。11月20至23

举办了“2016深圳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暨数据报告

体验日、泰和园当代中式生活品鉴等10期联谊沙龙，吸引了

队长的袖标；为深商家人准备了跳绳、踢毽子、弹玻璃、打

日，值深商联成立十周年，为感恩回馈会员企业一直以来的

会”、 会长档案管理培训班等2期政策信息培训，邀请相关

950余名企业家参加。

陀螺、滚铁环、军旗等最感兴趣的童年游戏；分组进行儿歌

厚爱和支持，深商总会、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爱娃

政府部门领导和最具经验具有实战经验的老师授课，受惠企

大比拼、童年记忆大比拼，找回远去的童真、童味、童趣；

塔科技有限公司，免费邀请700名深商企业家登上皇家加勒

业1900人次。

深商家人还分享了各自的童年故事，欢歌笑语，汇成一片欢

比海洋赞礼号豪华大邮轮，开启四天三晚创新学习之旅。航

（三）举办7期法律税务讲座。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办2016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新发展论坛，吸引了近500名

乐的海洋，活动吸引了近200多名企业家参加。

程中，深商联除了让深商企业家尊享皇家礼遇外，还精心准

为会员企业答疑解惑，2016年，深商联携手相关部门和律

企业家参加。3月24日，商会秘书处携手汉家族办公室联合

（七）创新举办4期中小企业凝心聚力营。自2016年5

备4天3场智慧大餐，特邀著名管理思想家、和灵资本董事长

师事务所举办了“创新之国”以色列的法治与税制”、“国

举办“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的家族挑战及应对暨2016家族

月27日，秘书处针对中小企业资源整合和业务推广的强烈需

卞华舵教授分享“如何借力互联网+，实现业绩增长20%以

际贸易离岸操作和离岸税务筹划”、“商事登记改革新的监

传承系列论坛”，深商总会会董、深商联会员企业家20人出

求，成功举办了4期“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成立了4个企

上”主题论坛；中国领导力学术带头人、深圳市政府决策委

管制度讲座”、“前海法智论坛”、“深圳市诚信市场创建

席，并参与话题讨论，共享家族薪火传承智慧，助力我国家

业深度互助同盟会。期间，组织走访同盟会企业100余家，

员会专家、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院长杨思卓教授与企业家分

标准”等7期法律税务大讲堂，为会员企业投资生产保驾护

族传承事业健康发展。3月30日，深商联秘书处携手金蝶集团

举办企业互助活动70余次，成功对接资源1237次，成交金

享“逆势成长之道：顶层设计与组织创新”主题论坛；中国

航，吸引了400余家企业报名参加，受惠企业近600人次。

举办“腾云驾务·创新时代下的企业变革” 论坛，吸引300

额过亿元，效果显著，得到了中小企业家的积极参与和一致

周易协会副会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孔令伟大师分

（四）举办5期慈善公益活动。2016年，秘书处策划

余名企业家参加。5月8日，在深圳瑞吉酒店宴会厅，组织

好评。

享“周易与奇门遁甲”论坛，以及对深商名企成功案例分

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动，关心弱势群体、营造深商公益慈

200余名企业家参加股权投资时代·未来已来2016春季金融

（八）成立深商高尔夫俱乐部。9月13日，在500多名

析，与深商企业家一起破解“互联网+”和资本时代下，商

善氛围。1月14日，深商联秘书处组织10余家企业携带近

峰会。8月4日，举办专利运营宣讲会暨项目路演，吸引近40

深商企业家和高尔夫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下，深商高

业模式创新和业绩爆炸性增长密码。同时，秘书处工作人

10000元物资走进光明滑坡事件救援现场，慰问光明滑坡事

名企业家参加。8月12日，组织10余名深商企业家参加第二

尔夫俱乐部正式授牌成立，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江佳鸿装饰罗

员在邮轮上还分别组织了近20场企业家小型交流聚会，让

件救援武警官兵；3月5日，在交通银行红荔支行举办三八幸

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8月27日，组织16名深商企业家参

秋福董事长出任俱乐部主席。 深商高尔夫俱乐部的成立，

企业家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加深情谊，是企业家一次人

福女人沙龙，关爱女性健康，吸引30名女企业家参加；3月

加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的首届川商论坛。期间，召开深商川

标志着深商精英和高尔夫爱好者从此拥有一个优质的社交平

生中不可或缺的涤荡身心的邮轮之旅和智慧盛宴。

17日，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林建园林公司共同举办深商凤

商合作座谈会，与50多名川商代表互动交流。8月27日，组

凰山公益植树暨绿色祈福之旅，吸引了100余名会员企业家

织20余名企业家参加在银湖金湖一街CDI大厦一楼国际会议

参加；3月17日，组织15名女企业家举办“美丽女人 百变

厅举行的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9月11日，组

“饰界”分享沙龙，关爱女企心灵；3月26日，举办深商运

织80余名企业家参加会董单位光启科学举办的全球创新者

动与公益”论坛暨“深潜杯”赛艇公益大师赛，吸引了90余

大会。

台，并将促进深商文化、深商精神的有效延伸。
（九）深商音乐厅成功启动。10月22日，在100余位
深商企业家的见证下，深商音乐厅正式宣告成立。深圳市雅

三、开展70项传统服务系列活动，增强商会凝聚力和
向心力

乐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黄育生董事长出任深商音乐厅主席。
深商音乐厅成立后，将每年举办春夏秋冬4场音乐活动。深

2016年，商会秘书处开展70项传统服务活动，一对一

名企业家参加；11月16日，深商联组织36家深商企业走进

（七）举办9期会议论坛。2016年，深商联携手会员
企业举办9期高峰主题论坛。1月10日，在深圳五洲宾馆举

（八）举办8期健康休闲活动。2016年，为丰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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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业余生活，加强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交流，秘书处组织了

（二）认真维护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自

电信集团公司政企客户部总经理韩

主题为“中国足协杯深圳人人VS银川贺兰山”、“2016年

2011年起，受市中小企业服务署的委托，深商联承接了深

臻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中国（深圳）女子马拉松比赛”、“为‘深圳质量’万人奔

圳市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平台的维护、数据催报及样本数据分

究院首席科学家须成忠、密歇根大

跑”公益活动”、“深商河源客天下水晶温泉休闲之旅”、

析等相关工作，监测平台注册企业从最初的735家，每年快

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主任KHALIL

“相约里约、向前海、壹起跑”、“深商巾帼幸福源头禅修

速增长，截止目前监测平台已有企业数量6740家。同时，

NAJAFI、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

沙龙”、“『回响·自然之道』艺术展”、“深商韶山红色

深商联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数据催报，目前，每月平均报送数

司创始人、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

体验之旅”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休闲、健康徒步、交流活动

据企业均在2000家以上。同时，随着企业填报数据的质量

组组长、国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

9次，吸引3000余名企业负责和高管、职员参加，增强了商

越来越高，数据具有一定的可研究性与可借鉴性，为此我们

组长刘海涛、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

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定期或不定期对数据进行梳理统计和分析，形成分析报告供

团董事长、浙江慧明集团董事长任

此外，秘书处每月为会员企业领导赠送生日贺卡、生

参考；此外，我们还利用深商联的资源优势，为监测平台的

平、ROUSH公司商务开发执行总监

日报、鲜花、礼物等，活动内容多、形式新，充分体现了人

企业提供了涵盖政策解读、资源对接、金融沙龙、经济研讨

RONALD.M.MUCCIOLI、欧洲物联

文温馨关怀，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化了“深商之家”的文化

会、专业培训、企业联谊等专场活动近100场，参与企业

网理事会创始者Rob van kranenburg

内涵，使深商企业深切感受到了“深商之家”的温暖。

2000余家，受到监测平台企业的一致好评。

等国内外30多位知名学者、行业精英

（三）成功举办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
四、成功承接大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项目，构建

才智论坛。4月16日，由深商联第九次执行承办的第十四届

及企业高管出席盛会，吸引了800余位
企业家参与。

30余人，共7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进一步了加强了深圳企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5号馆成

7月16日，深商联携手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共同举办

业与以色列商界的友好合作，集中展示了深圳市的国际形象

功举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高成长、高科技企业发展论坛。邀请德勤中国主席蔡永忠、

和经贸投资环境，为一批勇于创新的深商高新技术企业牵线

（一）全力以赴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自

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

乐视体育副董事长马国力、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王力行、德勤

搭桥，寻找以色列政府和商界的资源对接。

2012年6月获工信部正式批准后，深商联受市主管部门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斌，广东省副

中国区块链团队技术总高挺、德勤中国企业成长学院院长许坚

此外，深商秘书处还受市外办委托，举办深商创新创

托，投资2000多万元，用两年时间布局建设了“1+15”平

省长何忠友，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深圳市委副书

真、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兼总编室主任黄海波、广州尚航信

投代表团考察以色列、深圳“西雅图日”等活动，得到市各

台网络。即通过深商联市级枢纽平台和15个行业协会（产

记、市长许勤等领导出席，戴高乐咨询公司总裁、前法国总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兰满桔等20多位企业家、高管出席

级领导和企业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认同。

业集群）窗口平台。经过了3年的建设期，开发建设实现了

统戴高乐之孙伊夫·戴高乐，美国高智发明创始人、CTO

盛会。

从一期到二期的升级，并打通了PC端和移动端。2015年6

爱德华·荣格、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等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

7月16日，深商联成功举办专利及技术转移论坛。特邀

月，平台顺利通过了国家的验收，并开始由建设阶段向运营

和企业领袖发表精彩演讲，吸引了近3000多名嘉宾参加会

高智发明中国区总裁严圣、中美清洁能源论坛总裁Dennis

阶段的过渡。在运营阶段，平台根据企业的特点，采用线上

议。相较往届，本次论坛无论是从规模、形式，还是从主题

Bracy、华大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余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积极对接企业资源，开展与第三

内容，到宣传推广力度，都有较大提升，得到了政府领导、

翔、奇虎360知识产权总监黄晶等10余位学者、企业家出席

方平台的合作，逐渐引导用户将服务从线下导入线上，并取

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论坛并发表精彩演讲，吸引了近450余企业家参加。

深商、深商联更大发展平台

五、积极推进深商国际化项目，全面深入实施国际化
战略布局，加快深商迈向国际化步伐

（一）成功举办深圳“西雅图日”活动。继2015年4
月唐杰副市长率深圳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西雅图期间，深

得了一定的效果。截止目前，平台的注册用户接近1万个，

（四）成功举办第九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

7月14-16日，深商联携手金蝶集团共同举办“腾云驾

商总会、深商联组团60多名深商企业家同期访美，并在西雅

实名认证用户1076个，服务商548个，服务产品562 个。

览会。7月14-16日，由深商联执行承办的第九届APEC中

务”等4场平行论坛，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带

图成功举行“深圳日”活动之后，2016年5月10日，美国西

平台发布各类政府政策及资金扶持信息1985条，活动信息

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工业和

来了移动互联网、创业创新、智能制造、云ERP等领域的前

雅图市长莫里亲自带队70多名包含政要和知名企业家的西雅

243条，通过线上系统活动报名人数达5261人次。招投标

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广东省副省长袁宝成、深圳市市长许

瞻观点，吸引了近企业家、高管和市民共1000人次参加。

图代表团回访深圳，并于5月11日在福田丽思卡尔顿酒店举

系统每日抓取全国各地最新招标、中标信息近万条。另外，

勤、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普纳、韩国中小企业厅次长崔寿

本届技展会亮点纷呈，不仅增添了很多创新元素，而

办深圳“西雅图日”活动。深圳市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

平台积极承接政府的各项职能转移，成为第九届APEC技展

圭等21个APEC成员体的政府官员以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且注重展会实际效果：一是突出创新发展理念；二是注重创

领导、西雅图市长莫里、王石等政府领导、中美知名企业家

会主要官方应用系统之一，参与政府主导的“双创”系列

者、企业家出席盛会。本届技展会共设1个主分场和4分会

新文化交流与成果分享；三是突出深圳特色，打造APEC技

和高管出席了盛会。活动期间，商会秘书处安排了西雅图代

活动等。同时，也通过线上配合线下的方式开展“深圳市

场，举办1个主论坛、3个分论坛和4个平行论坛，还专设洽

展会新形象。

表团参观走访了腾讯、大族、华大、比亚迪、雅昌等知名企

最具投资价值50强暨深圳10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家电视评选

变对接区；围绕高端产业链规划布展，涉及物联网、大数据

（五）举办深圳海法创新孵化器对话会。受市外办和

大赛”、“2016深圳市中小企业行业最佳雇主品牌评选活

等10个多领域，实现在APEC家族的大团圆，扩大了深圳创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委托，经世界五百强企业正威国

（二）组团深商创新创投代表团走访以色列。为加强

动”、“2016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活动”等，

新型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打造了APEC技展会的新形象。

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牵线倡议，6月8日，深商联在以色

深商与以色列商界友好合作，学习以色列先进企业的前沿创

7月15日，深商联携手深圳物联网行业协会在深圳会

列海法市莱昂纳多酒店举行了深圳海法创新孵化器对话会，

新技术和产业模式，并在高新技术孵化、房地产、科技创

展中心举办2016国际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论坛，特邀中国

30余名深商企业家以及以色列政界、商界、学术界名流约

投、生物医药、公益环保等领域寻求国际合作。2016年6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品牌逐渐深入人心，形成一定
影响力，并成为企业寻求服务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渠道之一。

业，实现了多领域的对口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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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深商联理事会王文银主席带队组团深商创新创投企业家

melania lindstaedt、德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席karl-heinz

商服务中心等基础上，成功建成旧金山深商服务中心，为会

会长雅乐荟董事长黄育生担任深商音乐厅主席，精心搭建深

60余人赴以色列，经海法、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三地。与

hessenthaler一行，并举办中德企业家双边经贸论坛，洽谈

员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搭建高效交流合作平台。

商交流高端平台；三是，建设深商大理服务中心、深商巴黎

当地政府、优秀企业、风投机构全面交流，开展海法“深圳

合作交流，吸引了50余位有意投资德国和欧洲的深商企业家

日”活动，多个项目实现合作，与中以创新中心签约战略合

参与。

（九）继续推进深商哈佛案例库编撰活动。为了向世

服务中心，打造深商走出去桥头堡；四是，建立企业互访制

界充分展示深商在实施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方面取得的

度，100余次组织企业家互动走访，加强会员企业互信和交

（六）举办美国经济贸易投资交流会。8月20日，深商

成就，深商联携手哈佛商学院亚太区研究中心，继续推进深

流合作。

（三）举办深商英国摩洛哥深度考察活动。适逢2016

联组织80余名深商企业家参加了由深商联副会长单位瑞得

商哈佛商学院案例编撰计划。2016年6月，哈佛商学院案

（二）加快深商通线上服务平台建设。为适应商会快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在摩洛哥举办，为加强深商国际交流合

福出国邀请美国众议院前国会议员Bobby Schilling和Aaron

例库卡纳教授来深考察。深商联推荐了9家深商企业进入哈

速发展需要，商会秘书处积极对外招聘信息化专业人才，组

作，助力深商走出去，前海置富董事长、深商菁英会主席马

Shock，在深圳市大中华喜来登酒店6楼举办的美国经济贸

佛案例库案例采集，前后2天考察了优必选和比亚迪公司，

建精兵强干的网络部门，为深商系信息化保障。经过规划及

少福于11月10日至22日带队组团20名深商企业家赴英国、

易投资交流会暨美国众议院前国会双议员见面会。会议从政

UBTECH作为新兴市场创新案例，BYD作为中国新能源汽

研发，形成了深商系信息化战略布局。今年，面向深商企

摩洛哥进行深度学习考察。此次出访结合联合国气候峰会、

府政策、时势层面剖析预测未来美国的经济动态、把握第一

车典范将写入哈佛商学院教材。

业定向开发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系统——深商通网站网站开

双边企业交流、英国剑桥和摩洛哥文化体验、赛艇运动探

手投资信息，让思想碰撞出更绚烂的火花。

作；在希伯来大学演讲，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交流。

（十）举办高智海外专利项目投资推介会。8月4日，深

通运行，标志着由深圳首家商协会组织创办的“互联网+”

索等元素，规格高、行程多，是拓宽深商全球视野、拓展人

（七）举办深圳越南海防合作区深度考察。12月7日，

商联、派富中国主办了全球高智专利运营投资项目推介会。高

企业服务平台正式诞生。主要通过集聚深商企业资源，构建

脉、整合资源，和向世界展示深商精神风貌，搭建深商跨国

商会秘书处携手常务副会长深投控组团10名深商企业家赴越

智公司（IV）全球技术总监Patrick、派富创始人严圣、深圳市

O2O服务链生态，解决深商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供求对

商业交流平台的的高端交流盛会。

南海防合作区考察，并参加12月8日上午举办的深越合作区

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知识产权处处长陈民钢，以及来自近40位

接、上中下游企业服务交易、项目投融资、行业交流等问

（四）组团深商赴意大利法国考察。5月中旬，为向意

项目动工暨意向入驻企业签约仪式。深圳市领导、海防市领

深商企业家出席。活动中，对派富在投的6个投资项目，包括3

题，致力为深商企业提供综合、完善、快捷的在线服务系统

大利、法国一流商贸服务企业学习先进的设计创新理念和管

导、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领导以及200名中越相关企业家出席

个美国引进、2个中美合资，1个中国项目进行了项目路演，项

平台。深商通主要依托深商联的10大服务中心和10大服务

理模式，进一步推动深商与意大利、法国商界的合作交流，

盛典。

目主要涉及医药、医疗、物联网、视频系统、环保和大健康等

联盟，开展包括政策资金、政府招投标、投融资、服务红

行业。

包、软件应用等多方位配套服务，同时借助深商联“深商风

由深商联执行会长林慧、深商会董中意集团赵心竹带队，组

（八）加强国际商协会合作，建设海外深商服务中

团20余名深商企业家赴意大利、法国学习考察，深入当地优

心。2016年，深圳进一步深化国际友城合作。借此楔机，

（十一）与广电集团合作拍摄《共赢海上丝路》。

云人物”、“深圳老字号”等20多个品牌活动，将在品牌宣

秀设计机构、商超和服务企业一线，与企业优秀设计师和管

深商联全面深入深商国际化战略布局，进一步加强了深商与

2016年，深商联携手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合作拍摄《共

传、市场拓展以及在线交易等方面帮助深商企业获得极大提

理团队负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洽谈，成果显著。

国际院校、企业和商协会的交流与合作，与CBBC英中贸易

赢海上丝路》。节目以万科王石、雅昌万捷、比亚迪王传

升。凡是深商会员企业均可自动转化为深商通用户，一经注

（五）举办中德企业家双边经贸论坛。6月17日，

协会、美国大西雅图联盟商会、中以创新研究会等3个国外

福、华大基因汪建、深圳地铁林茂德、斯达高詹培明以及深

册完成，即可作为采购商在平台系统上采购物品，或经认证

商会秘书处组织近30名深商企业家接待德国工商总主席

商协会签订合作协议；在建成巴黎深商服务中心、加拿大深

商以色列创新行等深商这一特殊群体为蓝本，展现2013年

成为服务商，就可以发布自身服务产品，就可根据其它企业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用户的采购要求提供个体的服务。。

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取得

（三）积极筹备成立深商总会联合党委。2016年，为

的成绩和带来的变化，探讨中国商业未来的发展路。《共赢

进一步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

海上丝路》具有立意高、角度精准，接地气、激发共鸣，形

心、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商会秘书处在市社会组

式新、引人入胜，挖掘深、极具启迪等4大特点，涉及内容

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联合上元资本和互联网在线等2家企

从互联网、制造业、创新科技、人际关系、高端设计、生命

业和深圳市企业创新促进会，在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党支部

经济、竞争与合作、企业社会责任等不同角度展开。

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深商总会联合党委。我们相信，深商总
会联合党委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组织事业的高度重

六、坚持深商民主治会，共建多赢平台，探索具有深
商联特色的综合性商会发展道路

视，必将对规范、推动商会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促进作用。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2016年，秘书处不断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引进高素质人才；不断加强员工岗位培训，

（一）积极推进深商民主治会进程。一是，推进完善

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和胜任能力，使商会工作团队领导力、

深商十大产业联盟，积极开展深商东盟产业联盟、深商投融

执行力大大增强，形成了一支敢打胜仗、能打硬仗的工作

产业联盟、深商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建设；二是，完成深商

团队。

菁英会、深商高尔夫俱乐部、深商音乐厅的授牌，分别由深
商会董、前海置富董事长马少福担任深商菁英会主席，副会
长江佳鸿装饰董事长罗秋福担任深商高尔夫俱乐部主席，副

七、倡导社会公益，践行深商责任，搭建政企沟通高
效优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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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规模

36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

4月16日

深圳会展中心

4000

37 会长喊你回家-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契合产业基金

4月26日

荣超商务中心A座39楼

53

38 深圳西雅图日

5月11日

福田丽思卡尔顿酒店

39 深商黄埔军校第15期-走进燃气集团

5月19日

40 深商儿童节百万葵园暨博时基金投资分享会

活动名称
管理沙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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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深商联会员服务活动一览表

时间

地点

规模

企业家微客堂——如何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6月14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75

企业家微客堂——如何制定与分解目标

6月21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60

76

企业家微客堂——目标导向的管理体系建设

6月28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深圳燃气集团

92

77

企业家微客堂——目标导向的管理体系建设

7月5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5月20日

广州百万葵园

136

78

“企业需要教练型领导力”讲座

8月31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60

41 首届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5月27日

大鹏半岛

40

79

right派·资源对接会

11月1日

秘书处大厅

300

42 百家深商名企走进平安大学

6月3日

观澜平安大学金融培训学院

115

80

right派·资源对接会

11月9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20

43 深商名企秦皇岛考察合作之旅

6月7日

山东秦皇岛

70

81

right派·资源对接会

11月18日

龙岗天安云谷

20

44 深商以色列光明启航创新创投考察之旅

6月7日

以色列

43

45 深商联2016年“三评会”评选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

6月13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30

82

“创新之国”以色列的法治与税制”论坛

5月13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15

46 “深商传承与二代成长”论坛暨会长联谊沙龙

6月17日

福田区东海朗廷酒店3楼

180

83

国际贸易离岸操作和离岸税务筹划-深商名企法律大讲堂

5月14日

国汇大酒店3楼深圳厅

35

47 第二届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6月24日

广州百万葵园

40

84

商事登记改革新的监管制度讲座

10月11日

秘书处大厅

100

48 “德国经贸投资合作及产业并购机遇”论坛

7月5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50

85

第一届前海法智论坛

10月14日

西丽紫荆山庄

80

49 2016年度深圳中小企业最具投资价值50强评选

7月14日

深圳会展中心

300

86

“深圳市诚信市场创建标准”培训会

11月9日

宝安西部珠宝城

100

50 第九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

7月14日

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5号馆

300

87

“深圳市诚信市场创建标准”培训会

11月10日

华强电子世界

100

51 深商黄埔军校第16期——走进华大基因

8月3日

盐田区华大基因

100

88

“深圳市诚信市场创建标准”培训会

11月11日

罗湖集贸市场

100

52 “深圳老字号”传承与发展座谈会

8月23日

生产力大楼D栋一层

36

89

中国足协杯深圳人人VS银川贺兰山

3月27日

深圳保安体育馆

250

53 会长喊你回家——走进高新投集团

8月26日

时代科技大厦东23楼

20

90

2016年中国（深圳）女子马拉松比赛

4月9日

从大剧院至体育馆

50

54 第三届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8月26日

广州百万葵园

40

91

为‘深圳质量’万人奔跑”公益活动

5月22日

深圳城区

45

55 深商中秋祈福晚会

9月13日

深圳五洲宾馆五洲厅

700

92

深商河源客天下水晶温泉休闲之旅

6月24日

广东河源客天下

132

56 2016深圳德勤高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颁奖盛典

9月21日

南山凯宾斯基酒店

100

93

相约里约，向前海，壹起跑

6月25日

前海湾

2000

57 深商黄埔军校走进三诺集团

11月3日

三诺智慧大厦

70

94

深商巾帼幸福源头禅修沙龙

6月29日

华润大冲商务中心B座31C

28

58 深商英国摩洛哥深度考察之旅

11月15日

英国摩洛哥

20

95

『回响·自然之道』艺术展

7月8日

八卦岭简一展厅

30

59 深商风云人物、深圳老字号评选综评会

12月6日

深圳商报社

20

96

深商音乐厅活动

10月22日

深圳圣庭苑活动

100

60 中国深商大会

12月20日

深圳保利剧院

3000

97

深商韶山红色体验之旅

10月28日

湖南韶山

30

61 中国深商大会颁奖盛典

12月20日

深圳保利剧院

1500

98

国家双创基地建设暨康利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启动仪式

6月30日

龙岗区康利城

30

62 毕马威深圳创新创业私享会

3月10日

秘书处大厅

100

99

2016深圳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暨数据报告会

8月4日

市民中心

500

63 2016家族传承系列论坛

3月24日

深圳五洲宾馆南海厅

10

8月11日

市民中心大礼堂

1400

64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私享会

5月18日

秘书处大厅

40

65 深商企业家尊享会

6月24日

万科第五园二期沁芳府C

38

66 企业家微客堂——玩赚股权

7月11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67 企业家微客堂——向风投出招

7月19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68 美国经济贸易投资交流会

8月20日

大中华喜来登酒店

80

69 股权激励全攻略

7月27日

秘书处微信群

80

70 深圳企业服务商联盟说明会

7月29日

秘书处大厅

80

71 新三板挂牌上市推进会&投资价值报告会

8月10日

观澜格兰云天酒店三楼

60

72 企业家微客堂——股东合伙人选择与风险控制

9月13日

秘书处微信群

300

73 企业家微客堂——品质守护卫士资本之路

9月20日

秘书处微信群

100

法律税务
健康休闲
政策信息

财富沙龙

74

100 会长档案管理培训班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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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驱动 实施深商自治
加快深商方阵国际化进程
（2017年工作要点）

牌系列活动，努力实现服务模式“六个转变”：服务定位从

2017年，要继续联手德勤中国举办“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

服务客户到合作伙伴转变；服务产品从提供基础产品到高附

强”和“2017年度深圳中小企业最具投资价值50强暨深圳

加值的产品转变；会员发展从敞开大门到适度开放转变；服

10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家”电视评选大赛和2017深圳中小企

务类别从提供物质服务向精神层面转变；发展范围从区域性

业最佳雇主评选，树立行业企业标杆。

社会组织向国际性社会组织转变；服务方式从线下服务向线
上服务转变，探索综合型的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道路。

执行，力求内涵丰富、定位明确、主题鲜明，努力把全球才

地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2017年要紧紧依托三

智论坛办成一场才智交融、观点碰撞的思想盛宴，一个突破

个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1个枢纽平台和15个行

地域局限、多元文化交织的全球性高端人才智力平台，一张

业协会窗口平台功能，有效组织和带动300余家专业服务

继深圳高交会、深圳文博会之后的深圳名片。

机构，监测6700家企业数据，集聚政策、信息、金融、法

5、探索异地举办“中国深商大会夏季论坛”的途径。

律、财税、科技、质量、市场、人力资源、企业信息化等多

“深商，已成为一个特有名词。一年一度召开的深商大会，

个领域里的专业机构和多个企业服务专业委员会和团队，为

是深圳企业家的盛事。”中国深商大会是由深圳民间组织的

120万中小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走得远”

大规模、高规格的深圳企业家大会，不仅在深商群体中引起

的服务，真正把联盟打造成“深圳服务领域里的新标杆”。

强烈关注，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乃至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

国乃至世界各地商帮赶超的标杆
2017年，深商品牌培育联盟要立足实际，着眼未来，高
99%，争取承接政府购买服务30项以上。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物联网创新正成为效率

三、重点工作

与创新的新引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及社会组

（一）整合“三个社会组织”资源，形成深商系森林生

织正释放出巨大活力。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前期经济下行

态圈

压力依然较大，中央政策重心已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和促

2017年，立足于总体工作目标，进一步强化由深商总

改革。面对新机遇、新压力，深商唯有坚持创新驱动，实

会、深商联、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三个社会组织的功能，盘

施深商自治，才能迎接新挑战，适应新常态，全面实现新

活内部资源，理顺运行体制，打造坚强有力、快速反应、协同

跨越。

作战的舰母式联合舰队，形成深商系森林生态圈，实现大、

一、总体目标

中、小型企业共生共荣，为深商会员提供专业化服务。

2017年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践行“让深商成为影响

1、突出深商总会的核心引领作用。深商总会定位于

世界的新锐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化

“深商领袖家园、中国最有影响力商帮”，践行“东西方商业

商会”的使命，实施创新驱动引领、民主自治战略，整合深

文明桥梁、世界企业领袖摇篮”使命，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高

商系3个社会组织资源，充分发挥深商系3个社会组织、11

端服务活动，发挥百位深商会董的核心引领作用，搭建商帮平

个专业联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通过组织务实多样的服务活

台，拓展国际交流，弘扬深商精神，传播深商文化，践行深商

动，形成全覆盖、专业化、高质量服务体系和产业链，打造

责任，勇敢面对挑战，实现抱团发展。

具有深商特色的综合性商会发展道路升级版，助推深商方阵

2、强化深商联的基础凝聚作用。深商联肩负“让深商

全面实现新跨越。

成为影响世界的新锐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二、主要指标

的国际化商会”的使命，秉承“全心全意为企业和企业家服

服务会员8000家以上，联络团体会员120家以上；专

务”宗旨，坚持“服务赢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理念。

业联盟和专业委员会覆盖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中小型会

2017年要通过实施深商企业家民主自治、积极推进“四

员活动1200次以上，国家、省、市品牌服务活动100次以

化三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会员服务质量和水平，面向

上，会员个性化服务覆盖率达95%以上，会员服务满意度达

2200名会员，重点办好20项创新型服务活动和十大类70品

2017年，要总结前八届承办论坛的经验，精心策划，有效

3、实现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资源互联共享。作为深圳本

（二）发挥“深商品牌培育联盟”作用，让深商成为中

2017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

4、高标准办好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

举深商大旗，创新深商系列评选方式和和载体，提高宣传策划
水平和传播效果，提升深商的影响力、凝聚力和美誉度。

响。2017年，要乘势而上，不断创新，以“第三届中国深
商大会”为契机，结合深商“走出去”实践，积极探索在异
地城市举办“中国深商大会夏季论坛”的途径和做法，让深
商的声音传播的更广更远。
6、践行“大手拉小手”办好深商学院。2017年，深商

1、组织第十届“影响中国的深商领袖”和“深商风云

学院将计划走进华为、联通、天安等深商名企，通过优秀深

人物”评选。“深商风云人物”评选是“深商年度经济奥斯

商企业、优秀深商企业家的成功模式和失败案例分享，为正

卡”、“深商”年度精神史诗。“深商风云人物”成长的历

走在路上的深商企业家指点迷津，倡导深商精英履行社会责

史浓缩、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2017年，深商

任，大手拉小手，助推中小企业成长。

品牌培育联盟要继续坚守“褒奖深商精英 彰显深商风釆，沉
淀城市记忆，弘扬深商精神”理念，坚持以“影响力、创新
力、推动力、责任感、质量观”为标准，发现深商领袖，树
立深商标杆。
2、录制深商大型传记《深商史记》。由深圳市委原书
记李灏题写刊头、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作序、携手深圳
晚报社和世联行在深圳晚报重磅推出的《深商史记》，通过
倾听深商创业故事，用影像及文字真实完整地记录其心路历
程并永久保存，旨在寻找深商座标，挖掘深商发展史，解码
深商基因，凝聚深商群体，传承深商精神，揭示创新魅力，
展现深商风采。在《深商史记》中，不仅有风起云涌中深商
“打天下”的奋斗史，用真实的心声，与大众分享深商点滴
积累的智慧与境界、内力与后劲，为后人留下一部有关深商
自我磨砺与奋发不息的历史档案。截至目前为止，已出版专
辑1本、报纸刊发4期，2017年要力争完成20期。
3、举办高科技高成长20强和中小企业系列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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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主互动，互联互通，会员企业成为需求和项目的发布者和

理和传承工作。2017年，深商档案馆要进一步征集、保存

供给者。信息交互平台参照腾讯“10%的业务支撑90%收入模

深商企业家历史文献资料。征集对象为历届获评“深商风云

“深圳老字号”作为深圳商业服务业发展中孕育出的优

式”，既有针对普罗大众免费标准服务，也有针对需求客户和

人物”、重要深商人物、深商会董和深商联常务副会长等；

秀本土自主品牌，评选以“发扬、传承、聚焦、品鉴”为主

会员的VIP收费服务，围绕信息交互平台成立以赢利为目的的

征集数量初定为100名；征集方式可分为无偿捐赠、借存、

题，以“历史、特色、形象、影响”为标准，既注重老字号

互联网企业，实现商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复制三种；征集内容包含文字、照片、视频、实物等，做到

（三）发挥“深圳老字号联盟”作用，向中国乃至世界
绽放出深圳老字号夺目的光辉

（五）发挥“深商生命健康联盟”作用，积极推进“深

品牌价值、内涵的挖掘，提炼，更注重企业和产品的文化价

商双百生命健康基因计划”

值。“深圳老字号”饱经岁月沧桑岁月洗礼，弘扬传承和持

有计划、有步骤的甄别筛选、分类整理、妥善保存。
2、扩大《深商经理人》杂志发行范围。2017年，深

续创新。累计获评的161家“深圳老字号”是深圳商贸服务

1、积极推进“深商双百生命健康基因计划”的有效实

商总会、深商联携手《经理人》传媒，继续面向全国发行4

业品牌的璀璨明珠，她向中国乃至世界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施。2017年，深商生命健康联盟要以“一百人活到一百岁

期《深商经理人》杂志。同时，要通过机场、火车站以及

成为深圳城市最靓丽的一张名片。2017年，深圳老字号联

以上的生命健康基因计划”（双百计划）为工作主线，设定

经理人传媒发行渠道，进一步扩大杂志发行范围，提升了

盟要在总结前七届“深圳老字号”评选的基础上，组织开展

工作目标任务及服务范围，定期组织开展由专家及成员单位

深商、深商联的影响力。2017年，深商文化产业联盟要组

第八届“深圳老字号”评选。在提升服务评选质量的同时，

参与的论坛、讲座、培训、咨询以及展会等活动，为“双百

织力量，着手编辑出版《深商DNA》、《深商风云人物》

做好已获评的“深圳老字号”的复审工作。

计划”发展提供专业指导意见、系统解决方案以及未来长远

等系列丛书。

规划等深层次服务。

（四）发挥“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作用，为深商提供
效率与创新的新引擎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及发展，以物联网、大数据等为

3、深商音乐厅走进写字楼和产业园。深商音乐厅，是

2、启动深商高尔夫俱乐部。深商高尔夫俱乐部，现有

集聚深商和雅乐荟各方资源而成立的集音乐艺术体验与资

500多名深商企业家和高尔夫爱好者的参与，为深商精英和

源交流对接的胜地。2017年，是深商音乐厅成立的第一

代表的数据革命初露端倪，物联网创新从“波浪式”转向常

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才能更好地规划、设计与开发在线服

高尔夫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社交和健康休闲平台，是促进深

年，重点围绕“春夏秋冬”为主题，举办4场内容丰富、

态化，成为效率与创新的新引擎，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新的

务系统，以实现更好的企业用户体验，形成一个具有成熟技

商文化、深商精神的有效延伸。2017年要组建机构，制定

形式多样的音乐活动。在此基础上，拓展音乐体验品鉴渠

发动机”的作用。2017年，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要重点抓

术和务实应用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四是配合企业转型升级

计划，落实场地，分步实施。

道，联手深圳交响乐团，将传统、高雅的音乐走进深商企

好三个国家级平台的运营和深商系信息化建设，为中小企业

服务需求，通过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和呼叫服务中心，为

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商会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会员企业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和专业解决方案。

3、丰富深商赛艇会比赛内容。深商赛艇会要依托深商

业，不仅为深商提供不一样的音乐艺术体验，促进音乐与

松山湖赛艇会训练基地，通过常年举办深商赛艇邀请赛、参

其它文化与生活元素融合，为大家打造出一个资源共享、

与海岸赛艇和企业大师赛等赛事，凝聚深商群体，倡导健康

高端交流的平台。

1、优化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总

3、建成深圳市中小商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2017年

结四年来运营实践经验，不断优化管理体制和机制。2017

要借鉴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成功经验，整合自身优势

年，要结合运营推广实践，以成立独立运营公司为突破口，

资源，启动深圳市中小企业商贸流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的建

4、组织“深商乐跑活动”等系列活动。2017年，深

大，女性会员也迅速发展，她们在创新进取、事业获得丰

连同15个行业组织将携手引进风投机构，成立独立运营公

设工作，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搭载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在行

商生命健康联盟要结合深圳马拉松、万科城市乐跑和深圳湾

收的同时，而且注重个人品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她们彰

司，建立专业的运营团队，募集“中小企业投资基金”，按

业协会、专业市场、商业街等中小商贸企业集聚区设立联系

微马跑、徒步休闲等活动，穿插组织适合深商健康的体育活

显优雅高贵、品味典雅出众、才华出类拔萃，是深商一支

照市场化运营机法则，实现市场运营目标，达到平台网络可

点，为中小型商贸企业提供一体化专业服务。

动，促进深商交流，增加深商体质。

魅力与风采兼具的巾帼劲旅。2017年，深商名媛会要进一

方式，同时扩大亚洲赛艇赛和深商在亚洲的影响。

（六）发挥“深商专利运营联盟”作用，引领深商参与

4、创新深商名媛会活动方式。伴随着深商联的成长壮

步完善开展适合深商联女性会员活动的长效机制，凝聚女

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深圳企业和服务环境情况，建

4、合办高端行业论坛推进深商系信息化建设。2017

立和完善运营服务体系，强化服务产品的开发和对服务中小

年，要携手深圳物联网行业协会，举办2017国际物联网产

微企业的服务和普及，加强服务规范和对服务机构服务质量

业发展趋势论坛。同时，瞄准物联网发展前沿趋势，以物联

2017年，深商专利运营联盟要以建立专利池和专利交

收藏品鉴、养生保健、美容化妆与形象设计、女性高端礼

的监管，坚持开展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大讲堂通过线上线下的

网思维，加快深商通官网、深商总会官网、深商联官网、深

易为目标，远期以建设全方位专利运营平台为目标，紧紧围

仪等活动，展现巾帼深商风采，让深商名媛汇成为鹏城一

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同时，联合银行、担保、小贷、互联网

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深商联微信公众号、云之

绕专利服务、专利交易、互联网专利大数据、专利基金、专

张美丽的名片。

金融机构，共同协商会员企业的融资解决方案，包括研发和

家移动终端、档案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平

利保险、专利孵化、专利众筹、专利银行等8大业务板块，制

推送商会贷、中小企业贷、老字号贷等信贷产品，缓解会员

台建设，实现会员服务线上线下双轮驱动。

定循序渐进、系统整合的专利运营规划，通过资本助推，迅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5、建立深商资源项目对接和需求发布对接信息交互平

国际高端产业竞争

速占领科技应用制高点，引领深商参与国际高端产业竞争。
（七）发挥“深商文化产业联盟”作用，让先进的文化

性会员，创新活动方式，通过组织艺术沙龙、文化之旅、

（八）发挥“深商高端制造联盟”作用，加快中国智造
走向世界的步伐。
未来已来。这是一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时代。
深圳机械工业总产值占深圳工业总产值近20%，雄踞深圳工

2、维护深圳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2017

台。2017年，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要顺应时代潮流，改变传

年，要建立深圳市中小企业大数据资源池。依托中小企业运

统型商会线下服务运作模式，在传统框架上创新，结构重新设

行监测数据，通过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

置，采用类似淘宝的模式，建立深商资源项目对接和需求发布

1、丰富完善“深商档案馆”文献档案。深商档案馆由

集装箱产量世界第一；精密模具制造、激光加工设备、办公

在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形成深圳市中小企业大数据资源

对接信息交互平台，实现平台化、品牌化、规模化、去中心

深商领袖发起，旨在“抢救历史、纪录深商”，为正在快

自动化设备、智能旅客登机桥产量中国第一。2017年，深

池。通过数据分析，重新审视市场、用户、产品、产业价值

化。交互平台由商会制定框架和规则，会员企业在规则和框架

速迭代的深圳企业、深商企业家、企业文化做有计划的整

商高端制造联盟要立足高端制造产业的发展，发挥现有资源

植入深商基因

业第二大支柱产业。其中精密零部件、微电机、新型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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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重点围绕行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

需求，开办《欢迎来到离岸世界：“走出去”国际税务筹划

织6-8次赴迪拜、非洲、北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商务考察

品牌化”等5个方面，寻求创新点和结合点，组织开展主题论

与海外资产配置》等深商法律大讲堂，为企业答疑解惑，为

和经贸交流活动。二是建立“海外项目资源池”。整合优势

坛、项目路演、互动沙龙等多样活动，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会员企业投资生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

资源，携手国际商协会和相关专业机构，采取线上推介、评

第一，智能化。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信息
化和工业化的深度和融合，着力开发智能技术和智能产品的

（十一）发挥“深商投融资联盟”作用，促进深商投融
资产业的有效融合

家民主自治”，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执行团队。
（十五）实施“深商企业家民主自治”，形成坚强有力
的领导核心和执行团队

定和对接方式，搭建优质海外项目资源对接平台；三是举办

1、深入推动企业自治办会，提升会员企业互动合作的

万科国际大讲堂。继续携手万科共同举办深商万科国际大讲

参与程度。一是强化理事会管理职责。严格按照《章程》规

装备，推动新一代信息和技术深度集成，广泛应用于企业

由三诺集团刘志雄董事长、盈信投资集团林劲峰董事

堂，邀请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名校的专家、学者和教

定，从细节入手，强化理事会关于会员入会、选举、推荐等

研发、生产、管理全过程，开展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的建

长、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林敏雄联席总裁、东方富海投资

授，运用著名的哈佛案例教学法，对亚洲商业伦理的理论和

职责，调动企业家参与商会管理积极性。二是完善各行业

设，实现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形成企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陈玮董事长、同创伟业郑伟鹤董事长、高新投集团刘苏华总

实践进行了跨文化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使深圳企业家思维

专业委员会，邀请行业领军企业家领衔，变被动为主动，为

第二，绿色化。强化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约束

经理共同倡议发起深商投融资联盟，是新近为深商群体搭

与世界同步。四是举办深商英语大赛和英语角活动。

会员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三是加快各区服务机构建设。在已

机制，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严格执行新上项目的节能环保

建的一个投融资平台，必将对加快深商投融资产业的有效融

项目的要求，淘汰落后装备工艺，牢固树立全生命周期的绿

合，加速深商产业资源整合起到推动作用。2017年，深商

色理念。推动建立绿色生产和绿色供应链，提高资源利用效

投融资联盟要紧紧依托深商系资源平台，加强与国内外相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盟已经成为具有广阔潜力

率，研发和释放新型环保材料环境友好型产品。

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会员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间的桥梁和

的新兴市场之一。东盟汇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第三，服务化。顺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

纽带作用，反映业内诉求和意见，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

坡、泰国、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10个国家，

2、探索以基金和项目投资方式整合资源，夯实深商发

势，发展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

和公平的市场环境。根据投融资市场需求，有重点地采集、

人口达6.2亿，市场需求和投资潜力巨大。加强深商与东盟

展基础。2017年，要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拓宽整合

销，促进企业从产品的设备供应商转向系统集成总承包和总

评估、筛选投融资项目，并予以定向推介；策划和组织相关

的经济合作，是深商国际化重要组成部分。为共赢海上丝

渠道，积极关注深圳乃至全国、世界的资源互换，由优秀

体解决方案的总承包。

的研讨会、洽谈会、展览会和专业培训等投资促进活动，组

路，促进深商拓展东盟市场，由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深龙供

深商企业领衔，在已建立深商公益发展基金、深商低碳环保

织会员、企业和投资者在国内外进行商务考察、经贸交流等

应链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瀚科医疗（深圳）有限公司等企业

基金、深商专利基金的同时，创造条件创建深商非公募基金

活动。

发起，拟成立一个以深商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

会，为深商基金模式、项目模式发展创新探索道路，打造深

研商相结合的东盟产业联盟。深商东盟产业联盟，旨在立足

商联会员增值服务平台，帮助会员企业构建高效融资渠道。

第四，高端化。充分发挥深圳电子信息领域的优势，集
聚国际前沿，快速突破一些核心技术，大力引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高端项目，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推
动制造业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抢占制高点。

（十二）发挥“深商驻海外服务中心”作用，引领深商
方阵走向世界

（十三）发挥“深商东盟产业联盟”作用，助推深商抱
团拓展东盟市场

建立光明新区会员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加快在深圳龙岗、宝
安、盐田、坪山新区等区域设立服务机构，扩大会员服务覆
盖面与辐射力。四是动员、协调深商联常务副会长作为商会
领导带队走访会员企业，促进会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

东盟国家产业布局和需求，依托联盟成员资源优势，抱团拓

3、吸纳高素质人才，打造核心管理团队。2017年，深

第五，品牌化。健全产品品牌体系，政策规划体系，

2017年，要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深圳政府推进

展东盟市场。联盟成员由具有国际化视野、有志于开拓东盟

要结合深商系三个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不断加强人才队伍

围绕供应链产业链打造支柱产业，依托龙头企业打造区域品

国际友城合作契机，充分发挥“深商驻海外服务中心”作用，

市场的企、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自愿组成。联盟秘书处设深

建设，完善用人机制和量化考核机制，吸纳高精尖人才，强

牌，实现区域品牌支柱产业中龙头企业的联动发展。

加快推进深商“走出去”步伐，引领深商方阵走向世界。

圳市商业联合会秘书处。联盟成立后，将响应中国政府积极

化考核，奖优惩劣，逐步创造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环

1、打造深商走出国门“桥头堡”。继深商英国分会、

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合作发展的指示，利用政府资源，

境，最大限度调动人员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员工岗位培训，

巴黎分会、米兰分会、西雅图分会、加拿大分会、博洛尼

搭建国际合作大平台，增强中国和东盟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

提高综合素质和胜任能力，使商会工作团队领导力、创新

在科技改变世界的当下，机器人产业被视为改变世界

亚分会组建之后，2017年，要主动与国内外机构和企业合

作。近期将以医疗器械产业为切入点，通过发布东盟市场分

力、执行力大大增强，建造一支敢打胜仗、能打胜杖、精诚

的“金钥匙”。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演进，可以取代人

作，争取在国内外深商扎堆城市以自办、合办、挂牌等形

析报告和资源信息，组织对口考察交流，搭建商务合作平

团结的核心工作团队。

力劳动的机器人在众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成为社会进步

式，推出一批满足会员外向型需求的国内外深商服务中心，

台，实现深商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力量。深圳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尤其在机器人

做到成熟一个，推出一个，将深商会员服务覆盖面扩大，深

硬件和芯片方面，有一些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列。2017

商之家成为会员投资外地的驿站。

（九）发挥“深商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作用，牢牢掌
握改变世界的“金钥匙”。

（十四）发挥“深商菁英会”作用，培育新一代深商健
康成长

深商，作为深圳36年发展建设的亲历者、创造者，今
天，他们依然站在时代的前沿，肩负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使命，再续南中国经济的新篇章。新常态蕴含新机遇，新时

年，深商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要围绕“推动人工智能机器

2、加强与国际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2017年，要进

年轻、创新、务实和活力是深商最显著的特质。近年

代开启新征程。2016年5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深圳启

人产业健康发展和创新应用”两大方面，着眼于未来机器

一步加强与国际商协会、合作机构、世界知名大学和企业的联

来，一大批年轻有为、思想新锐的深商把握住了机遇脱颖而

示录：创新驱动未来》。文中写到：“深商是一个勇于拼搏

人在五个方面发展趋势（智能手机模块正变成机器人嵌入

系与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深商融入国际经济社会新

出。2017年，要以“深商菁英会”为抓手，采取请进来、

和奋斗的群体，不靠关系靠本事，敢于创新和追求梦想。一

式超级计算机；机器人云共享学习；协同机器人的采用

模式；联合国内外商协会，邀请国内外政要、专家学者举办论

走出去的方式，团结年轻深商，搭建起交流学习、资源共

年一度召开的深商大会，是深圳企业家的盛事。” 在新的历

和广泛用途；神经控制义肢；老人护理机器人），确立目

坛，搭建深商与国际商会之间的对话平台；组织国内外企业互

享、共同实践和互利共赢平台，形成年龄的合理梯队，为企

史起点，深商将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突

标、选准课题、组织活动。

访等品牌国际活动，搭建信息、人才、金融和风险防范等服务

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要总结深商菁英会代表团组团访英

破，为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实现中华民族伟

在内的综合服务平台，助力深商开拓国际市场。

的做法，2017年组织小范围、多批次的定向考察和学习交

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十）发挥“深商法律服务联盟”作用，为深商实施
“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
2017年，深商法律服务联盟，要继续根据企业的实际

3、组织“深商走出去”系列活动。一是继续组团出国

流活动，开阔年轻深商全球视野、拓展人脉、整合资源，向

考察。2017年，要编制“走出去”计划，积极组织深商组

世界展示新一代深商的精神风貌。（十五）实施“深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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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论剑
“互联与时代”

王文银
在深圳的企业都是善于自己革自己的命，因为做企业本
身就是这样，就是英雄干掉英雄。一个企业的成长最后要形
成一个生态链，首先是要跟你的合作伙伴有供应链，有了供
应链之后要把你的客户链打造好，有了客户链以后要形成产
业链，有了产业链条以后要形成价值链，有了价值链以后还
要形成生态链，形成生态链以后还要打造无边界链，实现了
无边界链之后就有了一个平台，企业做到这个境界，那就是
最高的境界了。

徐少春
深圳是一座创新的城市，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基因。金蝶
专注只干一件事情，帮助企业建立一个云上的ERP系统，
2016年12月17日下午，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互联与时代”论坛在三诺智慧大厦举行，腾讯马化腾、正威王文银、金
蝶徐少春、三诺刘志雄等深商大咖在论坛上展开了对话。世界联合大学副校长、国际领导力学术带头人杨思卓教授主持。

把这个事情做好了，跟腾讯有更多的合作，跟更多的公司合
作，打造一个生态系，我们的客户会很高兴，还是要回归自
己的初心，为客户创造价值，感动客户，这才是更重要的。

马化腾
我们微信团队有一个理念，提到一个口号是：“少发微
信，多和朋友见见面”。现在科技发展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在玩手机，没有交流。当信息高度发达的
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对于眼睛的伤害。我们希
望像柔宇公司开发出一个不一样的屏幕，能够不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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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企业家成长路上的港湾
未来的竞争独木不成林，再大的企业如果不建生态，不
进入一个生态很难独善其身，三诺现在也在做生态，用所有
的声友关系，声音的交互、链接、联动，跟所有的互联网链
接，都叫生态，我觉得腾讯的生态是建得最完整的，从责任
的角度来讲，企业家把生态用一些优势来帮助到更多的小幼
儿成长，是另外一种公益和责任。

坐拥私密的空间，尊享轻奢慢生活，链
接全球高端资源，智者之会，风起云动，携手
共进；慧心之聚，潮起潮落，笑看天下。梦想
之城，群星闪耀，辉映璀璨天空，被仰望，亦
在仰望……鹏会所，只为智慧、成功、一直向
上、追求品质的你……
2016年12月17日下午，第二届中国深商
大会之“互联网与时代”论坛在三诺智慧大厦
举行，拉开2016年度中国深商大会的帷幕。会
上，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三诺集

杨思卓
“大鹏乘风”，“风”即时代，即互联网；“鹏”乃

团合办的深商鹏会所举行了揭牌仪式。
“深商·鹏会所”将由深商总会、深圳市

智慧分享殿堂、情感交流会所、资源对接平台，成为深商企

深商。风起云涌，大鹏腾飞。深商引领了时代，也展示了风

商业联合会主导，推荐和优选深商名人及企业家参加；“深

采。参加本次论坛四个带头腾飞的“大鹏”，包括马化腾、

商·鹏会所”将通过深度联谊，搭建优质平台，高效配置各

当前，社群经济是新的风口。高质量的社群，已成为人

王文银、徐少春、刘志雄。他们代表着深商，借互联网之风

类资源，在帮扶深商企业家创业投资、公益慈善等方面共谋

际交往的高价值平台。深商总会将打造“深商·鹏会所”，

带头腾飞。四位“大鹏”就“互联与时代”互动交流。

共赢；“深商·鹏会所”将成为深商企业家日常联谊基地、

建设高品质的联谊基地，链接创新、碰撞智慧、激荡思想，

业家成长路上的加油站。

构建创新协同平台，深度服务深商企业家，高效配置产业资
源、政府资源、高校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共谋共赢。
鹏会所目标是建设一个联谊基地、举办一个讲堂、聚焦
两大方向：
1、建一个典雅的富有人文气息的高端会所—“深
商·鹏会所”实体联谊会所；
2、持续举办一个极具智慧思想、文化内涵、公益情
怀、有广泛影响力的深商·鹏会所讲堂；
3、聚焦两大方向，创业投资与公益慈善。
“深商·鹏会所”将成为深圳高端企业家紧密圈层、企
业发展智囊团的线下互动基地。
深商·鹏会所的服务内容是修学、净心、聚力。修学，
举办讲堂、经济学家研讨、论坛沙龙等，升级经营管理智
慧。净心，以国学、儒释道、黄帝内经、心理学等内修心
智；以禅学、健康管理、高端文艺分享等外修气宇，内修净
心。 聚力，搭建信息共享、资源组合的有效桥梁，由深商投
融资联盟领衔，升级发展能力及财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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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董事长兰华生

创新与活力是深圳的基因

深商是中国商界的先锋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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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商大会组委会主席、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

又脚踏实地，它孕育了深商，并使它不断的成长壮大，它吸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36年的发展创造了世

引了无数的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它的创造、它的鲜活、

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样也造就了一

它的爱心使这个城市魅力无限，深商是一个优秀的商帮，它

批敢闯、敢不试、敢为天下先的商业精英，深商群体没有地

伴随深圳的发展而一路成长，创新的基因和市场的精神给它

域之限，没有血缘关系，为深圳的商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

注入了活力。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创业创新的进取心、诚实

献。深商已成为中国商帮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一支后发先至的

守信的价值观和报效社会的责任感，使这个群体在30多年的

商帮，体现着深圳速度，代表着深圳精神。中国深商大会是

时间内就能成为深圳建设改革的力量，成为深圳的骄傲，成

每年一度的深商大会，现以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理念和思想交

为中国的力量，成为世界的关注。

锋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引领发展、创新未来的深商家园，今

我们感恩这个时代，因为中央支持改革，鼓励创新，

天，迎春颁奖盛典将开启深商历史新的一页，又一批深商风

推崇企业家的精神；我们感恩深圳这块热土。令我们感动的

云人物和深圳老字号将接受表彰，为深圳商业发展和城市经

是，我们的书记、市长还有各级领导实时把企业家记在心

济增添更多的中坚力量和典型代表。

头、挂在嘴上，深圳的父老乡亲的信任、理解、支持，给我
深圳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不拒众流，不拘一格，因开
放包容而充满活力，它志存高原，追求卓越，既创新进取，

们深圳的企业家无形的力量，唯有发奋努力，再创辉煌，我
们才能无愧于深圳，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深商联理事会主席、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
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深商走向世界舞台

川商、深商手拉手共谋发展
深圳36年改革开放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深商腾飞史，深商作为
2016年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在经济增速下
降的情况下，我们国家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这个新的格局下，深圳培育了5个世界500强。这说明了改
革开放和党的政策好，也说明了深圳历届市委市政府对企业

与深圳共同成长的企业家。有幸见证这个城市的崛起和兴盛，有幸
共同书写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一年来，深商联致力于深商自
治，创新会员服务，培育深商文化，推动深商国际化，拼搏奋进，
开拓进取，新十年，新跨越，共创美好鹏城，走向世界舞台。

家的关心、帮助和热爱。深圳30多年前仅仅是一个渔村，就
是靠数以千万商人的拼搏努力，才取得这样的成绩。深圳创
造这样的奇迹，靠的是伟大的深商精神。深商精神是什么？
就是政府的亲民和企业的创新。深圳市政府重视商人，重视
经济，重视企业的发展，重视创新，帮助解决问题，勇于支
持帮助民营企业家走正道、求发展，这就是深圳的精神。作
为一名川商代表，我希望川商、深商手拉手，一个在国家改
革开放的最前沿，创新变革的最前端，一个是在祖国的大后
方，经济正在腾飞。两个商会应该联合起来，全国的商人都
应该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够在新的格局下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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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9日晚，在第二届中国深

12月19日，在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深商

商大会之2017深商迎春颁奖典礼期间，深

迎春颁奖盛典举行期间，阳光采购网与深圳市

商总会联合党委举行授牌仪式。深圳市社会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组织党委书记、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

阳光采购网与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凌冲局长宣读关于成立中共深圳市深商总会

台的联姻，是云到端合作模式的标杆，以阳光
采购网和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创新的合作

联合委员会成立的批复。

模式为开端，发挥阳光采购网在寻源采购、科

深商联党支部成立于2012年，截至目

技金融、跨境易货、大数据和云服务方面的优

前，共有中共党员30名。党支部成立五年

势，同时借助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提供的中小企

来，始终注重延伸党引导社会组织、加强社

业公共服务，将云到端的合作模式迅速辐射扩

会治理的触角，充分发挥党对社会治理的领
导作用，持续创新党组织作用发挥方式，坚

展至全国其他34家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文化建设等相互促进，在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持将党建工作纳入深商联的日常活动中去，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和党

效覆盖，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及市社会组织党委意见，由中共深圳市商业联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做到党组织活动与

合会支部委员会牵头成立联合党委。

社会组织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开展主题
活动等有效载体，与商会活动、日常管理、

台，进而进一步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中小企业的广度和深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执行会长林慧，金

度。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全方

蝶集团董事长徐少春，创捷科技董事长黄育存，金活医药集

位构建产业生态，为全国的中小企业提供适宜其成长的生

团董事长赵利生，盈信投资集团董事长林劲峰和阳光采购网

态环境。

CEO董佳韵出席大会并见证了整个签约仪式。

深商总会联合党委成立后，将积极发展吸收符合条件的相关社会组织成立
党支部及协助流动党员找到组织，为市社会组织党委提供支持和保障。

深商百人阿尔法机器人APP蓝牙编程竞赛
深商美国加州、英国服务中心授牌

2016年12月19、20日，在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期间，
深商总会、深商联、中小联盟携手副会长单位优必选科技共

深商发于中国，更走向世界；深商正以昂然的姿

供了专业支持；海外的华商企业及机构，需要深商这样有实

态，迈向国际舞台。深商海外服务中心正在以全新的视角

力和开拓能力的平台与其合作，互为助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展示深商的力量，合作不断、影响力逐渐提升，不断有新

也愿意协助深商成立海外服务中心。

的服务中心落成。继深商西雅图服务中心、深商米兰服务

深商的海外服务中心，是搭建政企、项目和国内外企业

中心、深商博洛尼亚服务中心等之后，12月19日，深商

间的桥梁，同时也体现深商企业之间大小互助，资源共享，

美国加州和英国服务中心两个机构也授牌成立。

依托本土立足全球的大格局。

深商不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精品
化、市场化”水平，在本土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延伸各类
海外投资，交流及服务项目，助力优秀的深圳企业走向国

同举办深商百人阿尔法机器人APP蓝牙编程竞赛。活动旨在
为会员企业家更加了解机器人，体验新一代机器人简易编程
乐趣。活动中不仅可以欣赏到众多新一代阿尔法机器人“最
萌”的整齐舞蹈，同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让机器人翩
翩起舞的编程。
在未来的人机交互方式中，人形机器人将是重要方向，
真正进入家庭并且控制各种终端。优必选将打造成为中国智
能服务机器人行业的领导企业，并在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智能
服务机器人的第一品牌。创新不仅仅是搞技术，技术固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做到成熟之后，找到一些新的思路

际舞台，未来的10年，将是深商大步迈向国际化的10年。

去运用，做一些真正的商业化，这也是创新。硬件、软件、

深商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商机不容忽视；

服务环环相扣，互相促进，创新之泉就能多流涌入，源源不

大量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海外商协会和世界知名高校合作

绝，商业运作才能持续。让机器人梦想触手可及，让每一个

意向鼎盛；深商系海外项目池中汇聚了优秀的跨国投资

普通家庭拥有能说、能行走、可以互动的智能机器人是每一

人，专业的咨询机构和律师团队，皆为跨国项目的开展提

个优必选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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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新常态下的企业家精神

年
2016

任正非跟我讲过他的创业历史，他面临的不仅是创业的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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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自己的坚定目标勇于牺牲、勇于付出才能成功。

困难，还有身体的疾病，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华为3
万多专利将近一半是国际专利、欧美专利，取得这样的
成绩他付出了代价，没有这种精神，成就不了今天的华
为，所以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第三，价值。再努力，再不怕牺牲，但是创造的东
西没有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企业家的意义就是给社
会创造价值。
企业家精神有四个因素：欲望、牺牲、价值、责任。

第四，责任。作为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对市场

第一，欲望。企业家创业过程中会经受常人不能

负责，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社会自然负责，对为使这个

蒋昌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听两位的分享，给他

不太明朗，特别是我的老乡川普，他们建议我给他挂一

理解的挑战、困难、压力，只有当欲望超出对挑战和困

们一些建议，在深圳的这份热土上，创业应该抓住几个

个牌子，全球川商总会美国分会会长。谨慎乐观一点，

难的恐惧时，才有不断前进的勇气。欲望就是目标、理

中国在结构调整中来发展经济，面临很多新的挑

要点？

政治的不确定性。

想、愿景。企业家如果把目标放一个点上，矢志不渝的

战，包括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在这样的环境下，

努力，一定能够成功，千万不要把目标当成一个过程。

企业家精神有4点：1、因势而变的经营观；2、创新创业的

刘永好：对于大学刚刚毕业的人，他们参加了大众

第二，毕竟中国有13多亿人口，现在人们的收入

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佳。但是创业

在成长，消费需求成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确定

的时候，要么在念大学的时候有实习，有这样的经验去

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的变革，不断的努

创新成功几率高，而不要什么准备都没有，什么都不懂

力。现在国家也非常好，产权保护的问题也逐步解决明

去创业，失败的几率高。

确，而且要和官员、民营企业家亲近，昨天书记、市长

不过问题也不大，创业失败了也没什么，22岁大学
毕业，创业三年才25岁，失败的案例最重要。一个企业
要做成功，没有失败的案例，没有失败的准备，没有迎

都来了，表达了对我们的认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有
了，经济发展是乐观的。

第二，牺牲。内心冲动的欲望是不能轻易成功的，

创新是什么？创新是把人们从一个时代带到另外一
个时代的根本推动力。从古代文明一直到文艺复兴，到

是12级台风，已经刮了6级了，风口、风靡、风眼、风

工业革命，到工业时代，到最新的4G革命。技术和技术

坚持、坚韧。很多人说我学习能力很强，工作能

暴、风云，下午是风趣、风雅、风标、风向、风语、风

交叉出新的科学出来，科学和科学诞生新的技术，导致

力很勤奋，但是情商不高。情商很重要，我们不管做什

清，12级台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刮开大家头脑的风

我们几乎每天都发生工业革命，非常难分清楚到底处于

么最终是跟人打交道的，能够跟合作伙伴交流，这是情

暴，让大家头脑打开。一个人，一个企业，往往人只看

第几次工业革命。

商。

得见自己，看不见别人的思想和想法的，所以我们要通
王文银：川商大会上，我讲过做企业的“五件事法

则”：首先一定要把文化做好，文化是企业的命根。文
化以后是战略，之后是设计、思想、产品，所以要把源

过这12级台风，把所有企业家的思想打开。
蒋昌建：从两位身上看到，不讲幽默、不讲风趣的
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

进取心。；3、诚实守信的价值；4、报效社会的责任感。

刘若鹏：我们一起生产未来

王文银：去年中国深商大会是20个“点”，今年

接失败的精神状态，做不出来的。

世界更美好负责。

我们的创新到底经过了哪一些时代呢？简单有一些
总结，创新1.0时代是工匠时代；创新2.0时代是通过现
象、数学、数字、理论、象素理论的逻辑顺序，真正的
找到科学底层的武力机制，再从底层的物理机制逐步发

头做好。现金流、利润率、成长性是企业最核心的三件

刘永好：深商是了不起的群体，之所以伟大在于创

展成某一种技能、技术，再发展成样机、产品、产业；

通向未来的世界需要非常多的技术来支撑，从事新

事。投、融、管、退，投资是为了融资，融资是为了管

新、变革，在于我们党和政府政策支持下的生生不息的

3.0的创新，通常认为交叉技术或者是边缘技术，是属于

型的空间物流、空间信息的大数据收集，这是我们未来

理，管理是为了卖掉，所以像柔宇科技这样的好企业要

精神状态，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科学界的舞台边缘的群体，在做着一些小众的科技创新

有可能的世界构建，整个空间的应用我们称之为“深度

今天在座的深圳企业家朋友们，这里一起讨论深商

或者是科学的进展。创新4.0是设计师的时代，到这个

空间”。空间拓展、装备实际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蒋昌建：2017年即将到来，经济的大体发展形势是

的发展，深商的困难，深商的问题，讨论经济不确定下

时代，它不再是以最底层的科技来驱动顶层的应用，它

而最大的变化就是装备和人之间的关系，装备从人类的

怎样？乐观、谨慎乐观、不那么乐观、悲观，选了一个

继续发展的信心。深商里面有川商，川商里面有深商，

是反过来的，是设计师们去设计一个把产品、技术、服

工具将会转变为人类的伙伴，我们把这个叫做“机器自

以后，再给两个理由。

在这里一起探索经济未来发展的新格局。

务、理念、用户体验相结合的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交

觉”。我们的空间也拓展了，装备也变成伙伴了，我们

付给用户。

需要一些新的数据链，我们把它叫做“互联”。

推上市。

刘永好：我觉得可能是谨慎乐观吧。首先全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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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海涛：创新是深圳的灵魂

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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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特别贡献奖

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我认为创新是当今社会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乃至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如果你不创
新，如果你墨守陈规，可能在一段时间还过得下去，但
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必定会走向衰退，最终走向失败。
所以对一个经济组织而言，对一个区域经济而言，对一
个企业而言，必须把创新作为一个主旋律。
创新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技术创新，从“大哥大”
到智能手机，从显像管到液晶，创新符合一个哲学的规
律，从量变到质变。我们说要实时考虑“革命”，这个
革命不是政治的，同时我们要实时防止“被革命”，被
革命就是被颠覆。这就需要创新的眼光。

你可能就落伍了。

第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前我们做一个产品，是

第四，组织方式的创新。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从

追求高毛利率和销售额，越做得高越好。现在未必，换

过去工厂制到公司制，公司制从有限责任到股份有限都

个打法，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原来的方式随着创新可能

是变化，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趋势“有限合伙”。现在一

就会逐步的淘汰，所以我们要看到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

些企业做合伙人，开始强调合伙人已经有了味道，但是

非常重要的。

组织形式还没有奠定下来。

第三，发展战略的创新。以前的企业发展战略都是

第五，协同创新。一个企业内部产动销各个领域的

产业经营为主，现在要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如

协同创新，一个企业从外部来讲跟关联方、合作方面一同协

果企业不把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来做战略安排，

同创新，现在特别强调的“分享经济”，都叫协同创新。

深商联成立十年来，得到了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

商家人依然给予了鼎力支持，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奠定

如今，深商联的会员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深商联

了坚实的基础。为此，组委会为以下企业颁发特别贡

始终不忘初心，感恩有您！在本届中国深商大会上，深

献奖。

刘弘：互联网生态模式代表全球经济未来
乐视从2004年11月成立以来，一直坚信的一个理

创新。生态创新是战略创新与协同创新的一个模式。乐

念，互联网生态模式代表全球经济的未来，代表全球经

视是最早做生态创新的拓展者，04年成立之初是一家网

济的下一个时代。

络视频公司，自2009年开始，跨界垂直整合，同时又横

创新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第二个
阶段是模式创新，第三个阶段也是我们要进入的叫生态

向开放的生态系统。
乐视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颠覆目标，创下了一个又
一个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互联网生态模式的力量，
凭借这一模式，乐视从日益被互联网巨头垄断的产业里
成为全新物种，不仅如此它还为全中国全球所有的尝试
创新转型升级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方向。
但是事实上我们认为以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
在未来的在百年汽车，传统汽车产业到了变革的契机的
时候是最有可能成为引领未来汽车的代表者。因为我们

获“特别贡献奖”企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大生农业集团

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

丝路能源集团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光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君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山市海雅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兆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中基恒润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华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美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

认为未来汽车有四个趋势，第一互联网化，第二智能
化，第三电动化，第四是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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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毅 深圳天安骏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年
2016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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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深圳老字号”颁奖盛典

获奖理由
他曾长期主持天安数码城开发模式、品牌及发展战略
规划，目前负责和主导的深圳天安云谷是深圳最大的城市更
新项目。同时，他主持创办的“智慧园区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搭建了国内首个智慧园区产业资源与服务平台，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

叶家豪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建筑装饰三十年优秀企业家，他率领的奇信
为集建筑装饰、设计、施工于一体的A股上市公司，位居中
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排名前七位，在行业内率先通过了
三合一管理体系认证，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连续13年位
居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前列，连续17年被广东省工

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2017深商迎春

品。作为城市文明的商业图腾，“深圳老字号”经受住

颁奖盛典在深圳保利剧院隆重举行，同期为获评第七届

了时间的洗礼，从不同层面见证了深圳的历史变迁，与

“深圳老字号”的20家企业颁奖。

深圳一起成长，成为企业引以为傲的荣誉。一座城市有

第七届“深圳老字号”评选活动从今年6月3日启动

一座城市的风景。沧海桑田，变化的是风景，不变的是

以来，经过20多家行业协会、社团和相关企业5个多月

灵魂。历史文化积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公

的紧张工作，最终评出深国免、等20家第七届“深圳老

共记忆，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

字号”。 至此，“深圳老字号”企业数量已达到了161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她的全身无不散发着青春

家。这些企业品牌，是伴随特区发展的历程，沿袭和继

的气息。然而，年轻的深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有着

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深圳文化特

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老字号”。深圳一些企业，

征和历史印迹，具有独特的理念和鲜明特色，赢得了社

跟随着深圳的成长，在三十年多年中依然长盛不衰，他

会和市民的广泛认同和良好信誉。

们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是深圳人

深圳老字号，是深圳商业服务业竞争中留下的极

的集体记忆，成为“深圳老字号”。

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郑伟鹤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获奖理由
他是南开大学法学硕士，全国首批证券律师，福布
斯“2013、2012、2010、2009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
人”。他创办的同创伟业是国内运作时间最长和最活跃的本
土品牌专业投资机构之一，拥有16年投资管理经验，已成
功投资200余家企业，管理资产超过100亿人民币。

吴 宪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获奖理由
她做过记者，做过服装，而如今她是“深圳十大杰出
女企业家”，“2012 中国经济优秀人物 ”，她扎根高分子
领域成为中国新材料行业的领军者。在她的带领下，沃特新
材料已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特种高分子行业领军
企业，世界一流的材料方案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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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标杆
引领深商

李漫铁：高科技 LED 和足球产业并驾齐驱的舵手

闫立：横跨户外传媒与健康产业的品牌官

年
2016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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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漫铁，1968 年出生，湖南涟源人，1990 年从华南
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惠州政府机关工作，1993 年辞职与母

的力量，围绕LED及体育业务发展需求，积极开展产业链的
资源整合，推动公司快速发展。

闫立，1971 年出生，河南周口人，1993 年毕业于葛洲
坝水电工程学院（三峡大学前身）。1997 年来深圳闯荡，成

亲一起在无线电领域创业，2004 年来深二次创业，创办深

2015年，李漫铁在体育产业进行了多项布局。该年，

为业内知名的品牌传播专家。任中基恒润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圳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1 年初在深交所上市

雷曼股份成为了2011～2016年中超足球联赛官方赞助商和

事长、香港中基 1 号国际医疗集团创始人、深圳市东方美晨传

（股票代码：300162），2015 年 " 雷曼光电 " 更名为 " 雷曼

2011～2016年中国足协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甲足球

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深圳中基 1 号骨关节关爱基金会理事长。

股份 "；公司从 2011 年起布局体育产业，目前有高科技 LED

联赛俱乐部官方赞助商，现已成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

即使在变幻的商海随大潮起落，闫立说自己这么多年一

和体育双主业。现任雷曼股份董事长兼总裁，并担任深商总

足球甲级联赛商务运营商。同时为足协杯、中国之队、国际

直都在磨练自己的心性—— “任你滚滚红尘，我自清风明

会会董、深圳市 LED 产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冠军杯等国内外顶级赛事提供LED广告及商务服务。

月” 。有时候他也会想，假如有一个平衡宇宙，另外一个闫

雷曼股份从成立起，一直致力于LED行业中游技术的发

李漫铁表示，创业是个系统工程，从创业者的个人素

立应该在一个偏僻的故乡小城市，过着物质有基本保障、求学

展，并逐步拓展到LED下游，在显示屏和照明领域节节开花，

质而言，需要具备做事认真、有毅力、有恒心等要素；从

问、精神富足的生活，那是大学时作为文艺青年最初的憧憬。

并实现了“墙外开花”：其产品90%出口北美、欧洲地区。

公司的定位或者商业模式方面而言，你必须有差异化、有

不过深圳改变了这一切，让他拥有了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人

近年来，雷曼股份紧密跟随国家体育政策变化，通过产

独特性，才可以脱颖而出。任何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这

生体验，从酸甜苦辣、百味交杂到如今的慢慢淡然。而他，也

业链布局、业务模式创新及资本运作等方式，积极应对政策

些年，我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毅力、判断力、增强自己对商

见证了这座人来人往的特区新城，在 20 多年间，从当年的机

环境变化、强化核心竞争优势。按照公司战略，雷曼股份一

业的思考以及让自己变得更加善于学习。学习就像登高望

会型、到资源型再到如今的智慧型城市的几重蜕变。

方面继续夯实LED主营业务，巩固并扩大其在LED行业内的

远，通过持续的学习，第一次创业时让我感觉自己在山脚

闫立说：“我认为一定要热爱、要用心，才能把一件事

领先地位。同时广泛布局足球业务，加大足球领域的商务权

下；第二次创业至今，感觉只是走到了半山腰而已，离山

做到最好，我是把每一块显示屏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益开发与营销，完善足球生态产业链。并充分运用资本市场

顶还远着呢。

热爱它就希望把它放在最好的位置。另外，我认为好的广告
能给建筑带来生命和灵魂，在设计时就融入了这个理念。”
他认为，做事不要只看眼前利益，站在世界高度建标
准，用心做品牌，人心和资源都会向你靠拢，成功是必然。

永远要记得这个道理：健康、家人比钱更重要，切莫舍本逐
末。深圳这座城市既有活力，又充满浮躁，如果你能在众声
喧哗中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你的人生一定是丰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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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奥斯卡：2016“三评”活动拉开帷幕
2016年6月3日，由深商总会、深商联、深圳广播电影
电视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德勤中国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深
商风云人物”、第七届“深商老字号”和2016德勤深圳高
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隆重举行，拉开了2016深商奥斯卡“三
评”活动的帷幕。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会上讲话。他表示，一
年一度的深商风云人物和深圳老字号，以及德勤高科技高成
长企业这三个“评选”活动是中国深商大会里面不可缺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展示深商风采的重要平台，是我们
全体深商的骄傲和光荣。深圳每天都是有奇迹发生，因为深

座城市的老字号，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是构成历史文脉

圳有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和氛围，所以不断出现奇迹。无论

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是这个城市一个辉煌的称谓，记录了一

是财富积累，还是业界影响，深圳商人都正在实现群体性的

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与成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与历史。

崛起。三个评选活动全面铺开，进一步增强深商其在深圳的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的深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

号召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有着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老字号”。、他们的发展历

深商品牌培育联盟主席李连和表示，深商是一个勇于拼

程，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成为深圳人的集体记忆。

搏和奋斗的群体，不靠关系靠本事，敢于创新和追求梦想。

德勤合伙人施安迪表示，众多曾经参与该评选项目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商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

公司现在都已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巨头，如苹果、谷

的一支新生力量。不管你承不承认，深圳商人已经越来越多

歌、脸书、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奇虎360、乐视和药明

地现身在中国商林。不管你理不理会，深圳商帮崛起已成一

康德、海康威视等企业，都是当年的获奖企业。多年以来，

个既成事实。“深商风云人物”将挖掘出更多的优秀深商代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强/500强项目一贯秉承客观、公正、

表，进一步推动深商在探索与创新中崛起。

权威的原则甄选并表彰高速成长、持续创新的卓越企业，并

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认为，一

已成为主流媒体眼中的“全球高成长企业的标杆”。

深商，作为深圳30余年发展建设的亲历者、创造者，他们依然站在时代的前沿，肩负着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使命，再续南中国经济新篇章。
深商风云人物，作为深商的优秀代表，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一同成长，融汇了中国商道文化的精粹，为深
圳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11月16日起，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领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评审工作组，对参评第九
届“深商风云人物”分别走访考察。

兰华升：致力发展健康农业
兰华升现任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大
生农业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代码：01103）董事
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大生农业集团致力食品安全和健康农业，实现跨越
发展，连续两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491亿元，位列
2016年度中国企业500强第272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1位，广东省
500强企业第30位，广东省民营企业百强第13位，大生集团被评为2015年
度广东省优秀企业，旗下上市公司获评为中国融资上市公司大奖——最佳创
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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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西洲从事手表研究近30年，始终坚持“雷厉风行，一诺九鼎”的企业
作风，以品质、服务、推广三步骤缺一不可的原则，将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

安数码城集团战略规划、投资运营、品牌推广等重头领域，为风靡全国的天

小门面，一直做到全国排名前五的知名表业品牌；引领了行业的发展，并于

安数码城模式奠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多次荣获“新浪乐居十大影响力人

2015年获评“中国钟表工业百年纪念感动行业人物”。

物”“深圳十大操盘手”“深圳新生代创业风云人物”称号。杨毅负责和主
导的的深圳天安云谷是深圳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也是最大的工改工项目。

郑伟鹤：伟大企业的引路人
王富贵：一把斧头闯深圳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伟鹤，南海成长系列基金执

王富贵是湖南省湘阴县人，17岁时，他学起了木匠活，从此走上社会，
开始了新的人生。1986年，王富贵怀揣着100元钱，追随着南下的人流，辗
转数地来到深圳。1995年，王富贵自筹资金创立了深圳市岳鹏达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并以其敏锐的商业触觉、丰富的商场经验，赚取了到深圳后真正意
义上的第一桶金。1999年，香港恒富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注册，标

行合伙人，中国创业投资协会副会长，多次荣获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
人”。他是全国首批证券律师，曾担任13年合伙人律师，60多个公司上市、
再融资项目的法律顾问。拥有21年以上证券专业经验，熟悉境内外资本市
场，与国内主流券商有长期合作关系。拥有15年以上的私募股权投资经验和
投资管理经验。2000年创办同创伟业，成功投资20余家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
公司。

志着王富贵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刘年新：深圳质量的标杆
刘年新是广东梅州人，自小傲骨清逸，禀赋颖异。他兼具企业家和艺术
家的双重身份。在企业家中，他是少有的儒雅之士；在艺术家中，他又是不
可多得的帅才。正是因为这个双重身份，刘年新在他的装饰人生中忙并快乐
着，他的事业与他所钟爱的书法艺术也相得益彰。他带领的洪涛是广东省第
一家装饰行业上市公司，带领并鼓励行业重视资本市场，掀起了行业企业上
市高潮。

叶家豪：用坚持去赢得别人

吴宪：高分子行业的领军人物
吴宪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特种高分子行业领军企业，曾获
“2012 中国经济优秀人物 ” 、“2015-2016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
自2001年创办沃特以来，吴宪一直以超前的创新思维，以“欣赏、理解、宽
容”的文化，始终遵循“诚信、纳贤、创新、超越”的办事方针，引领沃特
成为高分子行业的领头羊。她表示，“人生的过程就是丰富自己的过程，任
何体验都是成就自己的过程，只要我们认为方向是对的，就勇往直前！”

吴海军：神舟崛起

奇信建设集团董事长叶家豪，高级工程师，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建筑装饰

吴海军是江苏南通人，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深圳

优秀企业家、中国建筑装饰三十年功勋人物等荣誉。他创立深圳市奇信建设

市神舟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天下集团董事长。吴海军是一位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集建筑装饰、设计、施工

在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文化创新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做出突

于一体的A股上市公司，位居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排名前七位，被中国

出贡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功企业家。荣获第四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第

企业联合会授予全国建筑装饰行业唯一、广东省首家“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

五届“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奖”、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广东省优秀

地”等称号。荣获鲁班奖、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百强企业、科技创新奖等

民营企业家、2007年度十大IT风云人物、广东省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荣誉。

义事业建设者、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行业领军人物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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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深圳老字号传承与创新发展座谈会
传承与弘扬“深圳老字号”文化，促进“深圳老字号”

2016年9月7-9日，第四届“深圳老字号”复审走访活

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良性互动。8月24日，2016“深圳

动正式启动。由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

老字号”传承与创新发展座谈会在第六届“深圳老字号”获

率队的评审团，走进获评第四届“深圳老字号”企业进行为

评企业——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举行。深商联

期3天的走访考察。

会长庄礼祥，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

深圳老字号复审团首先走进67年历史的深圳“米袋

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和历届“深圳老字号”获评企业代表等

子”粮食集团。深粮集团拥有“深粮多喜”、“多喜米”、

近100位嘉宾出席会议，围绕“深圳老字号”生存与发展面

“谷之香”、“君子兰”、“红荔”等品牌，被深圳市政府

临的共同的问题，探索创新发展新途径、寻求战略规划新布

授予“放心粮油”称号，年粮食购销量130万吨，约占深圳

局、实现品牌推广新突破，共创“深圳老字号”美好明天。

口粮市场份额的33%。

在推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征程中，“深

圣廷苑酒店运用TCS管理体系，以TCS为核心、整

圳老字号”已日益成为展示深圳城市形象、重塑城市精神和

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表示，希望

创新发展城市文化的重要基石。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传

“深圳老字号”企业能够改变观念，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能

承与弘扬“深圳老字号”文化，革新工匠精神，紧跟时代浪

够在传媒如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消费者注重品牌消

味奇生物科技利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研制和生产让

潮，谋篇布局，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以促进“深圳老字

费的时代，老字号企业更要有现代营销意识，宣传自己、推

多种家长满意放心的婴幼儿食品，拥有“味奇”、“清伙

号”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良性互动。座谈会上，由深圳市

销自己，能够在时间的淘洗下永葆“深圳老字号”品牌。

灵”、“每日成长”、“培冠”四大品牌的高科技婴童营养

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福新作“老字号新布
局、谋发展、再出发”的主题分享。

座谈间，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纷纷发

合、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是“深圳市长质量奖”唯一酒店获
得者。

健康食品产业。

言，从各方面讨论“深圳老字号”的发展，提出一些有创

中装建设集团是一家百强企业，司目前在全国装饰行业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表示，“深圳老字号”企业都具有

见、充满理性的思考和研判。大家畅所欲言，观点得到了深

百强企业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九，拥有7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鲜明深圳文化特征，都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都是在

层的碰撞。大家认为，“深圳老字号”贵在一个“老”字，

以及遍布全国的近30家分支机构。

漫长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极品。作为一个是

“老”，是一个品牌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深圳老字

雅乐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品牌最多的一站式高端

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能拥有如此多的优秀老字号品牌，是

号”要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淘洗，激流勇进，不但要在企业

音响体验中心。已连续8届成功举办了以“传播音响音乐文

难能可贵的。也值得所有深圳人，尤其是在座的各位老字号

管理与战略上与时俱进，同时要注重企业品牌文化内涵的积

化、构建和谐社会”为使命，以“音乐，改变生活”为主题

企业代表，引以为傲的。

淀，更要积极走出国门，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的全球顶级音响展——“深圳高级音响展”。
嘉旺今年刚好成立20年，它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用
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与深圳共同见证着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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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深圳老字号”走访

深圳国贸旋转餐厅为中国最早空中食府，被国务院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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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最---全国最高层旋转餐厅”，也是唯一经营中式佳
肴的旋转餐厅。
阳光医院1998年由全国知名的四川籍眼科医生王晓泸

2016年10月26日起，在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深商联

创办，以知名的专家、一流的设备、精湛的医术、优质的服

常务会长邱玫的率领下，第七届“深圳老字号”走访评审活

务闻名深圳，享誉 华南，知名全国。

动正式启动。由深商联、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财经

梵思诺作为中国服装龙头企业之一，是深圳市政府重点扶
持企业。目前，已建成拥有4万多平米的梵思诺创意产业园。
万众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迅速成长为一家拥有服
装、家居、装饰建材和百货等多家专业市场，成为家居行业
内的龙头。
洪涛装饰公司是一个市值250亿的上市公司，中层员工
持股达10%，30年的洪涛成为中国五星酒店装饰的领跑者。
嘉华婚爱珠宝是中国珠宝界历史最为悠久的驰名品牌之
一，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嘉华婚爱珠宝成为中国婚爱
珠宝第一品牌。

生活频道三家主办单位领导，以及市行业协会、主流媒体和
市民代表组成的考察品团，分别走访了参评第七届“深圳老
字号”的企业。
世联行是境内首家登陆A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
至今拥有66家分支机构，服务遍及164个城市、5个国家，
以全国领先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身份，领跑市场。
安盛华是在军人出身的公司创始人许锦池董事长的卓越领
导下，凭借着严谨、诚信、牺牲奉献的军人般魄力，一直走在
中国黄金珠宝产业的最前端，成为当之无愧的产业领跑者。
爱康健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口腔专科连锁之一，目前
拥有深圳首家口腔专科医院和12家口腔门诊，以及上百名的
医生，可以提供全程式预约一体化诊疗服务。
深免集团上缴利税82亿元，为深圳市的建设和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不断完善口岸配套服务、提升口
岸整体形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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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麟全球首创“元首级体验式”服务，以打造成为全球

2016深商风云人物、深圳老字号评选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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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特色、最高品位、最受敬爱的元首级品牌为信念，通过
十多年的精雕细琢，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运作模式。
惠宝隆是一家专业为星级酒店提供各类酒店用品综合配

2016年12月6日，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套服务的大型酒店用品供应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九届

齐全的酒店用品公司之一。

“深商风云人物”、第七届“深圳老字号”评审会在深圳商

海雅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中成为集大型商业地产、
城市综合体开发与经营，等多元化发展于一体的大型现代企
业集团，资产规模同行业名列前茅。

报社隆重召开。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深商联常务会长、深
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深商品牌培

依波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圳而言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他是

育联盟主席李连和，以及市委、市政府老领导，深圳广电集

从南山生长起来的一家企业。始创于1991年，拥有中国品

团、深圳报业领导，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国内知名专家学

牌手表“依波”等多个腕表品牌。

者和市民代表近50人组成的评审专家出席会议，评出了潘政

南联是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的控股企业，是为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提供全方位后勤保障服务的大型
国有企业。

民、兰华升等10位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和深国免、五谷
芳20家第七届“深圳老字号”。
经过与会专家评委严格的评审程序和现场公证，按照
“创新力、质量观、责任感、推动力、影响力”五大标准，
评出了兰华升、潘政民等10位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参
考中华老字号专业委员会的有关标准，遵循“历史、特色、
品牌、影响”四大评选标准，结合深圳新闻网500余万鹏城
市民参与的网络投票情况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五谷芳20家企
业脱颖而出，被评为第七届“深圳老字号”。
出席本次评审会议的专家、媒体记者、相关行业协会负
责人以及市民代表对本次评选结果表示认同，一致认为获评

的“深商风云人物”和“深圳老字号”是深圳商业文明的精
英，为深圳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打造深
圳商业文明精髓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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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走进金蝶集团

第三站：走进腾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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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西雅图市长艾德·默里（ED Murray）带队第一站走进金

5月11日，西雅图考察团一行来到腾讯公司。腾讯成立

务腾讯视频等。2004年6月16日，腾讯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

蝶。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运用前沿科学技术，金蝶以管理信息化产品服务为核

于1998年11月，由马化腾等五位创始人共同创立。是中国最

板公开上市（股票代号00700），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是

心，为超过600万家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云管理产品及服务，是中国软件市

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

马化腾。2015年，腾讯公司实现总收入1028.63亿元，同比

场的领跑者。今天，已有超过2000家合作伙伴选择金蝶作为共创共赢的发展

联网企业之一。腾讯多元化的服务包括：社交和通信服务QQ

增长30%；腾讯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288.06亿元，同比增长

平台。IDC权威数据显示，金蝶连续十二年位居中国中小企业市场占有率第

及微信/WeChat、社交网络平台QQ空间、腾讯游戏旗下QQ

21%。

一。财富中国100强企业，一半选择金蝶。

游戏平台、门户网站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和网络视频服

第二站：走进比亚迪集团

第四站：走进万科集团

5月11日，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比亚迪。比亚迪副总裁刘焕明协同
工作人员进行接待，并发表欢迎辞。双方互动交流，外宾提问，比亚迪副总

5月12日，西雅图考察团走进万科集团。万科1988年进

城市组成的成都区域。万科物业始终以提供一流水准的物业服

裁刘焕明一一回答。比亚迪和西雅图代表互相交换礼物，西雅图代表赠送咖

入房地产行业，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

务、做好建筑打理作为企业立命之本，积极开展市场化，为更

啡，比亚迪回赠比亚迪车模一台。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分别在香港联合交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和物业服务。公司聚焦城

多客户提供优质的居住服务。截至2015年底，公司物业服务

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从事以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电脑零

市圈带的发展战略，截至2015年底，公司进入中国大陆66个

覆盖中国大陆64个大中城市，服务项目近千个，合同管理面积

部件及组装业务为主的IT产业，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

城市，分布在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深区域、以长三角为核心的

2.1亿平方米。

汽车产业，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发展包括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LED

上海区域、以环渤海为核心的北京区域，以及由中西部中心

及电动叉车在内的其他新能源产品。目前，比亚迪现有员工约18万人，总占
面积地近1700 万平方米，在全球建立了22个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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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走进华大基因

第六站：走进大族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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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华大基因分别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签署精准

5月13日，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大族激光。大族激光是世界知

医学合作备忘录，与华盛顿州立大学签署农业基础和应用研

名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重点软件企

究合作备忘录。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是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

业，广东省装备制造业重点企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科技成

中心，致力于通过科学、技术及产业的相互推动开展人类健

果推广示范基地重点推广示范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主

康、农业、环境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作为参与“国际

要科研项目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大族激光是世界主要的激光

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的中国科学团队，华大基因以其高

加工设备生产厂商之一，2014年公司销售收入超过55亿元人民币，位居

质量的测序及基因组分析能力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

世界激光企业前三位，国内激光设备占有率第一位。

上的领先地位。
此次签约开创了华大基因与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多领域的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难题，这与该
校应对健康和可持续资源领域的挑战非常符合。双方合作涵盖
研究和教育，将通过群体遗传学和精准医疗，重点关注新一代
测序在改善居民健康领域的应用。合作内容包括数据收集、储
存、国际分享和组学数据分析。组学是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
组学、代谢组学等影响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生物分子的集合。此
次合作将为医生、专家和学生带来科学和医学发现领域的合作
机会。

第七站：走进大疆创新
5月13日，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大疆创新科技。大疆成

应用提供性能最强、体验最佳的革命性智能飞控产品和解决方

立于2006年，是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

案。2015年12月，推出一款智能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大疆

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通过持

MG-1农业植保机，正式进入农业无人机领域。

续的创新，大疆致力于为无人机工业、行业用户以及专业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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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走进以色列
——抱团出海，开启创新之旅
2016年6月7日，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
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主办，深商联理事会主席、世界

和产业模式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就高新孵化、智能科技、
生物医药和公益环保等领域展开深层合作。

500强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率队的40多名深商企业

深圳与海法作为友好城市，两市政府对此都极为重视，

家，踏上前往“创新之国”以色列的征程，开启为期6天的

并于6月8日举办海法“深圳日”活动。海法市府官员将与

深商以色列创新创投考察之旅。

深商进行深度交流，举行“深圳—海法创新孵化器对话会

此次考察将经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三市，历政企

议”，将两市的国际创新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交流、大学演讲、论坛互动、项目考察四环节，在前沿创新

创新思维的演讲与路演

海法“深圳日”，来自深圳代表团在海法理工大学医
学院以及RAMBAM医疗中心听取专家演讲和项目路演，
中以商会会长Ben Bar先生接待了中国代表团。据他介
绍，中以创新是Ben Bar先生创立的科技交流平台。Ben
Bar先生从中以建交开始就积极投身到促进中以两国在商
业和贸易上面的发展。现在在以色列和中国有众多合作伙
伴。该平台致力于将最先进的以色列技术带给中国政府和
公司。
随后，海法 RAMBAM医疗中心负责人Shimon Resiner
致辞。RAMBAM医疗中心中设有海法理工学院的医学院。

深圳VS海法创新孵化器对话会

做到工程学和医学等学科跨界合作。 RAMBAM医疗中心服
务于超过200万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居民。提供各种专科的服

律师。

务。最近被评为以色列最值得推荐的医疗机构。在服务于居

以色列著名商人、投资者以及跨界创业家Tal Catran作

“深圳日”首个活动为深圳—海法创新孵化器对话会。

合作恰逢其时。在中以双方投资合作中，既要重视科技研发

民之外，该医疗中心也服务于以色列国防军北部总部、联合

“以色列－创新的国度”主题演讲。他在商业发展以及国际

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毕马威企业咨询合伙人Hillel

的合作，也要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以色列科技企业孵

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海军第六舰队。该医疗中心也在创伤救

市场营销方面有广泛的经验。目前在以色列和全球范围之内

Schuster分别在会上致辞。

化器产业是全世界孵化成功率最高的，其孵化器以现金入股

护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管理多个科技加速器。他的座右铭：“我认为社交是一个可

王文银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是一个面

的方式与被孵化企业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中国将借鉴

Ben H a i m 博 士 就 “ 开 拓 创 新 型 思 维 ” 主 题 进 行 演

以学习和掌握的技巧。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去结识尽可能多

积上的小国，却是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强国典范，800万犹太

以色列先进经验，加强对孵化器产业的管理，以推动中国高

讲。Ben Haim博士从2013年起在RAMBAM医院开始工

的人。在世界范围之内不断拓展自己的关系网。”在2012

人在严酷的环境里创造了“以色列奇迹”，以色列的创新人

新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作。担任商业发展部经理。他负责将RAMBAM医疗中心

年Tal创立了自己的公司TC Holdings. 通过这个公司他拥有

才教育经验值得中国吸收借鉴。两国之间优势互补，在创新

期间，深圳的代表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方宏，

员工的科研成果进行发展并且将其知识产权商业化。他同

多个初创型公司的股份也积极管理这些公司。与此同时，

创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科技创新是两国目前相互投资合作

建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一人，以及来自以色列的企业

时也激发医院人员的创新性思维。以及将学院研究和行业

Tal还借助自己公司的位众多的硬件软件初创型公司提供咨

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最重要的领域。一方

家，分别就“如何在以色列做生意？”、“海外投资的需求与策

的需要进行对接。Haim博士拥有分子基因学博士学位。

询，帮助他们进行商业发展、位他们打造适合的商业发展、

面，以色列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硅谷，创新是以色列经济

略以及风险的防范”、“以色列的投资分类以及投资机会”，

拥有多年在海法学习和研究的经验。同时他也是一名专利

市场营销、融资以及管理战略。

的主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色列，深圳拿什么为你对接中国”等议题作主题演讲。最后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与以色列加强创新领域的

由深圳市奔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刘铭宇进行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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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知名校友。
代表团团长、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在希伯来大学作“智
慧的选择，成就智慧的成长”为主题的中国企业智慧成长密
码主旨演讲。他表示，智慧生长首先是人的智慧生长，接下
来是企业的智慧成长，最后是国家的智慧成长。在中国，
有知识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很少；富有的人很多，富贵的
人很少；有才华的人很多，有才能的人很少。作为一家世界
500强企业，正威国际集团一直以来奉行低调隐忍的文化。
只有隐忍的文化才可以让企业智慧生长。所以，在中国我们
每一位做企业家的要懂得隐忍文化，在选择金钱、权利和名
誉的时候，我们企业家赚取的是财富，名誉让教授去赚，权
6月9日，深商代表团走进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这是

力让政府去赚。

犹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学，同时也是犹太民族在其祖先发源地

诺贝尔奖得主Robert Aumman教授就“博弈工程学”

获得文化复兴的象征。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最高学府，被

进行了演讲。罗伯特·约翰·奥曼是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

称为中东的“哈佛”。希伯来大学始创于1918年，落成于

籍）经济学家，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

1925年。希伯来大学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充满活力、集教学

作的理解”与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和研究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大学。

Schelling）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科学

希伯来大学的创建，是犹太民族在祖先发源地获得文化

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以色列科学与社科院

复兴的象征。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希大现已成为一所充满

院士，英国社科院通讯院士，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曾担任

活力、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大学，共培养了8名

以色列数学学会主席，国际博弈论学会首任主席。

6月11日晚，在以色列考察期间，深商联与以中创新中
心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这是深商以色列创新考察之旅取得
的新成果。此次考察经历了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三市，
期间进行了政企交流、大学演讲、论坛互动、项目考察等多项
环节，在前沿创新和产业模式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就高新孵
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和公益环保等领域展开深层合作。
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深商代表团先后参观了JVP
基金以及孵化器、MobileEye和太库等机构，学习考察了这
些机构的创新机制。JVP是以色列知名风险投资集团，目前
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10亿美金。JVP在网络安全市场进
行了几笔成功的投资，包括去年在纳斯达克IPO(首次公开

源头入手，全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孵化落地的各

招股)的CyberArk Software。JVP还投资了安全创业公司

个关键环节，将以色列技术带入中国进行产业化落地。积极

CyActive、CyOptics和XtremIO三个公司。

摸索跨国产业价值链整合的新模式，真正成为“中以创新的

Mobileye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Amnon Shashua教

加速器”。

授和Ziv Aviram于1999年创立。自创立之日起，Mobileye

本次与深商联签署的战略框架协议的中以创新中心，

便将其公司使命定为开发和推广一个视觉系统，以协助驾驶

它是由中以商会会长Ben Bar先生创立的科技交流平台。

员在驾驶过程中保障乘客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在以色列建

Ben Bar从中以建交开始就积极投身到促进中以两国在商

有研发中心，在美国、塞浦路斯、中国、德国和日本设有分

业和贸易上面的发展，现在在以色列和中国有众多合作伙

支机构。

伴。该平台致力于将最先进的以色列技术带给中国政府和

太库以色列中国创新中心从对接以色列先进的技术创新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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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倾听深商的声音
——深商菁英摩洛哥、英国行
11月15日，由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商总会理事会主

中意集团、大中华、小牛投资等深商名企中的青年俊才。他

席王石，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深商菁英会主

们跟随王石主席参加摩洛哥世界气候峰会，借此向世界展示

席马少福率20人深商菁英代表团启程前往摩洛哥参加世界气

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精神风貌及公益意向，同时搭建跨国商业

候峰会，开启为期7天的深商菁英摩洛哥、英国考察之旅。

交流平台，助力深商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深商的声音，拓

本次商务考察以深商菁英会的年轻企业家为主力，包括

展企业家全球视野。

出席摩洛哥气候会议
的施工好，再到现场装备。王石称万
科在这种施工方法上一马当先，万科
功法已经非常成熟。渔网捕鱼是指绿
色供应链，不仅住宅开发商，而且生
产材料的厂商也要保证绿色和生态。
棉被效应是指要让房子保温、节能、
就像使房子盖上一层棉被，这需要推
动政府在容积率等方面给予支持。事实
上，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告
诉世界“我是谁，我有责任”到今年摩

11月17日下午，在结束摩洛哥世界气候峰会之后，深商菁
英飞往伦敦，对英国进行商务考察和海外交流。

敦，办事处遍布全球各地，在六大洲都有建筑创作(包括香港汇
丰总行大厦、大英博物馆改造工程、千禧桥、北京T3航站楼及

洛哥气候大会能告诉世界“我们能做什

Foster+Partners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Foster+Partners福

么，正在做什么”，中国房地产企业家

斯特建筑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建筑和整体式设计事务

福斯特事务所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建筑师事务所。项目包

应对气候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绿色供

所之一。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事务所通过一系列范围极为广泛

括北京T3、大英博物馆大展苑改造、苹果新总部、零碳排放

应链行动。

的工作开创了建筑界的可持续方式，具体内容从城市总体规

城马斯达尔等。从摩天大楼到家居用品，从地球住宅到月球建

2008年，王石就第一次组织中

划、公共基础设施、机场、市政和文化建筑、办公室和工作

筑，这个高科技派的先锋事务所都有涉及。深商企业家走进

11月16-17日，在马拉喀什，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深

国民营企业家拜访联合国环保署，表达了环境保护也是企业家的

场所，到私人住宅和产品设计，无所不包。事务所总部设于伦

Foster，彻底颠覆了大家对建筑和设计的认知。

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气候实现

事，希望让别人知道中国企业家在想什么，做什么。2009年第一

项目总裁Mr Kenneth Berlin等知名人士出席第22届联合国

次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作为中国企业代表宣读了“中国企

深商菁英剑桥行 探访英国纯正剑桥包的起源品牌The

气候大会中国企业家气候夜话，中城联盟CURA、应对气候

业界哥本哈根宣言”。2013年，在华沙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万科

Cambridge Satchel Company，成立于2008年，由茱莉·迪

变化企业家联盟C-TEAM、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深商联

承办第三届“中国角”。至今，万科仍然是气候大会的承办方。

恩(Julie Deane)和她的母亲弗里达·托马斯(Freda Thomas)

伦敦瑞士再保险大厦等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在剑桥共同创立。起步时仅凭借600磅，现在这个品牌已经成

SGCC、美国气候现实项目CR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

除了万科，世联行、前海置富、中意集团、大中华等代表也

国际上著名的NGO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深商联是参与人数

纷纷带头引领环保及绿色供应链产业。大家认为发展经济的确是

最多的NGO组织。

头等大事，但保护环境却是重中之重，对于绿色环保，不仅仅是

以经典造型结合创新设计，剑桥包始终坚持英国传统手工制

在会上，王石作“从巴黎到马拉喀什”的主题演讲。王石用

宣言，而是根植于企业的行动力！中国有很多优秀企业家，有很

作，每一件产品都选用优质牛皮，同时开启了与国际知名大牌的

三个比喻总结中国企业家们为绿色环保在做的事情。第一个是乐

多优秀的企业，面对全球变暖应该有所作为，需要有实际行动来

跨界合作，包括Comme des Garcons和Vivienne Westwood。

高玩具，第二个是渔网捕鱼，第三个是棉被效应。乐高玩具是指

证明。会上，王石呼吁中国企业家联手起来，做绿色供应链，应

今天The Cambridge Satchel Company剑桥包已经在全球100个

工业发达国家的装备式建筑，类似乐高玩具，一个模块一个模块

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国家开设190个零售点，5家专卖店和在线官方网店。

为风靡全球的时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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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院士。与2008年创立Cambridge Satchel Company品牌，
成功将一个剑桥本地成长的品牌带入全球市场。她多次获得英国
首相卡梅伦的接见，表彰她对英国本地品牌和文化的推广，并于
2013年底跟随卡梅伦访华开展贸易交流谈判。Julie受阿里巴巴的
邀请，在2015年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中进行讲演。Julie现在还担
任大英图书馆创新商业中心的企业家导师和剑桥大学商学院顾问
委员会委员。
走进ARM ARM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IP）提供
商，全世界超过95%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ARM架构。
ARM设计了大量高性价比、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
软件。深商此次访问学习，收获颇丰，尤其是电子和智能家居行
业，大家互动踊跃，脑洞大开！
接待我们是ARM的Stephen Pattison, 现任ARM公司公
共关系主管，剑桥大学本科，牛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院士。
曾担任英联邦国家办公室国际事务主管，Dyson国际业务部主
管，英国国际商务部CEO。
走进剑桥大学赛艇聚乐部 剑桥大学赛艇聚乐部成立于1828
年，至今已有187年的历史，运动员都是来自剑桥各个院系的学
生，运动精神已经成为剑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深商访团
在剑桥大学的体验，凸显了企业家精神与运动员精神的完美契

拜访怡和集团主席亨利爵士及其庄园 初冬，深商代表团拜
访怡和集团主席及其庄园。亨利爵士是怡和家族第四代传人。他
出生在二战前的上海，耄耋之年，精神矍铄，爱好园艺，尤其爱
收藏中国云南植物。夫人爱中国艺术，家里挂了不少现代画。庄
园里有贝聿铭设计的茶室，参着禅意。爵士当年接手企业时因战
争原因，家族财富被清零，只好白手起家，终于做到五百强。他
说自己现在每天都工作，还透露家族企业百年传承的奥秘，就是
让后代白手起家，一切归零再出发

走进英国华为 华为，致力于在英国的长期发展。根据牛
津经济研究院调研：华为正在按照计划履行13亿英镑的投资

合，打拼靠意志也靠体质，深商组建了自己的赛艇队，相信“同

承诺；2012-14年，为英国GDP贡献9.56亿英镑；在英国创造

舟共济”必能成为深商精神之核心所在之一。

7400个就业岗位……深商企业家走进英国华为，让国人骄傲的
民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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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智专利项目深圳路演

中德合作，共塑创新。7月5日，深商总会、深商联携

制。在实际投资环境报告评选，德国位于前20。德国BRP

手与副会长单位、“深圳老字号”企业纬博出国德国中心共

投资公司执行总裁马丁·奥丽曼先生作《德国投资与并购介

同举办“德国经贸投资合作及产业并购机遇”论坛。活动旨

绍》、《德国投资法规、商业规则与文化冲突》分享，他谈

在促进中德双边经贸合作，帮助深商企业及时把握德国经贸

到了中国企业赴德国投资在法律法规、商业规则、中德文化

投资及产业并购机遇，关注创新战略对接，与来深访问的德

冲突等方面注意事项。同时认为，中国人往往倾向通过长期

国企业和企业商帮实现零距离对接与洽谈。

了解来选择合作伙伴--德国人更重视商业契约的合同效力。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大国，德国则是世界公认的智造
强国，尤其德国百年制造企业多如繁星、源远流长。中德建交
40多年来，双边合作已进入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两国政府已
为“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对接搭建了平台。

深商西雅图之行最有前瞻性成果，技术领先、专利护

据了解，高智IDF基金运营状况良好，有借鉴意义并

航将会是下一轮企业兼并、占领市场最重要的手段。8月4

有收购价值；派富在途项目6个，3个美国引进、2个中美合

日，由派富中国、深圳知识产权局主办的在专利运营投资

资，1个中国项目。前景都极其乐观，回报预期很好。一来

项目推介会深商联秘书处大厅举行。高智公司（IV）全球

是向股东汇报进展；二则也介绍一下项目。介绍的项目主

技术总监Patrick、派富创始人严圣、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要涉及医药， 医疗，物联网，视频系统，环保和大健康行

委员会知识产权处处长陈民钢，以及来自近40位深商企业

业，其中部分有投资机会，3年预期年回报率IRR在 50-

家出席。

100% ， 退出时间在 3-4年。

活动中进行专利运营宣讲会暨项目路演。首先由高智公

高智发明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专利经营及投资公司，创

司（IV）全球技术总监Patrick 对高智IDF基金进行介绍，详

办人分别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架构师。高智的总部设

细解读IDF运营状况和投资价值。派富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美国西雅图，分别以三只基金形成运作-ISF，IF和IDF，

了派富专利投资运营模式，分享了派富商业模式与案例。派

总投资额度是70亿美金，主要投资在IT、材料、能源和医疗

富创始人严圣主要关于IDF和派富专利投资运营模式和大家

器械等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发明和专利，目前在有效专利的数

头脑风暴，对派富的案例进行研讨分享。

量和质量方面在全球名列前茅。

在中国，非直接的或个人关系网可以开路。在德国，行政流
程和法律法规是非常严格的“守门人”等等。
另外，德国BRP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卡罗·沃尔夫先
生、德国BRP投资公司执行总裁马丁·奥丽曼先生在会上作

德国企业联合会主席卡尔·海茵茨海森泰勒，德国

《德国投资与并购项目对接》，就德国精密机械制造、生物

BRP投资公司执行总裁马丁·伍理曼，德国BRP投资公司

科技制药、医疗设备、节能环保、工业4.0应用程序类公司

董事总经理卡罗·沃尔夫，中国德国商会华南大西南地区经

投资及产业作并购推介说明。

理梅兰妮，深商联秘书长石庆，深商联副会长、纬博出国董

现场中德双方企业家进行了互动交流。深商企业家纷纷

事长熊安娜，以及大族激光、大生农业等会员企业代表近50

向四位德国嘉宾提问，就现代农业、食品加工、环保材料及

人参加论坛。

医疗健康等方面深入探讨，并就“中国制造2025”与“德

深商企业家为什么要投资德国？会上，德国企业联合

国工业4.0”如何对接展开交流。德国专家表示，工业4.0 不

会主席卡尔·海茵茨海森泰勒作题为介绍德国商贸环境。他

仅只是一种技术， 而是一种理念。56%的德国企业 在推进

说，德国是欧洲生态强国，欧盟最大经济体, 世界排名第四

工业4.0科技后，都取得了良好的，甚至实质性进展。公司

位。政治稳定,拥有开放市场，透明的法律制度与世界最低

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软件和他们的数字技能，变化

的腐败率。德国高度的创新，有全球顶级额注册及专利机

更趋向指数而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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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贸易投资交流会

深商企业家考察越南海防合作区
12月7日，深商联秘书处携手常务副会长深投控组团10名

8月20日，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瑞得福出国联合举办

深商企业家赴越南海防合作区考察，并参加深越合作区项目动

的“美国众议院前国会双议员见面会暨美国经济贸易投资交

工暨意向入驻企业签约仪式。深圳市领导、海防市领导、中国

流会”在深圳大中华喜来登酒店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瑞得福

驻越南大使馆领导以及200名中越相关企业家出席盛典。

出国荣幸邀请到美国众议院前国会议员Bobby Schilling和

越南海防合作区是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需

Aaron Shock亲临现场，与关注移民投资的客户一同探讨分

要，在越南海防市超前部署搭建的我市“走出去”重要发展平

享美国当下的的经济移民形势。

台。市政府抓住制约深越合作区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引入具

来自深 商 企 业家30多人，与两位美国议员就以下问

有丰富园区开发经验的市属超大型国企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题进行交流：在经历漫长的经济危机后，美国国内投资环

司，加大资金、技术、人员投入，以国际一流的高标准将深越

境有怎样的洗牌与革新？英国脱欧，人民币贬值，美元升

合作区规划打造成我市推进“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值，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是怎样的低谷和机遇？总统换届
大选，将对中国人在美国的投资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全球化经济时代，如何正确在美国选择投资项目？会上，
嘉宾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思想碰撞出火花，大家希望投
资得到最大的回报。

深商哈佛案例库编撰计划
深商赴意大利法国考察
5月中旬，由深商联领导、深商会董中意集团董事长赵心
竹带队，20余名深商企业家前往意大利、法国学习考察，深入
当地优秀设计机构、商超和服务企业一线，与企业优秀设计师

2016年6月，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卡纳教授来深考察，深商

为了向世界充分展示深商在实施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发展

联推荐了9家深商企业进入哈佛案例库案例釆集，前后2天考察

方面取得的成就，深商联携手哈佛商学院亚太区研究中心，继

了优必选和比亚迪公司，UBTECH作为新兴市场创新案例，

续推进深商哈佛商学院案例编撰计划。

BYD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典范将写入哈佛商学院教材。

“哈佛商学院案例编撰——深圳试点计划”是通过深商
会、深商联协调、联络，筛选和推荐深
圳一批高成长企业，接受哈佛商学院教

和管理团队负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洽谈。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学习欧洲一流商贸服务企业和先进的

授实地访谈，并完成资料搜集以后撰写

设计创新理念、管理模式，推动深商与意大利、法国商界的合

成为教学案例，以供哈佛商学院MBA及

作交流。

其他课程使用。本计划是哈佛商学院首

参加考察的企业家受到了欧洲最新设计理念的熏陶，聆听

次在中国举行大型案例编撰活动，共同

欧洲设计大师解读世界流行趋势，锤炼思维， 锻造悟性，为提
升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设计与管理能力，树造企业品
牌价值。

创建管理新标杆，让世界认识深商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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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季圣智、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赵勇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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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深商的创新平台

深圳市国富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珏、深圳市厚德群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洪杰、小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
伙人林冰心、深圳市轩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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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菁英会

肖建海、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总裁刘孛、深圳远鹏
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冯照杰、深圳朗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杜磊、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熊希、深圳
▲杜 磊

海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凃尔鹏。他们来自不同的行
业，他们都是每个行业的精英。
马少福表示，团结年轻深商、集聚年轻深商，把菁英
会打造成为交流学习、资源共享、共同实践和互利共赢平
台。尤其是，在当前全面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我们知识更

▲刘 孛

新的速度、理念变革的频率都极大加快，合理引导、培养
和促成年轻的深商迅速成长和健康发展，形成年龄的合理
梯队，为深商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我们深商菁英会
▲黄大卫
马少福

▲方洪杰

企业家们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在年轻深商企业家的积极参
与下，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深商菁英会一定会在深
商群体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2017年深商菁英会将组织举办多场联谊活动，他们

深商作为一支商帮，是中国最有影响力、最鲜活、也
是最年轻的一支力量。年轻、创新、务实和活力是深商最

▲林冰心

将在一起学习交流、畅想未来，团结起来，把菁英会打造

▲冯照杰

显著的特质。对于新技术、新市场乃至于新理念，深商始

成共赢平台，促成年轻的深商迅速成长，为深商可持续发

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灵敏的嗅觉，并敢于实践。

展作出贡献。

2 0 1 6 年9月13日，深商菁英会在五洲宾馆举行授牌

▲季圣智
▲王 珏

仪式，深商联理事会主席王石为深商菁英会授牌。同年11

肖建海

月15-21日，由菁英会成员组成的深商摩洛哥、英国行在
王石主席的率领下，参加摩洛哥全球气候峰会，到英国体
验西方文化、赛艇运动等，借此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企业
家的精神风貌及公益意，同时搭建跨国商业交流平台，助

▲熊 希

力深商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深商的声音，拓展企业家全
球视野。
全面进 入信息经济时代之后，知识更新的速度、理念
▲涂尔鹏

变革的频率都极大加快，并成为制胜的关键。一大批年轻、
思想新锐的深商把握住了机遇，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如何
合理引导、培养和促成年轻的深商迅速成长和健康发展，在
关注产业分布的均衡性同时，形成年龄的合理梯队，为可持
续发展奠定基础，这也是我们始终致力的工作。

▲王晓梅

“深商菁英会”由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少福出任主席。14位执委是深圳市田禾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晓梅、大中华国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局副主席黄大卫、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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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生命健康产业联盟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公众生命健康意识

前沿的科研成果应用于医学

2016年12月19日晚，在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

不断增强，生命健康产业市场需求迅猛增长，生命健康产业

健康、农业育种等领域，

2017深商迎春颁奖典礼期间，深商东盟产业联盟举行授

正在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深圳生命健康产业

走过了漫长又曲折的道

牌仪式，深越联合投资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小涛、深圳市盛

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深圳市

路。华大作为深圳科技

通城誉医疗供应链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孟挺韬、深

生命健康产业规模超5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但深圳生命

创新的一个代表性机

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武、上海博

健康产业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产业规模仍然较小，健康需

构，在科研布局、科研

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康、深圳友信崧峰事业有

求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加速转变，生命健康产业具

方向的判断上，从过去中

限公司许浩龙总裁、深圳市航威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鲍伟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式的追赶到部分的引领，

接受授牌。

2016年8月3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深商生命健康

更加需要政府给处于前沿的机构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盟已经成为具有广阔潜力

联盟在华大基因总部正式落地。同时，由联盟发起的“一百个

放自主权。特别是在颠覆性的创新、突破性的技术和一些根

的新兴市场之一。东盟汇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人活到一百岁以上的生命健康基因计划”，简称“双百”计划

本性的科学技术上。

加坡、泰国、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10个国

也正是启动，标志着深商生命联盟2016年工作拉开序幕。

“双百”计划目标是一百人活动一百岁，这个由汪建董

▲鲍 伟

▲黄俊武

家，人口达6.2亿，市场需求和投资潜力巨大。加强深商

深商生命健康联盟主席由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担任。汪

事长作出方案，第一步先进行基因检测，第二步是进行细胞

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深商国际化重要组成部分。

建表示，一定是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意义，是一切社会发展

冷冻或者干冻，由汪建具体制定一个标准。“双百”计划凝

深商东盟产业联盟，旨在立足东盟国家产业布局和需

不竭的动力，还有比以人为本更重要的。作为国际化基因组

聚100人活到100岁是联盟首期目标，华大基因为联盟成员

求，依托联盟成员资源优势，抱团拓展东盟市场。联盟成

研发中心，华大基因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到独立测

量身订制基因测序及细胞存储计划，深商会员新福利包，开

员由具有国际化视野、有志于开拓东盟市场的企、事业单

序完成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发起百万基因组测序项目，将

启深商延深服务新模式！与此同时，联盟将发起成立“深商

位及相关机构自愿组成。联盟秘书处设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生命健康基金”，这个完

秘书处。联盟成立后，将响应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国与东

全由深商企业家个人自愿

盟各国产业合作发展的指示，利用政府资源，搭建国际合

参加，核心成员要对这个

作大平台，增强中国和东盟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作。近期

方案进行一些审核。

将以医疗器械产业为切入点，通过发布东盟市场分析报告

▲沈国康

▲孟挺韬

201 7 年 ， 深 商 生 命
健康联盟将计划开展陈小
旺大师太极体验日、深商

▲张小涛

名企健康徒步活动、深商
名企健康徒步活动、深商
▲许浩龙

名企健康徒步活动、深商
走进生命科学体验馆、会
长喊你回家、深圳马拉松

和资源信息，组织对口考察交流，搭建商务合作平台，实

比赛等活动，让联盟成员

现深商跨越式发展。

参与到健康的活动中来。

2017年，深商东盟产业联盟将组织开展深商东盟产
业联盟座谈会、第三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会长喊你回
家灯活动，为联盟成员提供交流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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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赛艇会：展现深商国际范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受国内外经

场提供良好平台，同时提升深圳高端制造产业向生产、批

济形势影响，高端制造业市场需求走低，竞争日趋激烈，

发、品牌销售的综合型发展过渡，提高高端制造企业的自

2015年6月18日，在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期间，由

生产经营形势较为严峻。中国高端制造业面临着诸多问题

主设计、品牌经营意识，并促进深圳初步形成具有世界性

深商会、亚洲赛艇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城市快划-深商低碳

与挑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解决企

规模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和市场链条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

嘉年华活动在华侨城欢乐海岸举行，深商赛艇会也同期成

业发展难题，2016年，深商总会、深商联与副会长单位

良机，促使国内各高端制造产业区域的创新力得到快速提

立。

亿和精密控股联手，联合深商众多制造企业，成立深商高

升，共同从容应对愈加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趋势。

端制造联盟，由亿和精密控股总裁张耀华担任联盟主席。

深商赛艇会由深商会理事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
席王石担任名誉主席，中小联盟主席、金蝶集团董事长徐

联盟成立后，以“建桥梁、配资源、办实事”为主要工

少春担任导师，深商会董、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担任主

作思路，引领全市的高端制造业坚持不懈的走“高科技、高附

席，招募队员60人，分4个深商队：由钟华担任队长的深

加值、高品位、有品牌”的“三高一有”道路，认真打造“两

商1号队、王岚担任队长的深商2号队、刘丹宁担任队长的

个一”工程，切实帮助高端制造相关企业成功转型升级。
深商高端制造联盟将为深圳高端制造企业及国内高端

深商3号队、罗秋福担任队长的深商4号队。陈劲松主席为

制造业搭建国际性的商务交流、贸易及资讯平台，为中国

深商赛艇会赞助20台测功仪和一艘赛艇。

高端制造产业整合集群优势效应，“走出去”拓展国际市

成立仪式之后，深商赛艇队与北大赛艇队，Deep
Dive赛艇队、万科赛艇队、丰合赛艇队等一逐高下，在深
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水上赛道用健康和激情翻桨，激起活力
四射浪花。

深商法律服务产业联盟

2016年2月27日，首届“大师杯”中国赛艇南北对
抗赛在香港沙田举行，深商赛艇队参加4双无舵手(M4X)
赛，以1000米4分27秒成绩勇夺初赛第4名。
这是中国赛艇历史上首个在中国赛艇协会指导下，由
民间赛艇俱乐部发起组织的对抗赛，华赛艇俱乐部和金蝶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深商联会员企业数量多、覆盖

专业服务迫在眉睫，为解企业之困境、帮企业之所需、诉

明珠赛艇俱乐部为南方发起代表，起航赛艇俱乐部和行知

面广，涉及范围到各个行业领域，他们都有共同急切的需

企业之心声，为企业发展壮大，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起到积

探索俱乐部为北方发起代表。

求，就是如何加强企业的法律保障，加快企业前进的步

极有力的推进作用。

伐，以此来适应当今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提供企业法律

本次比赛邀请南北赛区内大师级俱乐部，共计14支

2016年深商法律服务联盟正式成立，由深圳锦天城

队伍参与对抗，分项目分年龄组进行比赛，通过积分制确

（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方宏担任联盟主席，联同商会

定最终冠军。

会员企业中的法律专业服务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保障会员合法权益，引导会员企业守法经营。

大赛旨在搭建中国民间赛艇交流的平台，架起中国民
间赛艇和世界赛艇运动的桥梁，同时倡导精英文化和企业

2016年 ， 联 盟 举 办 7 期 法 律 税 务 讲 座 ， 为 促 进 企 业

家社会责任，在推广赛艇运动的同时，传播环保理念，倡

健康发展、为会员企业答疑解惑，为会员企业投资生产

导低碳生活，传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意识。
赛艇运动是一项体现了体育精神和团队凝聚力的团体

魅力的都市，将充分展现了深商的体育精神和团队的凝聚

保驾护航，吸引了400余家企业报名参加，受惠企业近

力，为深商走向世界、拥抱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0人次。

运动，它是一个西方精英人士经常进行的体育项目，体现

2017年，深商赛艇会将继续组织参加慈善公益大师

2017年，深商法律联盟继续举办多场法律大讲堂，充

了一个组织，或者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团队协作和强大的凝

赛，持续在中国推广这个运动，让更多人参加到这个运动

分发挥联盟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打造深商一流法律服

聚力。深商赛艇会的成立，将西方的文化精髓带给这座有

中来。

务平台，保障会员合法权益，引导会员企业守法经营。

170
171

创新服务
培育深商

深商文化产业联盟

深商低碳环保产业联盟

年
2016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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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深圳市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把
文化产业确定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深圳文化产业一直保

政策配套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体系逐步建
立等特点。

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低碳经济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

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并呈现出发展模式特色鲜明、引领

为创新会员服务模 式 、 力 促 文 化 企 业 “ 走 出 去 ” ，

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

产业升级作用明显、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体制机制和

推进了深圳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2016

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

年，深商文化产业联盟成立，由雅昌集团万捷担任主

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

席，联合文化行业企业、大专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为

争制高点的关键。

文化产业与金融服务领域的共同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耗大国，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

2017年，除了开展相关方面的业务培训、理论探

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

讨，发挥平台作用之外，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产业与金融服

的调整以及技术的革新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

领衔，联同各行各业的深商企业、研究机构、媒体人员成

务领域的对接。联盟将组织开展深商史记录播、深商夜话

重点问题。因此，企业如果期望在此次转型契机中获得先

立深商低碳环保联盟。其宗旨是倡导低碳生活，打造低碳

以及联盟 联 谊 活 动 ， 帮 助 企 业 收 集 、 整 理 、 分 析 与 金

机，就必须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并

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共建低碳深商。

融、文化领域密切相关的资料信息，为文化产业与金

将低碳经济纳入战略规划。

融领域的对接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创造更为有利的
条件。

深商专利运营产业联盟

2017年，深商低碳环保联盟将开展深圳女子马拉松

为推动深商低碳产业集合发展，促进深商低碳技术和
产品的产业化，由TCL集团总裁及华星光电董事长薄连明

赛、深商名企健康徒步灯活动，持续打造深商政、产、
学、研、资多赢的绿色低碳品牌产业平台。

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正在进行战略布局占据科

为抓住深商物联网崛起良机，尽早进行产业布局，

推广、应用、合作的深商企业家、于2016年成立深商物

技应用的制高点；深商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也有责任

完善产业配套，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深商企业家大力支持

引领深商企业强化专利运营的理念与实践。2015年4月，

下，由深圳物联网协会会长、感知集团董事长刘海涛担任

联盟的工作包括建立联盟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互

深商联组织70多名企业家赴美国西雅图举办“深圳日”活

主席，集合致力于物联网产业链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环境和机制；突破互联网的连通关键

业网行业联盟。

动，走进美国一流专利运营公司美国高智公司进行了学习

技术和研讨创新商务模式；积极从事物联网领域的研究开

考察，深受触动，形成了引进高智模式进行专利布局、利

发和产业化；共同制定完善物联网的行业标准；开展与国

用资本市场开展专利运营的共识。

内外相关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参与、评议物联网行业示范

为顺应企业需求，全方位布局专利运营和技术推广，

工程和试点单位；发挥行业渠道优势，向政府反映成员的

由光启集团董事长刘若鹏担任主席，集合一批高科技高成

意愿和要求，提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为政府制

长企业，成立深商专利运营联盟。其宗旨是加强创新，鼓

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励创造，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以建立专利池和专利交易

2017年，将开展深商物联网行业联盟中小企业领袖

为目标，远期以建设全方位专利运营平台为目标，通过资

2017年，深商专利运营联盟积极组织会长喊你回

凝心聚力营、中小企业政策解读、结盟大会等活动，为联

本助推，迅速占领科技应用制高点，引领深圳企业参与国

家、新会员座谈会等活动，为加强联盟成员的专利保护意

盟成员提供一个交流、合作、创新的开放平台，促进市内

际高端产业竞争。

识提供交流平台。

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化，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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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婚庆产业联盟

深商音乐厅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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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深圳经济和常住人口的急剧增长，尤其是深圳

行业如摄影摄像器材、餐饮旅游、美容美发、珠宝首饰、

2016年10月22日，在100余位深商企业家的见证

解的模式举行活动。4、国乐精粹：以现场演奏＋讲解的模

青年务工人数的快速增长，深圳每年有数10万对新人喜结

家居用品，甚至装饰材料、汽车、楼盘、银行贷款、保险

下，深商音乐厅正式宣告成立。深圳市雅乐荟投资发展有

式举行活动。5、乐满 CBD：以现场演奏＋讲解的模式举

连理。由此产生的市场新人巨大的消费额不但催生了婚纱

理财等也相继进军这一领域。

限公司黄育生董事长出任深商音乐厅主席。深商音乐厅成立

行活动。为深商奉献精致生动的交响乐 音乐盛宴。

影楼，婚宴及婚宴用品，婚庆服饰等相关行业，许多配套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婚庆行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后，将每年举办春夏秋冬4场音乐活动。深商音乐厅旨在让

促进全市婚庆市场整体布局更加合理，业态更加丰富，应

深商企业家及家人从繁忙的工作中和紧张的生活走出来，用

众多婚庆企业要求，2015年，深商婚庆产业联盟正式成

心聆听、用爱感受，徜徉在音乐的海洋，感受音乐文化的艺

立，由深圳市天长地久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春

术魅力；同时促进深商企业家的交流合作，加深情谊。

慧担任主席，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婚庆行业发展规律和动

2017年，深商音乐厅将举办榕树下迎春音乐会、浓夏

态，开展婚礼、婚俗、婚姻文化宣传、知识普及等宣传工

音乐旅行活动、秋季戏曲赏析、暖冬交响乐赏析四场立牌

作，倡导文明、健康、时尚的婚礼模式，承办政府及有关

活动，除此外还将举行：1、雅乐学堂：以现场演练＋讲解

部门委托的事务。

的模式举行活动。2、音乐面对面：以现场演示演奏＋分享

2017年，深商婚庆产业联盟将开展春夏秋冬多场联

讲解的模式举行活动。3、古典音乐赏析：以作品鉴赏＋讲

谊酒会，为深圳婚庆企业展示品牌形象、推广产品服务的
最佳平台，为全市结婚消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深商快跑俱乐部
深商名媛汇
伴随着深商联的成长壮大，女性会员也迅速发展，她
们在创新进取、事业获得丰收的同时，而且注重个人品味
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成为深商一支魅力与风采兼具的名媛
劲旅。为建立开展适合深商联女性会员活动的长效机制，

热爱生命、热爱运动是深商的新形象，继深商高尔

亮、华大董 事 长 汪 建 、 华 为 总 裁 郭 平 。 深 商 快 跑 俱 乐 部

夫、深商赛艇等组成后，深商快跑俱乐部于2016年12月

将定期举办各项跑步活动，以跑步为契机，打造深商圈

19日授牌成立。

健康、快乐、积极、阳光的文化，吸引更多热爱运动、

深商快跑俱乐部以“深商快跑，中国快跑；深商快

热爱跑步的同仁加入跑团。在12月18日的深圳国际马

跑，快乐奔跑”为口号，由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担任俱

拉松比赛上，深商跑团已率先成功亮相，并取得好成

乐部团长，名誉主席团也堪称巨星阵容：包括万科总裁郁

绩。

联合会员企业家发起成立深商名媛汇，由丽琪服装董事
长任馨出任主席，通过组织艺术沙龙、文化之旅、养生保
健、美容化妆与形象设计、高端礼仪等活动，让深商名媛
汇成为鹏城一张美丽的名片。
2015年10月10日，深商名媛汇正式成立，并以深商
“铿锵玫瑰”时尚模特队走秀首次亮相，这是深商名媛汇
自编自演的一个集美与智慧于一体的节目。
2017年，深商名媛汇将在三八节举行一系列健康沙
龙活动，并举办春季和秋季名媛汇联谊会，以促进女性企
业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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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儿童节：再回首我们的童真年代

年
2016
报

Annual Report of 2016

童年，我们心中永远最美好的珍藏。一些物品，或是一首

看哪方记得的儿歌更多，哪方唱得更好。各组纷纷选派“大孩

老歌、一张照片，或是一个游戏……总是能勾起我们对儿时最

童”上台演唱，一时间儿歌大放送，你方唱罢我登场，欢歌笑

美好的回忆。

语，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除了儿歌，还进行了童年记忆大比

2016年5月20日，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博时基金管理

拼，屏幕上播放小学语文课本的插图，让各组同学抢答，小蝌

有限公司以“深商儿童节：会长带您去葵园”为主题，在广州

蚪找妈妈、乌鸦喝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深藏在记

百万葵园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博时基金投资分享会。在这美丽

忆中的故事，犹如再现一般，勾起了大学无穷的回忆。

的季节里、在这鲜花盛开的葵园中，一起纪念我们那逝去的、
永不磨灭的美好童年。

活动期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博时基金投资分享会，由博
时基金经理刘思甸为大家分享“2016年下半年市场策略”。

大家穿上了久违的学生装和亮丽的学生套裙，背着小书包，
戴上了红领巾和大队长、中队长的袖标。现场回荡着耳熟能详的
校园歌曲，仿佛回到了昔日的校园一般，充满温馨和浪漫。
令深商家人最感兴趣的还是童年的游戏，跳绳、踢毽子、弹
玻璃、打陀螺、滚铁环、军旗等等，依稀中，那些远离我们童年
游戏又回来了。游戏中，大家找回了远去的童真、童味、童趣，
营销来支撑，但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团队跟不上去，招了人
养不住，管不好，那怎么办？这就需要一个组织，还有一个制
度，这就是“六驱”，然后把这“六驱”连起线来，这就成了
一个理论系统。犹如一部车，战略是导航系统，文化是动力系
统，后面动力、前面导航，营销和产品是前驱系统，制度和组
织是后驱系统。系统、战略、导航、驱动，四个系统构成了一
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发展快，死得快，不发展还活着？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四驱都是50公里的速度前进，虽然发展很

有一种昔日重来昨日重现的梦幻感，唤起人们集体回忆。
在故事互动环节中，深商家人分享了各自的童年故事，
讲述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难以忘怀的童年故事。今天的深
商，早已告别给予他们童年的故乡，来到深圳改革开放的大前
方，他们在商场上建功立业，成就了童年未曾有过的梦想。时
光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过往和回忆，更多的是行走的路上的无
限风光和巨大收获。
听完故事，大家以车为单位分成三组进行儿歌大比拼，看

慢，但不会翻车；而如果有两个系统是50公里的速度前进，
另外两个变成250公里的速度前进，会出现什么问题？要么翻
车，要么走弯路，要么原地打转。所以企业发展不一定都是要
高速，有些速度降下来，有些人的作用降下来，对企业反倒有
好处。所以我们会看到，企业发展失败的原因在于失衡，而不
是在快，也不在慢，而在于失衡，这就是六驱系统。
感谢十年与深商系一起走过的会员企业，让会员享受到最
优质的服务是我们不懈的使命！深商联成立十年以来，得到了
会员企业的支持与厚爱。感恩深商，深商联不忘回馈会员。深
商联坚定地走为企业、为企业家服务之路，努力把深商联建设
成为温馨和谐、合作共赢的“深商之家”。 未来十年，深商联
将以物联网思维为指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未来产业为引
领，实现深商、深商联与前沿产业项目成功对接，为“深商”
和深圳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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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
尹蔚民出席论坛，并为获得中国深圳海
外创新人才大赛获奖者颁奖

合作共享 创新创业
第1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全球才智论坛在深圳举行

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促进创新。2016年4

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

月16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

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

智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5号馆隆重举行。全球才智论

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坛由国家外国专家局、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

论坛邀请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许戈辉、著

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

名领导力专家杨思卓担纲主持，马蔚华、汪建、向松

服务联盟联合执行承办。来自中、美、英、德、法、

祚、温元凯、爱德华·荣格、伊夫·戴高乐等等企业

韩等国的政要，知名企业家、学者逾2000人汇集深

家、专家学者出席盛会。本届论坛，80后新贵——

圳，群英论剑，智慧碰撞。

阿尔法机器人创始者邓鹏、乐行平衡车CEO周伟、

Annual Report of

2016

论坛主题为“合作共享 创新创业”，围绕我国引

投哪网CEO吴显勇等嘉宾，就智慧、财富、事业展

才引智发展战略，全面论述人才核心内涵和社会价值，

开对话，现场分享他们追求梦想道路上的创新理念与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

思路。

张建国：创新之要，所在用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会上致辞。他
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是人才项目智力管理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的智力盛会。多
年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以融全球智力，促共同发展为主题，把握高端需求，已
经发展为人才的桥梁，已经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推动全球人才智力交流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届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引进外国人才
的系列讲话和批示精神，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创新交流机制，拓展交流
领域，丰富交流内涵推出了全国才智论坛，海外创新大赛等形式多样的平台。相信对
市场需求，加紧密切结合，提升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水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创新之要，所在用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三次与外国专家亲切座谈为新常态下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去年提出了创新

张建国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确立了聚天下英才的战略思想。“十三五”中国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

府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将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
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当今的中国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
史上更加可求人才，让我们凝聚合作共识，分享合作经验，提升合作水平为开创人类
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欢迎更多的外国人才，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的建设发展，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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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勤：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位置

中国“智”造的创新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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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说到中国制造，就有人
会想起李克强总理的圆珠笔之问：中国钢铁产量严重过剩，
却没有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
前仍然需要进口。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由“制造大国”到
“制造强国”，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中高速增长亟待
解决的问题。《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应运而生。
▲吴思康

“中国制造”有很多让人骄傲的东西。中国高铁被誉为
中国“智”造的名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而作为创新城市
的代表，深圳被誉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全球制造业重镇”，
其拥有华为、中兴等制造企业。以华为为例子，2015年营
收3900亿元人民币，稳坐全球通讯行业第一把交椅。深圳
还拥有中集、华星光电、比亚迪，大疆、优必选等创新型企

▲汉斯·威尔海尔姆·雷纳斯

业，大疆自主研发制造的小型无人机，销量占全球一半，代
表“中国制造”引领全球小型无人机的产业方向。深圳作为
整个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中国模式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具
▲巴里·马歇尔

备比较大的优势。
论坛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深圳政府政
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市长汉斯·威尔

▲邓 鹏

许 勤

海尔姆·雷纳斯；诺贝尔奖得主巴里·马歇尔；深圳华大基因
研究院院长、首席科学家徐讯；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执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

行董事邓鹏，围绕中国“智”造与创新创业展开对话，分享
“智”慧。

许勤在致辞 中 说 道 ， 人 才 是 第 一 资 源 ， 也 是 新 常 态

▲徐 讯

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作为一座创新、创业之
城和开放、包容、多元、年轻的移民城市，深圳经济特区
始终坚持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大力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先后出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孔雀计
划”“人才安居工程”等一系列政策，着力打造人才集聚
发展的高地。
他表示，深圳 市 政 府 市 财 政 每 年 投 入 引 进 人 才 的 资
金超过40亿元，区财政以及各方面资金总量超过100亿

2007年以来，全球才智论坛作为大会的核心板块之

元。“十二五”以来深圳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相

一，始终以高规格、权威性、精品化而备受瞩目。先后有16

关人才154人，“孔雀计划”1539人，留学人员以及各

位部长级以上领导、7位著名经济学家、15位国际知名专家

类人才超过68万人。前不久，深圳专门出台了促进人才

和36位知名企业高管参与论坛演讲或互动，6000多名企业

优先发展的措施，全方位加大对各类人才的支持。“未

领导人和管理精英参加论坛。目前，全球才智论坛已经成为

来5年我们将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为各类人才来深发展

立足深圳、服务全国、联结港澳、辐射全球的引进高层次人

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好的保障，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

才和培养国际化本土人才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国际人才交流

舞台。”

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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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李克强在行动计划中提到，要推

专利保护促进创新

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
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
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互联网＋”成为2015年热门名词。什么是互联网
＋？现在很多人的共识是，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平台上加上
一个传统行业。
▲爱德华·荣格

如今，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与互联网接轨。互联网+金
融，有了支付宝、余额宝、理财通以及P2P投融资产品等；
互联网+医疗，有了“好大夫”、“春雨医生”，使得人们
实现在线求医问药成为可能；互联网+交通，有了滴滴、快

本次论坛邀请了全球专利大咖、神秘的美国高智掌门
▲马蔚华

人爱德华·荣格出席，他在专利板块中以“专利专才引领创

的……

新创业”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被称作“发明狂人” 爱德

“互联网+”正是一个时代风口，它促使传统行业转型

华·荣格，是位多产的发明家，拥有70多项发明专利，其

升级，给它们带来了新生，更为怀揣创新创业激情的“梦想

掌舵的高智发明公司为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发

家”们创造了无限的新的可能。对传统行业从业者和致力

▲杰瑞米·本斯戴德

于创新创业的人来说，应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新挑

尔、爱迪生们”创造了持续从事专业发明的稳定平台。高智

战，乘风翱翔？

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激发发明者的创新热情，从而更有力地

▲张文军

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腾飞。

韩国忠清北道副知事薛文植；英国剑桥市候任市长（现任副

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知识产权专

市长）杰瑞米·本斯戴德；美国高智发明公司创始人及首席
技术官爱德华·荣格等嘉宾，共同解读“互联网+”时代拥
抱机遇。

▲严 圣

发明在帮助发明家将其发明创造成功市场化运作并回报社会

论坛中，南宁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文军；招商银
行原行长、国际科技成果技术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

明创造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商业化途径，并为当代潜在的“贝

▲王 岩

家王岩，高智中国区总裁兼派富创办人严圣，深圳市优必选科
▲薛文植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鹏，乐行平衡车CEO周伟，金杜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知识产权事务专家楼仙英，小米首席法务官孙豳
▲邓 鹏

等嘉宾就专利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运营等话题展开互动。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的竞争已经转
化为科技的竞争、知识产权的竞争，特别是争夺专利权的竞
争。专利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标志和体现，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潜在技术竞争力。专利的

▲周 伟

发展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世界
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专利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众所都知，随着专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专利保护
▲孙 豳

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没有强有力的专利保护，就难以有效激励创业创新。专利保
护就是保护创新，专利保护就能激励创新。如李克强总理在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所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发明创造的火种、维护创新者的权益。

▲楼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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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构筑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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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
动；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将成为实现社会发展、梦想传承乃至

金融投资助力创新创业

人类进步的源头力量。
在下午举行的实业板块中，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光
启研究院副院长季春霖，戴高乐咨询公司总裁、前法国总统
戴高乐之孙伊夫·戴高乐，国际创客文化推广人、深圳国际
创客周主会场Maker Faire Shenzhen总策展人刘得志围绕
“人才构筑核心竞争力”主题进行主旨演讲。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人才创新，任何产业的创新驱动都离

▲伊夫·戴高乐

不开人才。尤其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新产业、新空间、新事
物的发展都需要人才的支持，人才是科技创新、推动发展的
中坚力量和宝贵资源。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人
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和角色更加凸显，谁能集聚、培

▲汪 建

养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刘得志

天使慧眼识英才，VC择机助企业。创新始于理念、创
▲季春霖

业难于起步。在商业模式不断更迭出新的今天，如何助英雄
于起家、怎样拨千斤于寸力？风险投资、众筹不仅是创新创
▲温元凯

业的助推力量，更改变了专才英才的成功模式。
在论坛金融板块中，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向松祚，经济学家、化学家、金
融学家温元凯，盈信投资集团、对酒当歌电子商务董事长林
劲峰，中科创董事局主席张伟，投哪网CEO吴显勇等嘉宾

▲向松祚

围绕金融投资如何助力创新创业作主旨演讲，分享金融投资
如何助力创新创业健康发展。
众嘉宾认为，创新创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收
▲张 伟

益的动态复杂过程，不仅需要功能完善、高效稳定的金融体
系为其提供清算支付和风险管理，更需要通过金融创新为实
施创新创业全过程提供重要支撑。目前，创新创业型企业面
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不足。在缺乏金融创新的情况下，许
多创新创业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导致企业“长不大”。

▲林劲峰

因此，金融创新是推动创新创业的核心，对于加快实施“双
创”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显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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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长许勤致辞表示，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

办了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交易会，具有举办国际展会的

最重要的经贸论坛和多边合作平台。APEC中小企业技展

成功经验。本次承接第九届APEC技展会，将再次向世界展

会，作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中小企业交流和经贸合作的重

现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先进和文明的深圳。

要载体，为推动各成员经济体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促进科技

深圳是一座创新型城市，坚持创新驱动和质量引领。作

创新，深化区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圳

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30多年发展，深圳积累了较为

集聚了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

厚实的产业基础，形成了以四大支柱产业为主，优势传统产

数量连续十年居中国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为深圳发展注入强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有序递进的产业结构，产业

劲动力。深圳经济特区正按照中央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

集聚程度高，创新支撑体制机制相对健全，多项创新指标全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加大供给侧结构

国领先，集聚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人才、技术、产

性改革力度，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努力建成

品和企业等资源。深圳平均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199户，创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面向未来，深圳愿与APEC各成

业密度全国首位，股权投资机构数量和管理资金规模占全国

员经济体加强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

三分之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524家，上市企业324家，重

同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点实验室1000多个，各类创业创新基地343个，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 倍，PCT专利申请数量连

深圳再次承接国际性展会

续11年位居全国首位。本届APEC技展会将展现一座正沿着

深圳注重通过举办展会加强与世界经济交流，已连续举

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道路阔步向前的
城市形象。
深圳是一座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城市。这里平均每千
人拥有商事主体199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拥
有中小企业112.5万家，年均增长率近30%，呈现成长速度
快、创新能力强、领军企业多、发展质量好等特点，这些中
小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急需更多平台和渠道与
世界优秀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本届技展会将展现深圳中小企
业充满创业创新活力的生动画面。

深圳是一座应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与生俱来具有国

一是创新成果展。会展中心主会场共设1350个展位，

际化特点。今天的深圳正加快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步伐，

包括境外成员体400个展位，境内各省市750个展位，深圳

与世界相联更加紧密，这里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科

举办地200个展位，主要围绕高端制造产业链布展，包括智

技、产品、理念和资金，在科技创新、创客、企业竞争力、

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设计及生产性服务业，绿

金融、物流等方面具有了较高的国际影响力。

色工业、节能环保等，参展企业需符合“专、精、特、新”

深圳具有成功举办第九届APEC技展会的诸多优势，深
圳也将全力以赴筹备和组织好这届技展会，将深刻的印象留

的基本要求，集中展示APEC成员经济体的前沿科技创新成
果。

给APEC其它成员体，将实实在在的效果留给中小企业。与

二是创新企业展。为突破主会场的空间限制，丰富展

此同时，第九届APEC技展会也必将进一步展示深圳现代化

览展示内涵，选择五个创新型企业平台设置分会场，包括深

国际化创新性城市建设成果，促进深圳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圳湾创业大街、天安云谷、华强文化科技、硬蛋科技、金蝶
等，集成特色创新成果，举办互动体验活动，并通过设立开

技展会突出创新与实效

放日等形式，展现创新型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创新需要持之以恒的专业精神和智慧结晶。本届技展会

三是洽谈对接区。在主会场5号馆设置洽谈对接区，包

将借此系列论坛集中展示APEC成员体具有代表性的专业、

括专利及技术转移、新三板、投融资等机构展示，搭建中心

智慧及其产生的创新成果，让地区内广大富有创业创新活力

讲台，配置多媒体演示设备，设置项目路演及信息发布区，

的中小企业共享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站在更高起点开拓视

滚动播放创新产品和创新项目信息，促进技术与市场、资本

野，融入国际创新潮流，专注耕耘于细分领域，以持久的专

的对接，为中小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参展效果。

业精神和沉淀的智慧结晶不断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

四是论坛活动区。主要聚焦会展中心会议区，安排开幕
式、主论坛、分论坛、APEC中小企业最佳创新实践发布、

第九届APEC技展会紧紧围绕科技创新，突出“形式新

全国中小企业厅（局）长工作会议、全球科技企业交流酒会

颖、活动丰富、精心布展、注重实效”等四大亮点。空间布

等系列活动。此外，五个分会场也将安排部分论坛讲座。论

局突出“两展两区”，即创新成果展、创新企业展、洽谈对

坛活动将与展览展示相互衬托，活跃气氛，促进交流，增进

接区、论坛活动区。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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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第九届APEC技展会主论坛——“开放的中
国与APEC创新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勒杜鹃厅举行，应邀
前来参加展会的APEC各成员经济体政府官员，驻穗领事馆
官员参加论坛，共同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激发APEC中小企
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亚太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创新已经成为亚太经济新的驱动力。第九届APEC技
展会不仅是一个技术展示与经贸合作的展会，更是一个“资
源共享、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提供对话”的重要交流平
台，在这里，能看到科技创新的前沿曙光，思想碰撞的智慧
火花，匠心独具的专业精神。论坛旨在促进APEC成员体间
创新成果共享，让亚太经济依托创新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力
量。这里集中科技创新的前沿知识、新颖观点，相互交织和
碰撞出炽热的智慧火花。
国家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当前中小企
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传统的加工型、代工型
企业困难较大，转型升级压力较大，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
生产成本高、融资环境不太好等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涌
现出了一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他建议，应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
源头上的作用，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创新的源头。传

统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专、精、特、新”的发展，打造一

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共性挑战。通过技术

批专注于细分市场、技术和服务出色、市场占有率高的产

创新可以加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

业，培养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单项冠军”。同时在中

进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帮助APEC各个成员经济体

小企业当中开展智能制造，包括个性化生产、柔性化生产，

之间互享知识、互享人员，推动各国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

推进协同生产、协同设计，运用大数据分析、海量分析等，

同时他还强调，电子商务将会成为未来15年~20年最重要的

促进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交易渠道，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深圳副市长陈彪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深圳以敢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认为，基因能不能解读，是一个

为人先的排头兵精神为创新插上了梦想的翅膀。多年来，深

重大的问题。华大基因是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诞生的机

圳认真地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

构，是为了读取人类的基因。一个生命的历程，是从DNA到

“质量引领，创新驱动”，准确预判国际和国内产业发展的

RNA到一个人的过程。我们把样本存起来，确保三个远离，

方向，全面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他指出，深圳制定了全国

远离出生缺陷，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远离肿瘤，把基因的毒

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

和血有效的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核心的仪器全部实现国产

规，打出多套政策组合拳，实施了一揽子科技计划，不断激

化，所以到我们可以长命百岁，已经不太遥远。

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目前，深圳正在着力构建国际创新中

韩国中小企业厅次长崔寿圭先生、硬蛋科技的创始人康

心，面向全球引资、引智、引技、引才，不断加强与世界各

敬伟、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总裁杨旭、百度高级副总裁

国和地区的联系和交往，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创新的潮流。

王劲、恩智浦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郑力等纷纷上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是参加论坛的
APEC成员经济体的政要嘉宾之一。卡普纳伊认为，创新是

台演讲，就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等提出了前沿的理念和精彩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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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余翔是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物、全国专利信息领军人物。

黄晶教授在演讲中认为，互联网+下的知识产权价值是金融

他研究提出的多项立法修改建议和政策建议，分别被我国

资本的创新。知识产权有很多的价值提升，这里面有很多赚钱的

《专利法》、《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海峡两岸知识

机会。实际上中国目前专利才开始起步，专利价逐年上涨。

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等采纳。他先后主持或参加完成6项国

本次论坛作为第九届APEC技展会系列高端论坛中的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知识产权领域项目的研究工作。主

一个分论坛，其宗旨是为中国乃至亚洲的企业家认识到专利

持完成多家中国企业委托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战略项目。

对品牌影响的重要性，以及“专利运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

主持承担和完成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性。论坛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结合“互

（WIPO）委托项目）多项。他在本次论坛作题为“跨国创

联网+”应用实践，在“一带一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

新合作和技术转移中的IP管理”主持演讲。他谈到一个所有

重要背景下，弘扬合作共赢精神，实现APEC各成员经济体

企业都关注的话题，如何运用专利战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及

中小企业间的成果共享和相互融合，深化我国与各成员经济

市场竞争力，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国际贸易规则下，专利

体中小企业间的务实合作，提升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

战略、知识产权是何等重要。

持续发展能力。

7月16日，在第九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
会举办期间，由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执行承办的“专利及技术
转移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举行。来自高智中国区总
裁、派富创始人严圣，中美清洁能源论坛博士、首席代表

质资产，专利投资及运营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业务。

Dennis Bracy，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德知识产权研

创新是以技术作为专利载体，不是纯粹交易专利，而是交易

究所所长余翔，奇虎360知识产权总监、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技术，以资本作为项目引擎，推动项目推进。现在很多企业

兼职教授黄晶，与现场300多位嘉宾一起分享中小企业如何

需要的技术，他并不光需要技术，实际上需要团队、专利、

开展专利运营及保护。

工艺，这一系列事情，所以我们还要做并购这件事情，当然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的竞争已经
转化为科技的竞争、知识产权的竞争，特别是争夺专利权的

我们不是并购公司，我们是并购团队、专利、工艺，这个是
我们对技术需求方的做法。

竞争。专利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标志和体现，在很大程

中美清洁能源论坛博士、首席代表Dennis Bracy是一

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潜在技术竞争力。

位优秀的能源策略分析师，他之前从事过高管顾问、参议

专利的发展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

员、董事会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美国能源署、西北太平洋国

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专利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

家实验室、波音、微软以及能源监测兼存储公司都是他的客

中。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要做大做强，专利及技术转移

户。他在论坛上作主题为“知识产权在国际领域重要性”的

都已经是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主旨演讲。他强调了创新和知识产权是非常深刻的结合在一

高智中国区总裁、派富创始人严圣拥有在投资银行，商

起的。认为公司的策略应该有一套计划关于自己公司知识产

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和实干经验尤其是在融资，证

权的一套计划，并且要理解专利的复杂性。认为专利是公开

券销售和交易以及财务顾问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专长。他在论

的，超越专利以外，一方面要管理好我们的专利，专利外还

坛上作题为“专利运营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

要保护好商业机密，并要学习如何保护好商业机密。

他认为，专利不仅是高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一种优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加收、中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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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9日，“2016深圳最具投资价值项目50强暨深圳

联盟执行副主席、深圳市中

十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创始人电视评选大赛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总经理范

50强最具投资价值企业、10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创始人，齐集世

颖，财经评论家朱雁峰、深

茂·前海中心展示厅，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前海，一同见证时代的

圳市金梧桐投资管理有限公

明日的阿里与腾讯。

司总裁任金龙、华大精准营

本场活动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联盟金融专业委

养CEO刘靓、新三板服务中

员会、深圳广电集团DV创客频道、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主办，深圳

心董事长涂成洲、倍斯特科技

市中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深商总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董事长潘良春等重要嘉宾做重要讲

平台特别支持，50家知名金融创投机构、联盟17家企业专业服务

话，本场圆桌会议，将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代表，面对面直击双方

委员会、100家企业服务机构共同发起。

的拐点和痛点，实现多点爆破，无痛点解决企业的问题。

这场被誉为“创客界奥斯卡评选赛”的评选，自2016年7

晚上颁奖典礼，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常务会长邱玫在致辞

月14日举办“双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以来，经过6个月的激烈角

中表示，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吸引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逐、组委会走访与考察，从近150家创新型企业中，筛选出近50

注，将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及获得更好品质的企

家有不俗表现的优秀企业和项目参与颁奖典礼。

业服务。今年深圳中小企业最具投资价值的50强企业和10大最
具成长力企业创始人，他们都是深圳的“未来之星”，都是推
动深圳发展的新动能。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深圳敢闯、创新的精
神，再接再厉，不断创造奇迹。为深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
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01月12日，在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的指导下，由

“我们在雇主品牌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但中小企业在人才竞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平台、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深圳

争中有着天然的劣势。”有获奖企业代表表示，“很高兴一览能

市一览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深圳行业最佳雇主

为企业和人才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让人才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到

颁奖盛典”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来自21个行业的110家深圳本

我们企业的文化和潜力。”

土中小企业荣获“行业最佳雇主”称号。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副署长冯德崇也对一览多年帮助中小

据“行业最佳雇主”项目负责人叶作林介绍，深圳行业最

企业解决人才和市场对接难题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表示深圳行业

佳雇主评选与传统的雇主品牌评选有很大不同，它专注于中小企

最佳雇主评选活动不仅让优秀的中小企业雇主脱颖而出，也营造

业，并立足于行业，目的是通过科学的评选和广泛的传播，让这

了深圳宜家宜业的人才就业环境，让社会各界、各行业人才关注

些重视雇主品牌建设的优秀中小企业获得更多人的认知，从而提

和了解深圳中小企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前景。“这是一件功

升人才竞争力，实现新的跨越。

在当下，利在长远的事情。”

第三届深圳行业最佳雇主评选活动自2016年10月18日启动

在本次活动中，一览还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以来，赢得了深圳21家行业协会以及3500家中小企业的鼎力支

著名管理学专家彭剑锋为与会嘉宾分享人才管理新思维，而一览

持。经过企业内外部调研和专家评审等多层严格筛选，最终110

总裁张海东则根据一览大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发展，帮助与会

家企业从中脱颖而出。

企业代表对当前招聘市场供需双方有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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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黄埔 终生铭记
——记企业领袖黄埔秘训营

2016年8月5日，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主办

盟不仅在创造一个持续传递

的“首届深圳中小企业领袖结盟大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生产

“跨界商业思想”与“实战

力大楼联盟路演大厅举行。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会

互助”的资源密集体，更是

长庄礼祥会长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企业家160余人参与了此

在塑造一个颠覆传统商业格

次结盟大会，63家深圳企业在本次大会上正式结盟互助！此

局、助推产业成功升级转型的

次结盟旨在为深圳中小企业家们搭建一个创新对接的平台，

有效落地机构。庄会长最后表

助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

示，希望有需求、有意愿、有

大会首先由庄礼祥会长致辞，庄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作
为深圳市政府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的重要承载机构，联盟旨

共同愿景的企业家能够联合起
来，共同打造 “深圳本地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

在助力全市中小企业的成功升级转型和健康发展。联盟提出

联盟两个同盟会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正一同盟会”成

的“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服务模式，是对传统中小

立了3个月，“众智同盟会”成立了1个多月，但在互助资源

企业服务模式的颠覆，正一、众智两个同盟会的正式结盟，是

的各自对接中惊喜不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成功促成22项合

联盟“互联互动互助，共享共荣共赢”理念落地的最好体现。

作，涌现出一大批“企业互助明星”。经过大家的选举，大

庄会长强调，“互联、物联、跨界”是一个已经到来的时代，

会对评选出的“互助明星”企业家进行了颁奖。

中小企业只有通过资源有效整合与合作，才能做大做强。联

深圳，正在开启企业联合、企业互助的共赢时代！中小企
业领袖结盟互助势必成为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下的企业蓬勃发展
的强大助推器！凝心聚力，企业联盟！此次结盟，必将开启深圳
中小企业领袖“互联互动互助、共享共荣共赢”的新篇章！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在“互联互动互助，共享共

自我，不轻言放弃的信念、艰苦创业的初心，在活动中都体现得

荣共赢”理念的指引下，本着“助人者，终自助”的联盟精神，

淋漓尽致。重新认识彼此，坦诚最朴实的心扉，认真总结经验，

为打造“深圳本地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让联盟会

分享不同角度的感悟。

员企业家更团结、更凝聚、成为彼此的“后天家人”，特在“企

团队组建、统一目标、荣辱共担、进退与共。教官教企业家

业领袖凝心聚力营”的基础上再推出升级版——“企业领袖黄埔

们叠“豆腐块”、打背包，晚间的分享，有人震撼，有人感动、

秘训营”。

有人落泪。霍英东18年挚友、神秘嘉宾——何傅传教授分享会，

2016年12月23-24日，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携手
深圳市上兵伐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企业领袖黄埔秘
训营”在广州黄埔军校培训基地隆重开营。
升国旗，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好男儿志在四方，豪情势不可

企业家们认真倾听。
联盟企业家们“能上能下”，上能企业决策，下能厨房掌
勺。在有限食材、时间、条件下，整合资源、明确分工，最终成
功完成目标。三个“家庭”，家家的菜肴“色香味”俱全！

挡；巾帼不让须眉，英雄不问出处。我们严格而又亲切的教官，他

一日黄埔，终生黄埔！在经历两天一夜的辛苦、震撼与感悟

让我们“又爱又恨”！联盟的企业家们与正规军队比，毫不逊色！

后，我们毕业了！接过曾经的特种兵教官、今日的黄埔训练基地

一日黄埔，终身黄埔！要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名成员，要拿到

校长亲手授予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我们顿感责任深重。两

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要与那么多伟人成为校友，就要了解黄埔

天来，教官让我们流汗、流泪，在最后的这一刻都化作满满的感

的过去与精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先天下之

激与感动。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些艰苦奋斗、忍辱负重、不怕牺
牲的身影，深深震撼与感动着我们。
轻松的活动，打破的不只是彼此间的陌生与隔阂，更重要的
是在活动中找到自我，看清彼此。联盟企业家们不断挑战并超越

两天的”秘训“活动中，联盟会员企业家们始终不忘“助人
者，终自助”的联盟精神，充分发挥了联盟”互联互动互助、共享
共荣共赢“的理念，他们在本次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相信在
未来的企业深度互助活动中会为彼此带来更多更好的收益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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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召开2016年中小企业经济
运行监测工作暨数据填报动员培训会议

2016年5月27-28日，第一届同盟会为在“深圳市中小企业

上自己的姓名、按上手印，光荣而庄重地现场宣誓互助！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获国家工信部批准、深圳市

育成熟的市场化环境，也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市中

公共服务联盟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期间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深

经过两轮现场选举，40位首届同盟会成员企业家们选出了

政府重点支持的省级公共服务平台，致力为全市中小企业提供优

小企业服务署的服务职能就是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创造环境、打

圳本地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互联互动互助、共融共

本届同盟会的领导核心，他们将在未来的一年里带领首届同盟会

质、优惠、专业、高效的服务。让中小企业“找得着、用得起、

造平台和提供支撑。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工作是政府出台政策的重

享共赢”的企业互助理念落地系统正式启动！

成员互联互动互助、共享共荣共赢，为每一位同盟会成员对接有

有保障、走得远”！

要依据，希望数据填报企业积极配合运行监测工作，并利用平台

为贯彻落实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中小企业工作电视电话

信息渠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机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40位会员企业家因为共同的
理念和愿景相聚在美丽的大鹏湾畔，他们在这里宣誓结盟，成立

会议的相关精神， 8月4日下午，2016年深圳市中小企业经济运

杨茜部长在总结时提出几点具体工作要求，一是各参会代表

联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最紧密的“企业互助同盟会”，让“互联

行监测工作暨数据填报动员培训大会在市民中心举行。会议由市

要将会议精神向公司领导汇报，取得领导的支持，并坚持每月25

互动互助、共存共荣共享”的联盟理念在他们之间落地生根，让

中小企业服务署监测与市场服务部杨茜部长主持，市经贸信息委

日前及时、准确、全面地填报数据；二是用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成为深圳本地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的联盟愿景在

党组成员、市中小企业服务署顾宏伟署长出席会议并动员部署，

平台，了解政府为满足中小企业发展需求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三

他们这里扬帆起航！

500余家中小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是建议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多沟通、多交流、多学习，同时要保

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愿景、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心声让这些

证填报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和填报工作的延续性，填报人员变动时

本不相识的企业家走到了一起，并加入了联盟。通过对联盟“商

要做好交接手续，使这项工作长久坚持下去。

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深刻了解与认同，大家一致同意庄严而

会上，市商业联合会林慧会长代表数据维护单位发言。她
介绍了运行监测平台的数据维护情况，提出了下一步运行监测平
台服务的工作思路，并表示深商联将在市中小企业服务署的指导

最后，市中小企业服务署监测与市场服务部刘广讲解中小企

下，坚定不移地为监测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协助政府推动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数据填报系统，并介绍了市民营及中小企业

业转型升级，以实际行动回报数据填报企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顾宏伟署长重点对运行监测企业进行了动员部署。他强调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视，并以发展的眼光高度概括
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这座城市辉煌的发展历程。深圳拥有发

效商机与资源，实现1+1+1大于111的同盟愿景！

隆重地在《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企业互助承诺书》上签

本次会议简单务实，参会企业代表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
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联盟第二届同盟会“众智同盟会”成立
2016年6月24-25日，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第二届

共享”的联盟精神将根植于每个同盟企业当中，“成为深圳本地

同盟会——“众智同盟会”在广州百万葵园百万朵葵花式宣布成

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的联盟愿景也将从他们的“深

立！ “众智同盟会”全体成员共同签署了《企业互助承诺书》，

度企业互助”中扬帆起航！

面对联盟旗帜郑重宣誓互助。自此，“互联互动互助、共存共荣

联盟秘书长邓立娅主讲从中小企业经营痛点讲到现代商业的
现状，从互联网讲到物联网，结合联盟成员企业的普遍需求与联
盟最新的服务理念、落地模式……每一句话都直指人心，每一个
理念都让现场的联盟成员们为之激动与振奋。
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愿景、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心声让我
们这些本不相识的企业家们走到了一起，并加入了联盟。通过对
联盟“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深刻了解与认同，大家一致同
意庄严而隆重地在《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企业互助承诺
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按上手印，现场宣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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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6-27日，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第三届

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信息化的大时代，人们接触的资源目

同盟会——【三融同盟会】在广州百万葵园举行。

不暇接……因此大多企业会遭遇客户资源不易找、推广难等问题

远离城市的喧嚣，卸下企业家沉重的包袱，带着一颗孩童般

缺产品、客户资源？缺培训课程？缺法律顾问？想要变更企

的心，来到这个形似“异国”的城堡，联盟成员们感到无比的轻

如今，联盟提供了这样一个圈子。联盟的每位会员企业家都

正式开营后，联盟成员们还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期待着下一个环

是一个闪光点，这个闪光点的背后有千千万万的资源，联盟所做

节的到来。因为联盟成员们期盼了许久的“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

的便是将这些闪光点链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互助圈，而这千万

统”，终于在这次要揭开她的神秘面纱了！

的资源也就有了内在互通互动的联系。在这个圈子，你可以与横

随着互助承诺书的签署与互助宣誓仪式的结束，联盟第三届
融同盟会”企业互助的落地框架已基本确定。

测、法律、财税、科技、品牌、影视传媒等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

自此，“互联互动互助、共存共荣共享”的联盟精神将根植

陌生，两个多小时的灵感碰撞，形成了头脑风暴，产生了集体智

于每个同盟企业当中，“万企互联”、“成为深圳本地最具凝聚

过去联盟成立了“正一”、“众智”、“三融”三届同盟

慧。如何提高同盟会凝聚力等问题，都在这次的头脑风暴中，得

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的联盟愿景也将从他们的“深度企业互

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圈子会员间资源成功对接42次成

到了很好的解决，《企业互助落地方案》孕育而生。自此，“三

助”中扬帆起航！

联盟第四届同盟会“四方同盟会”成立
家共赢系统”，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互联互动互助，共享共荣共赢”是联盟的理念，“成为
中国最具凝聚力的中小企业互助联盟”是联盟的愿景。通过对联
盟“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深刻了解与认同，大家一致同
意庄严而隆重地在《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企业互助承诺
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并按上手印，现场宣誓互助！
随着互助承诺书的签署与互助宣誓仪式的结束，联盟第四届
同盟会正式成立。

的马尔代夫--惠州巽寮湾。秀山瀚海，白色沙滩，已让企业家忘
记城市沉重的压力。就着这轻松美好的环境中，“第四届企业领
袖凝心聚力营正式开营。联盟成员们期盼了许久的“商会4.0企业

源对接更加落地。

跨金融、实业、管理咨询、互联网、大健康、知识产权、检验检

随后进行的城邦会议上，三十五位企业家，短时间内打破

2016年10月28日，36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佼佼者集聚在广东

“企业领袖资源对接沙龙”的举办也让联盟会员企业家们资

业商业模式？如何从众多信息中获取有效的资源？

松。在联盟副秘书长陈晓晖宣布第三届“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同盟会正式成立。

交金额超千万，如今我们的互助更加落地。

家们深入对接，找到生意的伙伴，找到内心的归属。

当“企业服务联盟”邂逅“天安云谷”
2016年9月27日，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以下

家，带着最专业的企业服务经验走进世界级智慧产城社区—— 天

简称联盟）、天安云谷企业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深圳市中小企

安云谷，以最诚挚的态度与“公共服务”的使命，和天安云谷园

业公共服务联盟企业服务专业委员会走进天安云谷”活动，在天

区的企业家们联谊交友，互动交流，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资源

安云谷园区举行，活动由深圳市行知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

对接活动。

办，联盟各行业专业委员会支持。
由联盟各行业专业委员会委派的15位最优秀的企业服务专

在资源对接环节，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现场企业家们成功
对接33项资源，其成果令人振奋。联盟秘书长邓立娅在会后感
慨地说：“如果时间允许，如果再让我们再多熟悉一会儿，运用
“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操作方法，还能产生更多令人意想
不到的对接成果！”

随后进行的城邦会议上，三十六位企业家，短时间内打破

此次走进天安云谷活动，不仅给联盟企业服务商与园区企业

陌生，两个多小时的灵感碰撞，形成了头脑风暴，产生了集体

带来了一个有效资源落地对接的机会，在打造共赢的“企业互助

智慧。对于如何提高同盟会凝聚力等问题，都在这次的头脑风

生态圈”的同时，也帮助参与活动的企业家们提供了优质的资源

暴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企业互助落地方案》孕育而生。自

对接渠道，开拓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不仅将园区企业家与

此，“四方同盟会”企业互助的落地框架已基本确定。

联盟企业服务商紧密连接起来，更将其背后的资源链接起来形成
一个有效的资源互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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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总监智慧沙龙
2016年6月3日，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

走进教室，多年前的大学时光顿时浮现在眼前。今天讲课的

共服务联盟10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们兴致盎然地行走在中

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专家学者，而是联盟秘书长邓立娅和平安

国最美企业大学——平安大学绿草如荫的校园内。他们三两成

集团人力资源总监王金德。邓立娅秘书长就联盟2016年会员服务

群，快乐而充满好奇，随着平安大学引导员的精彩介绍，学习着

新模式——“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对大家进行了详细阐述，

平安集团在互联网+时代下教人育人的先进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和

而王金德总监则代表平安向大家介绍了平安集团在互联网+时代

理念。

下是如何运用现代思维与技术进行其旗下120万员工管理的方式
和理念。现场共鸣与掌声不断，一下午的时间让大家收获满满。
会后，联盟与平安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凡中小企业

11月18日，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携手副主席单
位——深圳市一览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right派·人力
资源总监智慧沙龙”在天安云谷“扎堆”活动大厅举办。
活动邀请了20家联盟成员企业人力资源总监参与了交流，旨
在除服务联盟企业的老板外，还能同时为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总监
们搭建一个高视野、高品位、高价值的智慧、人脉、资源交流平
台，全面满足人力资源总监们学习、社交、成长、分享的需求。

公共服务联盟会员企业，均可终身免费使用平安集团提供的人力

中科院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学硕士、全球职业规划师——边则一

资源管理软件，并可免费根据企业需求进行人性化编辑和内容添

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关于“玩转绩效”智慧享宴。边老师首先对

加。

OKR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以“帮助35岁小伙子3个月内找女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下午的平安大学之行让联盟企业家

们意犹未尽。期待下一次活动再聚首，收获更多的友谊、快乐与
知识！

朋友”为切入点，让各小组成员全程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边老师在介绍中表示，OKR是绩效管理的一种进化后方式
和工具，可以通过识别关键的动作来促进目标的实现。
活动结束后，与会的人力资源总监们一致表示，活动不仅

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也增添了做好人力资源管理
的灵感，并认识了很多可在今后进行问题、经验、智慧交流的同
行，希望今后多参加此类活动！

“right派·1+3智库”

销售总监资源对接会

联盟“right派·1+3智库”

财务总监智慧沙龙
这是一个资源整合的大时代，中国经济一日千里，资源流动
日益频繁，传统的营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企业营
销负责人如何借力有效平台高效对接优质资源。

2016年12月12日，由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携手

11月1日，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主办的“right

联盟会员单——深圳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主办的“right派·1+3智

派·1+3智库”销售总监资源对接会助力广大会员企业互利合

库”财务官智慧沙龙在联盟路演大厅成功举办，60余名来自联盟

作、共谋发展，一场精准聚焦的销售总监资源对接会顺势展开。

会员企业的企业负责人、财务总监参与了此次活动。

一个下午，20名来自联盟会员企业的销售总监成功对接资源

活动特邀深圳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深圳市前海税立方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小波主讲。
针对申请政府资金补贴后出现的异常情况，邢小波通过案例
指出了政府专项资金补贴使用及验收注意事项。
互动环节，针对财务总监们提出的与政府政策补贴相关问

50项！ 何谓“right派·1+3智库”？联盟在服务会员企业家的同

题，深圳市长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全做了详细解答。

时也在服务会员企业的三大总监——销售总监、财务总监、人力

紧接着，邢小波针对商事主体年报及公示政策的具体政策进

资源总监。

行了详细解读，并说明了企业日常工作中如何进行操作才不会出

本次对接会邀请到联盟会员企业“正一同盟会”成员——深

现异常和风险。

圳直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海方分享 《“新常态”下企业

项目、人才等多方资源对接平台，让会员企业无缝各取所需之时

最后，联盟副主席单位腾博国际副总经理、深圳前海壹加壹

营销的突破》，分析当前市场形态、把脉市场发展状况，传授突

共建互助生态圈，实现合作共赢。联盟愿借此“right派”系列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娟上台进行了分享，讲述了她是如何

破企业营销的瓶颈，实现企业快速发展之路，深受大家好评。

动为会员企业链接资源，助力会员企业，厘清前进方向，创新管

从一名普通的财务人员成长为一个名企总经理的心路历程，现场

理模式，共赢财富未来！

气氛热烈。

秉承联盟“助人者、终自助”的精神，联盟通过搭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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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资源项目对接会
暨会长暖冬联谊沙龙举行
2016年11月10日，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联

力，抱团发展，共创辉煌。

合副会长单位深圳中南新城集团有限公司、耀凯房地产投资

项目推介、资源对接，意在促进深商抱团发展，实现合

共同举办的深商资源项目对接会暨会长暖冬联谊沙龙在圣廷

作共赢。活动中，中南新城集团营销总监丁永聪和深商总会

苑酒店举行，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深商联常务会

常务秘书长宋军胜分别对“安峦公馆”和“中国深商大会”

长邱玫等近100位深商家人出席，共襄盛举，欢聚一堂。

两个项目进行推介。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会上致辞。他表示，今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为新加入深商大家庭的常务副会长和副

天深商家人济济一堂，在这里进行对接和交流，很有意义。

会长进行授牌。目前，目前，深商联会员企业超过了2000家，

作为企业家，我们深商家人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密切注意

形成了从龙头企业到中小微型企业的生态企业链服务体系，为

政策动态，因时而动，顺势而行。生日酒会是深商联创造

深圳企业创建了温暖舒适、便于沟通交流的深商之家。

的一个交流平台，是深商总会、深商联的一个品牌项目，每

活动中，深商联为10、11月份过生日的副会长精心策

一次活动大家都踊跃参加，反映了深商家人强烈的求知欲望

划了生日祝福，为他们送上了精美礼物与鲜花。随着生日歌

和交流欲望。通过互动，新老会员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共

响起，寿星们集体切生日蛋糕，吹生日蜡烛，许下生日心

同为“深商”发展，出谋划策，并希望所有深商家人一起努

愿。现场的嘉宾共同为寿星致以真挚的祝福。

深商河源客天下水晶温泉休闲之旅

2016年6月24日，深商总会、深商联和中小联盟携

享受着舒适和凉意，享受着闲适和从容。深商联秘书长石庆

手副会长单位嘉信福实业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讴歌党的

表示，深商联十年来一直坚持 “让深商成为影响世界的新

伟绩 激发团队活力”的深商河源客天下水晶温泉休闲之

锐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化商会”使

旅活动，来自深商会员120多人参加。大家前往集恐龙文

命，每年为会员举办120项活动。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深商

化、客家文化、婚庆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于一体的

联的发展离不开会员企业的支持。深商是一个勇于探索的群

国际AAAA级旅游度假区——河源客天下，一起庆祝建党

体，不靠关系靠本事，敢于拼搏和追求梦想，深商已经成为

95周年主题活动。

深圳一个特有的名词。

炎炎夏日，犹如企业家高涨的热情。在前往河源的车

活动中，深商联秘书长石庆为大家讲解党的知识，大家

上，大家进行班委选举、定口号和自我介绍，中间穿插着才

一起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在鲜

艺表演，一路欢歌笑语，兴致勃勃。

红的党旗面前，深商党员企业家们攥紧拳头，昂首挺胸，以

联谊晚宴在客天下酒店富龙山千人宴会厅举行。客天下
水晶温泉大酒店总经理李国锋在致辞中表示，深圳与河源鱼

豪迈的声音，再一次宣誓……这是一次思想的洗礼、灵魂的
升华，也是一次新的征程。

水情深，两个城市一直有亲密往来。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

热烈的气氛中，大家尽情地挥洒激情，以各车为单位展

大家来体验一下客家人的热情。在这里大家可以呼吸着清新

开轮精彩才艺PK，现场响起阵阵掌声。悠扬的旋律，曼妙

的负氧离子，倘佯着汩汩温泉……让一切烦恼抛脑后，尽情

的舞步，伴随着炫动的灯光，在这里回荡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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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4日，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和

夏斌表示，中国经济经过昨天的“超级繁荣”后，当前

2016年7月1日早上，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员纪念建党

汉家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的家族挑战

正处于深度调整中，调整意味着破产增多，失业增多，但是

95周年微马跑在深圳湾举行，深商联党支部12名党员参加

及应对暨2016家族传承系列论坛在五洲宾馆举行，来自深

调整必须守住两条底线---社会和金融稳定。幸运的是，虽然

本次活动，与全市社会组织1000名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代

商总会会董、深商联会员企业代表20人参加，参与精彩话题

调整过程很痛苦，但效果良好。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

表一起迎着朝阳，高举旗帜，跑步前进，纪念党的生日。

讨论，共享家族薪火传承智慧，助力我国家族传承事业健康

美国的经济危机，但必须要加快改革步伐，夏斌对中国经济

发展。

充满信心。

活动以“让党旗飘扬、让党徽闪亮”为主题，以纪念
建党95周年，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这是聚焦超富家族传承的闭门论坛，由来自著名经济学

活动期间举行 了 三 场 圆 桌 论 坛 ， 来 自 万 象 集 团 总 裁

全面生动展现广大社会组织党员风采。同时，活动面向全

家、慈善专家，家族传承专家，中国知名家族掌门人、家族

鲁伟鼎、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市社会组织党员发出“亮身份、当先锋、比奉献、结对

成员分享见解。

创始人田源、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胡润百富榜创始

子”倡议书。

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人胡润、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陈文、东方园林董事

该活动除了深圳主会场之外，全国各地有85个城市跑

持续创新党组织作用发挥方式，坚持将党建工作纳入深商

理事长夏斌；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开创者、奠基人、漢家

长何巧女、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牛犇、宁夏宝丰集

点积极响应，组织了党员跑步前进微马跑活动，堪称深圳

联的日常活动中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

族办公室董事长杨辉；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中国公益研

团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围绕超富家

首倡，百城联动，万人参与！

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做到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

究院院长王振耀分别就《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族在未来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该如何应对？以及如

深商联党支部成立于2012年，现有中共党员13名。

织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开展主题活动等有效载体，与

《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家族挑战及应对》、《“善经济”

何在“善经济”时代下，实现家族的永续传承话题展开互

党支部成立三年多来，始终注重延伸党引导社会组织、加

商会活动、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相互促进，在加强社会

时代，“善财”的价值与使命》作主旨演讲。

动，分享智慧。

强社会治理的触角，充分发挥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作用，

组织党建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百家深商名企深职院寻求“千里马”
企业的用人需求。
岁末年初，正是用人单位出现用工荒，特别是技能人
才流动大的时节。考虑到会员企业的实际情况，深商联积
极穿针引线，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接，帮助用工
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帮助高校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帮助技能型人才找到合适的发展平台，从而促进深圳经济
社会更好地发展。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场内秩序井然。各企业的展位
前排满了准备投递简历的毕业生。据了解，深职院的学生
专业基础扎实，实操能力强，而且到了工作岗位后踏实能
干，因此很多企业慕名而来。
11月16日，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深

深商联成立以来，秉承“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宗旨,

商总会、深商联协办的2016深商深职院毕业生校园双向招

坚持“服务赢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理念，每年为会员

聘会在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举行，来自深商联会员企业大族

企业举办系列品牌和规模化个性化活动120多项，紧贴会

激光、方大集团、周大生珠宝等近百家知名企业参加。这

员服务需求，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有效地提升

是深商联回馈会员企业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以满足会员

了深商联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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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领导到到深商联视察

年
2016

4月21日，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党委书记廖远飞一行莅
临深商联调研党建工作。廖局长期望深商联不断创新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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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走访

作用发挥方式，汇聚深商推进改革创新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市人大领导到深商联考察

深商联党支部成立五年来，始终注重延伸党引导社会组
织、加强社会治理的触角，充分发挥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作
用，持续创新党组织作用发挥方式，坚持将党建工作纳入深
商联的日常活动中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

5月25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做到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织

罗莉一行到深商联考察指导，深商联领导热情接待。罗莉表

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开展主题活动等有效载体，与商会

示，深商联将各方智慧凝聚在一起并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竞争

活动、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相互促进，在加强社会组织党

力，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胆创新，积极进取，打造出了社

建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会综合服务的新模式。她寄予深商联和平台再接再厉，再创
新高。

市潮汕商会会长吴木棠一行到访深商联
市社会组织总会领导到深商联考察指导

8月30日，深圳市潮汕商会会长吴木棠、深圳潮汕商会
驻会会长黄育宏、深圳潮汕商会常务副会长周南一行13人到
访深商联，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联执行会长林慧

9月1日，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深商总会理事会
主席王石，社会组织总会执行会长葛明一行6人到深商联考

热情接待，双方共同探讨商协会未来发展相关事宜，抱团奋
进，共赢发展。

察交流。深商联执行会长林慧，常务副会长、华人金融控股

座谈间，庄礼祥表示，潮汕人在深圳有400万人之多，

董事长赵财强和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邱家儒参

自成立潮汕商会之后，潮汕籍企业家联合作战，团结起来，

加接待。

整合资源，合作共赢，为社会、广东、深圳经济发展起到了

深圳社会组织是深商联的娘家，作为市委市政府联系各

突出的贡献。深商概念在深商联的推动下影响力不断增强，

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和社会转账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在深注

得到了中央媒体的关注，“深商”已成为一个“特有”名

册的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去年10月份，王石以高票当选

词，反映了全国各地对来深圳创业的建设者的认可。深商潮

社会组织总会新一届会长。

商联合，是交流学习、合作发展的大好机会。我们要形成你

座谈中， 大 家 围 绕 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进 行 了 交 流 。 王 石
表示，深商联在发展过程中突出创新服务，追求卓越，
很有价值。在深商口述、深商档案馆等“深商”品牌开
拓了新途径。作为社会组织一员，希望深商联在全市社
会组织中互通有无、互助发展，为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经
验，分享资源。
葛明认为，深商联在建立了一些平台，为会员作了

中有我，我中有你，追求创新服务，共同谋求未来。
吴木棠表示，深商是一个海纳百川、包容共进的群体，
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深商联精英管理、服务模式值
得学习。潮商为深圳经济发展作了很大贡献。潮汕商会成立
之后，抱团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有不足之处。我
们积极向兄弟协会学习交流，为实现“百年商会”作努力。
深商潮商可以战略联盟，服务创新，推动深圳经济的发展。
潮商成于盛唐，兴于宋元明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

很多创新的服务，贴近企业，引领着深圳社会组织的发

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一直以来，他们被称为“东方

展方向，值得社会组织学习。未来，深商联可以在更大

犹太人”，四处漂泊，善于经商。潮汕商会成立之后，集潮

的范围、更宽阔的领域与别的商协会加强合作，探索更

商智慧，整合潮商资源，创潮商品牌。商会立足抱团合作、

加适合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子，实现沟通、交流、分享、

实体化经营，以国际化视野转型变革打造一个超级平台，走

合作大平台。

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商会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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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接待广电集团到访

年
2016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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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深商档案馆接待广电集
团总编辑苏会军及深圳卫视新闻中心《深商闯海丝》摄制负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走访中科招商集团
9月6日，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走访中科招商集团，与
集团联席总裁林敏雄深入交流。这是我国首家经政府批

责人陈红艳到访，就45位深商组成的以色列创新考察拍摄报

准设立的大型人民币创业投资基金专业管理机构。其创

道及深商史记、中国深商大会、深商闯海丝电视专题片等工

业投资理念、模式和管理机制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业

作进行商讨，双方在如何提升活动的亮点、提高采访的针对

界称为“中科招商集团模式”，在行业中拥有多项“第

性等达成共识。

一”。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走访大生农业

庄礼祥等商会领导走访免税集团
6月6日，深商联庄礼祥会长带队走访大生农业集

9月28日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粮食集团祝俊明董事

团，与董事长兰华升深入交谈。大生农业是一家集资产

长、中国联通深圳公司陈树雄书记、鹏瑞地产徐航董事长、

管理、资本运作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旗

中国银联深圳公司张永涛总经理、润德集团吴木棠董事长5

下农业金融与信息技术服务板块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位深商会董、常务副会长走进免税集团，与陈少群董事长沟
通交流。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接待成长青到访

庄礼祥会长接待人民日报《民生周刊》领导

7月29日，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等会领导在深

10月10日，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深商档

商档案馆与来访的巴黎HEC商学院中国特别顾问成长青一行

案馆接待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副主任兼执行

深入交流。成长青于2015年12月参加首届中国深商大会，

主编林国才一行到访，双方就战略合作关系、助推深商

并在会上作演讲。

实施走出去战略等进行了交流。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出席圣廷苑酒店15周年庆典

庄礼祥会长等深商领导出席广发银行交流会
11月18日，深商联常务副会长单位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8月31日，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常务会长邱玫等20

举行深商交流会，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会长，

多位深商出席常务副会长单位、圣廷苑酒店15周年庆

广发分行行长杨小舟，大中华集团主席黄世再，金晋实业董

典，庄会长在会上致辞。圣廷苑酒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

事长周南，奔凯安全董事长刘鸣宇，兆邦基集团董事长许

置、超前的绿色商务观念和卓越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成

楚胜，科陆电子董事长饶陆华，中深装建设集团董事长柯颖

为深圳酒店业的龙头和海内外顾客之首选。

锋，建装业集团董事长管纪忠，中珠投资傅晓燕总，润德集
团董事长吴木棠等深商出席。

226
227

幸福港湾
深商 之 家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首届中国旗袍新春音乐会

深商联理事会主席王文银走访招行

年
2016

产业创意园主办的首届中国（深圳）旗袍新春音乐会，与众多旗袍

3月24日，在深商联领导的陪同下，深商联理事会主席王文

女士共同演绎了一场经典音乐会。音乐会组委会特别邀请2015年

银走访招商银行，与深商总会会董、副行长唐志宏就相关合作事

“魅力十佳旗袍人”出席音乐会，并集体朗诵《旗袍赋》。

宜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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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理事单位、中国丝绸文化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百丽雅25周年庆典

王文银等深商出席首届川商论坛

8月27日，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百

8月27日，首届全国川商论坛在深圳盛大开幕，深商联理事会

丽雅美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5周年庆典。邱会长在会上代表深

主席、深商总会执行主席王文银，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唐志

商联致贺词。百丽雅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个性化的美容设计方

宏、深商联执行会长林慧、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董

案，传承着永续的历史。

事长刘国军、盈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劲峰、深圳海云天
集团总裁刘彦、深圳市卡酷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林等深商代表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走访赫美集团

20余人出席，与刘永好等知名企业家对话发展，共享智慧。

前海创客企业家俱乐部成立

8月29日，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走访副会长单位、深圳赫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为其颁发会牌。这是一家以智能仪器仪表制造

3月6日，深商联领导应邀出席前海创客企业家俱乐部成立

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掌握了从单三相电能表到用电自动化管理系统

揭牌暨首届前海创客大赛启动仪式。前海创客企业家俱乐部首席

终端核心技术，拥有覆盖电能计量及配网自动化产业链的整体方案

会长、卓迪集团董事长李航女士为俱乐部成立致辞。前海创客企

和系列产品。

业家俱乐部是企业家、创业者思想交流、合作互助的平台。平台
以互惠互利为原则，致力于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创客俱乐部。

万科天琴湾气候变化沙龙举行

深商联领导走访燃气集团

2月23日，万科天琴湾气候变化沙龙在万科集团举行，美国
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领导的气候现实项目总裁兼

3月15日，深商联领导走访常务副会长单位燃气集团，与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肯·柏林 (Ken Berlin)作主题演讲。深商总会理事

李真就2016年创新会员服务工作深入交流，并达成会员企业项目交

会主席王石，深商联领导及卓越、新浩、书香门第集团、王一人

流合作等共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城市管道燃气

等副会长单位出席活动并参与主题分享。

供应、液化石油气批发、瓶装液化石油气零售为主的大型燃气企业。
2004年改制为中外合资企业，200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走访光启
3月1日，深商联领导陪同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
会主席王石到深圳市光启创新技术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考察，与董事长
兼总裁刘若鹏深入交流，初步达成了国内国外五个方面的合作意向。

深商联领导走访大中华集团
3月15日，深商联领导走访深商总会会董单位、大中华国际集
团，与董事局主席黄世再就企业传承及企业文化沟通交流。大中华
集团是以全球地产、资本投资及海外移民顾问服务为支柱的综合性
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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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联领导走访盈信集团

深商联多家会员企业领导出席君胜交流会

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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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深商联领导走访深商总会会董单位盈信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董事长林劲峰就深商发展及合作事宜深入交流。盈
信集团主要业务是股权投资（含控股实业）和资产管理，通过选择
具备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司进行中长期投资，长期持有成长企业的股

10月27日，深商联领导陪同深投控、南岭股份、锦昌投资、深
航集团、润信海德等多家会员企业领导，出席常务副会长单位君胜
控股公司交流会，大家深入沟通交流，并达成若干合作意向。

权而获取投资回报。

深商联领导出席金蝶云ERP新版发布会

深商联组团赴沈阳经贸考察

3月30日，深商总会会董单位、金蝶集团举办的“腾云·驾

3月21日 由深商联副会长单位东方富海、国富黄金等企业负责

务——创新时代下的企业变革暨金蝶云ERP新版发布会”，深商领

人组成的深商代表团奔赴沈阳经贸考察，并出席加拿大北方联盟金

导出席及全球知名未来科技专家、全球顶级云计算专家、创新科技

融论坛，探讨辽宁转型升级发展思路及政府职能转移路径等话题。

领袖和商业精英齐聚一堂，分享最前沿的创新思想与科学技术，探
讨在“创新时代下的企业变革”之路。

深商联领导出席铁汉生态15周年庆典
3月29日，深商联副会长单位、铁汉生态举办以“尽心致美 同
心同行”为主题的铁汉生态成立十五周年暨上市五周年庆典，深商
联领导等300余位嘉宾受邀出席，共同见证了铁汉生态15年的荣耀
与辉煌，展望了铁汉生态未来的梦想与方向。

深商联领导出席“深士荟”盛典
11月17日，深圳市外事办与国际交流基金会2016基金会年度盛
典“深士荟”活动隆重举行。深商联领导受邀参加。在活动上，外交
部前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
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华大基因创始人、董事长汪建，
深圳市国际形象大使、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荣誉会长郎朗出席
了“问计天下深士”沙龙，就深圳市国际化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深商联领导走访中国联通

深商联领导走访鹏金所
9月1日，深商联领导走访副会长单位、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旗下

2月23日，深商联领导拜访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与陈树雄总

的鹏金所，与集团总经理刘苏华沟通交流。由高新投、万科等23家

经理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了亲切交谈。中国联通于2009年1月6日

上市企业创建的“鹏金所”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集22家上市公司

在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在国内31个省和境

之力打造平台，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帮助近2000家小微企业

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在纽约、香

实现融资。

港、上海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

深商联领导出席味奇集团战略合作发布会

东方富海董事长到访深商联
5月25日，深商总会会董、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9月9日，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深圳味奇集团举行与加拿大诺华

公司董事长陈玮到访深商联，与深商联领导亲切交流。东方富海是

世公司战略合作发布会，深商联领导应邀出席并致辞。味奇集团是

由数位在中国创业投资领域从业时间长、有丰富实战经验、优秀投

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发展于一体的营养健康食品企业。

资业绩、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的专业性创业投
资管理公司。

230
231

Annual Report of

2016

慈善公益
社会责任
年
2016
报

Annual Report of 2016

深商“三八”俪人节沙龙

3月17日，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百丽雅集团、茜子服
饰，特邀中国海文学院导师、中华美业联盟创始人、百丽雅
集团董事长赵青女士，向20多女企业家解秘魅力女性与子女
继承人的亲密关系密码，提供都市女性服装服饰搭配解决方
案，分享浪漫、迷人、有趣的生活主张。
百丽雅董事长赵青在活动中作主题为“关系”进行分
享。她表示，新时代的魅力幸福女性，不仅应该有美丽的容
颜、健康的身体、成功的事业，还应该有成功事业的代代传
承与和谐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与子女的亲密无间。
赵清是一个胸怀让中国五千年文化结合现代美容科技打
造世界品牌的雄心的现代知识女性，以其企业家独有的洞察

下肥，有人浇水，从固定支撑，到书写铭牌，每个环节都一

力、判断力和女性的细腻，百丽雅公司经过25年的实力累

百丽雅是一家具有世界领先技术与高科技仪器，拥有独

计，使得百丽雅品牌形象、创新能力、消费者依赖的诚信口

创专利技术的源动力三养疗法、融独创的三养文化、优质的

碑以及最前端的企业综合管理模式在中国美容界居于前列的

至尊五A服务、专业的个性化美容设计方案为一体的现代化

位置已坚不可摧。

企业，其经营风格独树一帜且品质始终如一。

丝不苟，一颗颗小树苗拔地而起，热闹的场面温馨而快乐。
整个植树的情景，充分体现了深商家人的热情与无私奉献的
精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动，由深商企业家种下的50棵树
苗在凤凰山落了户。
在每年的三月，深商联都会策划组织关爱儿童、老人和

关爱女性健康，探寻自身心灵

女性健康的爱心公益系列活动。每次爱心活动都得到了会员
企业、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
烈地反响。今年，深商家人公益热情不减，利用林建园林公
司自身资源，开展本次公益植树活动，为这个春天、为美好

3月15日，深商联秘书处携手东方逸尚公司，组织30多

的大自然种植下希望之绿、生命之树。这是一个象征，每一

名女企业家走进东方美学与当代生活完美结合的时尚艺术空

个参与者的名字都将刻在凤凰山上，不仅美化我们的家园，

间——“LUO GARDEN 罗一花园”，与国家高级中医按

而且为我们的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为我们的城市呼吸

摩师、亚洲瑜伽协会资深瑜伽导师Tina女士一起，关爱女性

到更新鲜的空气。

健康，探寻自身心灵。

植树活动 结 束 之 后 ， 大 家 三 五 成 群 ， 兴 致 勃 勃 游 览

位于深圳欢乐海岸购物中心二楼的“LUO GARDEN

美丽的凤凰山。这里峰峦叠翠，树木葱茏；百鸟啼鸣，

罗一花园”是设计师罗峥为世人呈现的又一精彩力作，是

花果飘香；山泉浅唱，壑洞幽藏，奇石多姿，古庙生

东方美学与当代生活完美结合的时尚艺术生活馆，LUO

辉。水光山色，峭岩古洞，构成了一幅风光旖旎、雄伟

GARDEN 罗一花园集四季草木为灵，将时装、花艺、茶

壮观的山水画卷。在凤凰山古庙中，大家虔诚跪拜，为

道、香道、咖啡、音乐和艺术完美融合，是为独立而美好的

深商烧香祈福。

女性创造的一个悦目、悦心的梦想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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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能妈湾公司荣获2016年首届绿碳奖——最佳碳减排贡献奖

盐田港荣膺第二届“深圳质量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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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2016年绿碳发展峰会暨颁奖活动在上

“深圳质量百强企业”以质量为企业基石，以创新精

海临港松江科技城举行，经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推荐、全国

神开拓进取，在产品、品牌和管理上充分体现了“深圳质

优质企业上得以充分体现，推进深圳质量的全面发展和可持
续的稳定增长。

11位业内专家评委评审，深圳能源集团所属妈湾公司荣获
2016年首届绿碳奖——最佳碳减排贡献奖。
该奖项的获得是对妈湾公司节能减排和推进碳交易
方面工作的认可。近年来，妈湾公司在碳金融及碳交易方

量”。12月21日，盐田港集团总裁刘南安作为“深圳质量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没有质量就没有企业。盐田港将以

百强企业”的代表在2017企业家与市领导新春联谊会上发

此次获奖为契机，奋发有为，不断提升企业的质量和效率，

表获奖感言。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原深圳市委书记

促进集团的想工作再上新台阶。

面不断努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妈湾公司是国内试
李灏，市人大主任丘海，市政协主席戴北方等市领导出席会

点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第一批控排企业，也是国内最早开通
国家CCER登记簿账号的企业之一。自试点碳市场启动以

碳排放强度和排放量。“十二五”期间，公司实现节能近

来，妈湾公司连续三年顺利完成碳排放履约工作。此外，

23万吨标煤，折算减少碳排放62万吨，圆满完成了国家、

公司还积极参与和探索碳资产交易，有效地活跃了深圳碳

省、市下达的节能任务。

交易市场。2016年3月，妈湾公司完成了全国首单跨境碳

实际上，妈湾公司只是深圳能源集团践行“做全国低

资产回购交易，交易标的高达400万吨碳配额，成为国内

碳清洁电力供应商的领跑者”发展理念的一个缩影，未来

试点碳市场启动三年以来最大的单笔碳交易。

集团还会在优化电源结构、进一步提高煤电机组排放标准

节能减排方面，妈湾公司以科技进步促节能降耗，先

和新能源发电占比，实现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上下功夫。

后实施了汽轮机通流技术改造、凝结水泵变频改造、溴化

深圳能源集团愿与全社会携手努力，共同推进国内碳市场

锂制冷等一系列节能工程，效果显著，有效降低了二氧化

的健康发展，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深圳燃气荣膺亚太地区“最佳公共服务奖”

议，并为获奖企业颁奖。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从上千家企业
中脱颖而出，荣膺“深圳质量百强企业”称号。
第二届“深圳质量百强企业”由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
圳市企业家协会和《时代商家》杂志社联合举办，涵盖深圳
市各行业优秀企业代表。评选活动由深圳企联发起，特别邀
请市质量协会、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市质量强市促进会
作为主办方共同参与，使“深圳质量”进一步在品牌产品和

印刷“奥斯卡”雅昌书写更大荣耀

2016年6月12日，由亚太顾客服务协会举办的2015年

近年来，深圳燃气在优化客户服务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数高达47项。其中《彼得·里克大书》更是全场压轴的重

度国际杰出顾客关系服务奖各奖项在香港九龙正式揭晓。深

引入了业内领先的客户信息系统（CIS）,开通了微信公众

量级获奖巨作，由印刷界权威人士James H. Mayes, Jr.

圳燃气荣膺“最佳公共服务奖”，同时，王文杰副总裁获评

号、网上营业厅等互联网服务渠道，为客户不断提供更便

“杰出行政总裁”，呼叫中心郭冰竹总经理获评“最佳顾客

捷、更舒适的服务。凭借着优质、高效的服务表现，深圳燃

关系管理经理”。

气得到了专家评审团的一致好评，在参评的公共服务企业中

Memorial的太太亲自授予。
据悉，美国印制大奖，由美国印刷联合会主办，是全
球印刷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书籍印刷设计评比，

脱颖而出，获得三项殊荣。
自1950年诞生之日起，已举办了67届。其中有印刷界“奥

亚太顾客服务协会(APCSC)成立于1998年1月。为

斯卡”之称的班尼金奖（Benny Award），以曾经为美国印

表彰为客户提供出色服务的企业、团体及个人，亚太顾客服

刷业技术带来革命性发展的发明家班杰明·富兰克林命名。

务协会于2002年开始主办国际杰出顾客关系服务奖（CRE
Awards）。该奖项以严苛的考评与审核在业内享负盛名，获
奖者必须达到或超越优质顾客服务标准(CSQS)，并通过自我

今年，超过3000家来自全球的企业参与其中，最终评选出工
美国时间9月25日，第67届美国印制大奖颁奖典礼在
艺最精湛、最富创造性与艺术感染力的书籍设计作品。
美国奥兰多举行。中国选送的印制作品再获佳绩，在4项

表现基准评审、商业方案汇报、神秘探访、实地考察、公众投
票等评核环节，最终由顾客关系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最终审定。

全场大奖的角逐中，雅昌史无前例地囊括3项全场大奖，为
美国印制大奖历届之最，同时荣获7项班尼金奖，获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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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荣获2016中国连锁品牌影响力50强、
2016中国连锁品牌质量50强

广田集团连续二十年荣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10月14日，主题为“质量铸品牌 诚信赢市场”的2016年
深圳市质量诚信促进大会在深召开，会上，包括广田集团在内

2016年10月19日，第五届中国品牌连锁发展大会在深

的近300家深圳企业向社会公开了企业质量诚信承诺，1100多

圳君悦酒店顺利召开，1200多名国内外连锁品牌及相关领

家企业荣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至此，广田集团已

域企业家、高管、专家及相关政府、媒体人士齐一堂，共襄

连续二十年获得“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荣誉称号。

盛事。中国著名珠宝连锁品牌周大生——荣获“2016中国

据悉，“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是市场对企业诚信

连锁品牌影响力50强”、“2016中国连锁品牌质量50强”

经营予以充分认可的标志。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

两项大奖。

部分，广东省“守重”企业认证，由广东省工商管理局引入企

周大生深耕珠宝市场数十年，凭借雄厚的品牌实力，其

业信用标准体系，对企业和品牌的社会影响力、合同信用管理

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业界遥遥领先，目前在全国已

体系、合同行为、合同履约状况、经营效益、社会信誉等方面

有2000多家连锁店，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进行综合评定和严格审核，最终向社会公示。被公示的企业将

完善合同管理流程和合同管理制度，使诚信意识深入人心，

在招投标领域、信贷融资等方面将享有相关优惠政策。

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本次蝉联此项殊荣，是对

作为珠宝行业龙头企业的周大生，周大生珠宝几度蝉联
此项殊荣，可谓实至名归。自于北京王府井百货开设大陆地

获此荣誉，是业界对周大生连锁运营发展模式的肯定。

广田集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客为尊，以信求

广田一直以来坚持诚信经营、严守合同、依法生产、持续

区第一家分店以来，周大生珠宝经过十多年努力，连锁规模

未来，周大生将继续探索更多元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创新管

生”的管理理念，以过硬的工程质量、完善的服务理念，赢

发展的认可和肯定，广田将继续强化和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建

已达2000多家，拥有40个区域运营管理机构，营销网络覆

理模式，在珠宝首饰的精准定位和品牌塑造上加大投入，依

得市场的高度赞誉。多年来，广田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守合同

设，做守约表率，树广田品牌，努力为经济发展、行业进步

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大中城市，

托强大的“深圳制造”实力，进一步高质高效的扩张连锁经

重信用的机制，把诚信建设贯穿于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不断

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

成为珠宝行业连锁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营版图。

卓越集团位列“2016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双TOP10

海云天科技荣登深圳市质量诚信承诺单位首批榜单

2016年9月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

各品牌房企在大环境发展趋势下的品牌资产经营与沉淀等

强市推进联盟主席、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马蔚华为公

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院三家单位共

方面对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进行了研究认定。在本次发布

司颁发荣誉奖牌 。

同主办的“2016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在

的研究报告中，卓越集团荣列“2016中国房地产区域公司

本次大会重点推动企业建立质量诚信自律机制，引导企

北京举行，同时发布了“2016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

最具品牌价值TOP10”，及“2016中国房地产综合开发

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来自全市

告”。报告从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的整体市场表现，以及

专业领先品牌价值TOP10——CBD商务地产”，卓越置业

各行业及领域的近300余家企业负责人参会，并听取了国家标

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价值达到71.56亿元，品牌价值再次得到

准《企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解读的专题讲座。

了权威的肯定与认证。

据悉，深圳市将陆续推进树立一批质量诚信示范标杆企

目前卓越集团在南山、福田在建和开发的写字楼有17

业，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库，

座，未来3年可能会达到40座，同时整个商务物业的布局也

10月14日下午，由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主办的主题为

强化和扩大到上海、北京和青岛，上海的青浦卓越世纪中

“质量铸品牌，诚信赢市场”的2016年深圳市质量诚信促进

海云天科技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及ISO27001

心、青岛卓越世纪中心都已成为片区的商务标杆。

大会在深召开，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登深圳市

信息安全认证；截至目前已连续八年被广东省企业联合会、

“构筑价值的艺术”是卓越坚持不变的品牌主张，20

质量诚信承诺单位首批榜单。刘彦总裁受邀出席并代表海云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授予“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先后被广

年的发展不仅为我们积累有形的价值，也沉淀着无形的财

天科技公司领取奖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市质

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授予广东省守

富，我们将秉承始终不变的理念，持续“创享城市价值”。

量管理局副局长、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夏昆山，深圳市质量

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建立诚信褒奖和失信惩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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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十大创新型服务项目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责任部门

联系电话

1

春季深商音乐厅——榕树下迎春音乐会

1月

秘书处

83643486

2

深商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仪式

3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3

会长喊你回家

3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7

4

深商史记录播

3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5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3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6

深商联“三八”系列活动--女性高端健康沙龙

3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7

深商赛艇会慈善公益大师赛

3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8

新会员座谈会

3月

会员服务部

83641927

9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4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10

中小企业政策解读--中小企业行业政策解读

4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11

深商史记录播

4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7

12

深商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深商名企走进金立

4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13

2017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

4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87

14

深圳女子马拉松赛

4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124

15

深商名企健康徒步活动

4月

秘书处

83643486

16

会长喊你回家

4月

秘书处

83643455

17

深商名企法律大讲堂

4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18

“春天里放歌”会长联谊沙龙暨生日晚宴

4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19

全国刊行《深商经理人》杂志

4月

秘书处

83643486

20

深商夜话

5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21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22

第十三届文博会

5月

秘书处

83643486

23

会长喊你回家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24

中小企业领袖结盟大会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25

陈小旺大师太极体验日

5月

会员服务部

26611445

9 深商迎春颁奖盛典

26

深商史记录播

5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时间：2017年12月

27

深商名媛会春季联谊会

5月

深商之家

86531526

28

法律大讲堂--股权投融资法律风险解析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29

深商菁英会春季联谊会

5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30

财富系列金融讲座--前海跨境金融政策宣讲会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31

深商投融资产业联盟成立仪式

5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32

第十届 “深商风云人物”、第八届“深圳老字号” 、
2017“德勤深圳高成长20强”、
2017“深圳最佳雇主评选”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5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1 第三届中国深商大会

6 “春夏秋冬”4季深商音乐厅活动

2 深商千人中秋晚会

7 深商走出去系列活动

3 《深商史记》10期录制

8 推进完善深商产业联盟

4 举办2017年度深圳中小企业最具投资

9 建设深商国内外服务中心

价值50强暨深圳10大最具成长力企业
创始人电视评选大赛

10 “不忘初心·感恩有您·请您回家”系列活动

5 深商儿童节

2017十大传统型品牌服务项目
1 第十届“深商风云人物”评选
第八届“深圳老字号”评选

6 深圳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
时间：全年

时间：2017年5-12月

2 “春夏秋冬”4季会长联谊沙龙
时间：全年

3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全球才智论坛

7 4场“会长喊你回家”系列活动
时间：全年

8 深商黄埔军校4期
时间：全年

时间：2017年1月- 4月

4 全国刊行4期《深商·经理人》杂志
时间：全年

5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时间：全年

深商联2017年度中小型服务活动计划（总计100项）

10 2017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

2017深圳最佳雇主评选
时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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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中小企业商业模式鉴赏沙龙

8月

中小企业部

26113200

68

深商黄埔军校第二十期深商名企走进联通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87

69

第三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87

70

爱shui就泼shui-深商名企千人泼水节

8月

综合部

83643486

71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8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72

深商走进生命科学体验馆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83643477

73

深商名企管理沙龙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74

新会员座谈会

9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87

6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75

深商夜话

9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7

法律大讲堂

6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76

深商加拿大温哥华学习考察之旅

9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42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6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77

中小企业凝心聚力营

9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43

深商名企健康徒步活动

6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78

全国刊行《深商经理人》杂志

9月

秘书处

83643486

44

全国刊行《深商经理人》杂志

6月

秘书处

83643486

79

深商音乐厅——秋季戏曲赏析

9月

秘书处

83643486

45

深商财税大讲堂

6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80

深商菁英会秋季联谊会

9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46

深商企业家欧洲行

6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55

81

“秋日私语”会长联谊沙龙暨生日晚宴

9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47

深商名企管理财富沙龙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82

深商名媛汇秋季联谊会

9月

深商之家

86531526

48

深商名企健康徒步活动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94

83

会长喊你回家

10月

秘书处

83643486

49

中小企业领袖结盟大会

7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84

深商非洲深度考察之旅

10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50

龙岗区域会员座谈会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94

85

深商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深商名企走进平安证券

10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51

法律大讲堂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86

感恩深商回馈会员深商上邮轮

10月

秘书处

83643486

52

“深圳老字号”传承与发展研讨会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87

深商快跑团活动

10月

秘书处

83646124

53

深商史记录播

7月

秘书处

83643486

88

深商史记录播

10月

秘书处

83643457

54

深商夜话

7月

秘书处

83643486

89

中小企业凝心聚力营

10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55

深商黄埔军校第十九期深商名企走进大百汇集团

7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87

90

深商中秋晚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10月

秘书处

83643455

56

中小企业领袖凝心聚力营

7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91

2017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会

10月

秘书处

83643486

57

2017年全市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暨数据填报动员培训大会

7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92

“冬日暖阳”会长联谊沙龙暨生日晚宴

11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58

浓情夏日会长生日酒会

7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93

11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59

会长喊你回家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2017深圳最具投资价值50强暨10大最具成长潜力企业家、
深圳最佳雇主评选颁奖典礼

60

政策法律大讲堂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45

94

2017年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表彰

11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61

中小企业财税沙龙--新三板挂牌财务培训

8月

中小企业部

83643527

95

深商音乐厅——暖冬交响乐赏析

12月

秘书处

83643486

62

深商组团走进中东迪拜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96

冬日暖阳会长生日酒会

12月

会员服务部

25317347

63

深商高尔夫对抗赛

8月

国际交流合作

83643477

97

深商史记录播

12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7

64

深商史记录播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55

98

第十届“深商风云人物”、第八届“深圳老字号”评审会

12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65

深商名企健康徒步活动

8月

会员服务部

83643479

99

第三届中国深商大会

12月

秘书处

83643486

66

“2017中小企业服务商高峰论坛”项目启动暨新闻发布会

8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100

2017深商迎春大会暨深商风云人物深圳老字号颁奖典礼

12月

秘书处

83643486

33

“2017中小企业最佳服务供应商评选”启动仪式
暨中小企业部成员入盟宣誓仪式

5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34

2017深圳中小企业运行监测数据填报暨分析会

6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35

深商音乐厅——浓夏音乐旅行活动

6月

中小企业部

26613200

36

深商名企管理财富沙龙

6月

会员服务部

83646124

37

“2017最具投资价值50强暨10大最具成长潜力”评选
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6月

中小企业部

83643527

38

继续推进深商哈佛案例库

6月

国际交流合作

39

会长喊你回家

6月

40

中小企业政策解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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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深

商
业

业

联

联

合

合

会

会
遍布全球，专门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服务的专业机构。毕马威在

市

商
1月11日

圳

市
1月11日 深商联与毕马威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毕马威是一家网络

年大事记
2016

圳

年大事记
2016

○一月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出席副会长单位远鹏集团2016年会，并致辞。他对
2月20日

能够再攀高峰。

全球155个国家拥有174,000名员工，其中，毕马威中国设有17个办事
处。

远鹏集团在2015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期望在2016年，远鹏集团

2月20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深圳市人才交流中心董事长李淑研，就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联盟与人才交流中心合作事宜深入沟通。

1月12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财富》全球论坛执行董事倪德慕、《财富》
1月12日

杂志张丹女士、太平洋建设集团副总裁李华新一行到访，就《财富》
全球论坛在深圳举行相关事宜深入商谈。

1月12日

2月20日

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主办的首届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启动，深商
总会理事会主席、社会组织总会会长王石出席会议并讲话。

董事黄志强就会员服务工作沟通交流。

万科天琴湾气候变化沙龙在万科集团举行，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
2月23日

平奖获得者戈尔领导的气候现实项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肯·柏林 (Ken
Berlin)作主题演讲。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深商联领导及卓越、新
浩、书香门第集团、王一人等副会长单位出席活动并参与主题分享。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出席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五届一次会长办公会暨
1月12日

深商联领导在深商光明服务中心与副会长、深圳市精森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6新春茶话会。深圳社会组织已达10100家，在全国名列前茅，在
推动深圳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公益慈善等方面发展发挥重要作

2月23日

用。

深商联领导及深商总会会董赵心竹一起走访了金蝶集团，与金蝶集团董
事局主席、深商总会执行主席徐少春深入沟通。

深商联等4家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前往光明新区“12·20”滑坡事
1月13日

故救援现场，慰问参与救援和维持现场秩序的武警官兵，并送去了饮
用水、面包等后勤保障物资。

2月23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与陈树雄总经理就相关合作事宜
进行了亲切交谈。

深商联领导接待深商总会会董单位、雅昌文化集团副董事长何曼玲到
1月18日

由深商赛艇会主席、世联行董事长陈劲松带队的深商赛艇队，在东莞松

访。雅昌文化集团致力于传承、提升、传播艺术价值，以艺术数据为核
心，综合应用IT技术手段和领先的数字科技、工艺材料，为艺术行业、

2月24日

新春首次下水实训，备战香港南北大师赛。

艺术爱好者提供专业服务及优质的产品体验。

○二月

2月25日

2月17日

山湖畔塘厦三正半山万科赛艇基地合练。这是深商赛艇会组建以来猴年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走访副会长单位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董事长庄重就深商菁英会、深商联活动情况等深入交谈。

深商联领导出席深圳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成立仪式，深商总会会董、
中意集团董事长赵心竹在会上当选为基金会会长。

2月25日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走访副会长单位立泰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董事
长陈光华就企业发展、会员服务工作等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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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

3月2日

3月3日

2016年春茗会，会长庄礼祥、理事会主席王文银出席。

首届“大师杯”中国赛艇南北对抗赛在香港沙田举行，深商赛艇队参加4

3月3日

双无舵手(M4X)赛，以1000米4分27秒成绩获初赛第4名。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理事单位、中国丝绸文化产业创意园主办的首
2月28日

届中国（深圳）旗袍新春音乐会，与众多旗袍女士共同演绎了一场经典

3月4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深圳广电集团DV创客频道黄克付一行到访，就相关合作
事宜进行沟通交流。

深商联领导接待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知识产权处处长陈民钢到
访，就知识产权相关事宜进行商谈。

深商联领导拜访深圳兆方集团，与董事长张弦就是会员服务、深商发展
等事宜进行交流。

第六届“深圳老字号”企业纬博出国创始人熊燕琳、裴琳到访深商联，
与秘书处负责人就深圳老字号的传承发展等相关事宜深入交流。

音乐会。

深商联领导应邀出席前海创客企业家俱乐部成立揭牌暨首届前海创客大

○三月

3月6日

赛启动仪式。这是旨在为深商企业家打造一个学习、交流、分享、扩展
人脉、增进友谊的平台，以促进深商企业家间的合作与发展。

深商联领导陪同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到深圳
3月1日

3月1日

市光启创新技术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考察，与董事长兼总裁刘若鹏深入交

3月8日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出席市社会组织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

流，初步达成了国内国外五个方面的合作意向。

小组第三次会议，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

中国国宝级书画雕塑大师钱绍武老先生到访深商档案馆，与深商企业家

深商总会负责人与副会长、锦天城律师方宏拜访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

交流互动。

3月8日

务发展中心，与中心执行理事长肖璟翊就未来在跨境投资、法律服务方
面的合作进行交流。

3月1日

3月1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执行理事长肖璟翊一
行到访。

3月8日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接待深圳市智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林江峰
一行到访，就深商联会员服务工作等事宜进行交流。

3月9日

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刘文添一行到访深商联，秘书处相关负责人热情接
待，就APEC技展会海外招展及其他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沟通。

深商联领导出席深圳市国际交流基金会工作会议，与市外办领导讨论西
雅图市长来访接待，以及以色列访团前期筹备工作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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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深商联领导陪同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顾宏伟拜访深圳兆方集

3月17日

解决方案。

3月18日

会员服务工作深入交流，并达成会员企业项目交流合作等共识。

深商联领导走访深商总会会董单位、大中华国际集团，与董事局主席

秘魅力女性与子女继承人的亲密关系秘码，提供都市女性服装服饰搭配

3月18日

黄世再就企业传承及企业文化沟通交流。

深商联领导拜访东方海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伙人刁隽桓、
梅健、匡晓明深入交流。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出席常务副会长单位好百年集团华南城好百年国
际建材博览中心开业典礼。

由深商联副会长单位东方富海、国富黄金等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深商代
3月15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南航深圳分公司，与总经理刘国军就团队文化塑造等

3月21日

事宜深入交流。

表团奔赴沈阳经贸考察，并出席加拿大北方联盟金融论坛，探讨辽宁
转型升级发展思路及政府职能转移路径等话题。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各行业专业委员会发起招募说明会暨中
3月15日

3.月15日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接待深圳前海壹资本有限公司CEO朱雪樱一行到

3月22日

访，就深商发展等事宜深入交流。

深商联秘书处相关负责人接待科技园总公司何部长一行到访，双方就

构竞标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主席席位。

3月23日

服务联盟和科技园区的服务合作事宜深入探讨。

深商联携手东方逸尚公司举办了以“芳香心灵塔罗 遇见最美的自己”
3月15日

为主题的欧柏兰奴香薰沙龙，与ICIM国际自然疗法师Tina女士一起探

小企业服务机构交流会举行，100多家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机

3月24日

在深商联领导的陪同下，常务副会长、燃气集团董事长李真走访深商
总会会董、中意集团董事长赵心竹，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在深商联领导的陪同下，深商联理事会主席王文银走访招商银行，与
深商总会会董、副行长唐志宏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寻自身内在心灵。
由深商总会、深圳商业联合会、漢家族办公室、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
3月16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与创会会长戴梅女士

3月24日

就深商+物联网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的家族挑战论坛在深圳隆重
召开。国务院参事夏斌及田源、杨辉、牛犇等60多位企业家出席闭门
会议。

深圳市律师协会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广和所高级合伙人

由深商联及副会长单位深圳市林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深商
3月17日

凤凰山公益植树暨绿色祈福之旅活动，在风景优美的凤凰山麓举行，
来自深商联会员企业代表80多人参加。

3月24日

熊代琨到访深商联，与秘书处负责人就中小企业法律咨询相关事宜展
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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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

深商联领导走访深商总会会董单位盈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董

4月21日

期望深商联不断创新党组织作用发挥方式，汇聚深商推进改革创新发
展的强大正能量。

由深商总会、中国赛艇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深商“运动与公益”论坛
3月26日

暨“深潜杯”赛艇公益大师赛在东莞松山湖盛情上演。王石、徐少春、

4月21日

陈劲松等深商大咖与现场800名赛艇爱好者分享感悟、体验激情。

深商联副会长单位、铁汉生态举办以“尽心致美 同心同行”为主题的
3月29日

行到访深商档案馆。

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携手副会长单位澳康达集团共同主办深商

铁汉生态成立十五周年暨上市五周年庆典，深商联领导等300余位嘉
4月22日

宾受邀出席，共同见证了铁汉生态15年的荣耀与辉煌，展望了铁汉生
态未来的梦想与方向。

3月29日

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市企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建阳一

高端不动产投资论坛暨会长联谊会在金茂JW万豪酒店举行，会长庄礼
祥，常务会长邱玫等近200位深商家人出席活动，共聚一堂，畅叙友
谊。
“会长喊你回家”走进一德集团。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一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接待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王志伟一行到访，
就相关合作事宜深入交流。

4月26日

德投资管理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林武雄，富坤创业投资集团董事长朱菁
以及30余位深商企业家共话“共享资源，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契
合产业基金”。

深商总会会董单位、金蝶集团举办的“腾云·驾务——创新时代下的
3月30日

企业变革暨金蝶云ERP新版发布会”，深商领导出席应邀出席，并
致辞。

○五月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艾德·默里（EMurray）率华盛顿州立大

○四月

5月10日

学、微软、波音、亚马逊、摩根大通、阿拉斯加航空等60多位企业家
前往金蝶参观考察。深商联领导陪同。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格桑平措携该厅党组成员、副厅
4月7日

长一行到访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就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等
事宜进行了经验交流及学习。

美国西雅图市长EdMurray率代表团来访华大基因。11日，华大基因
5月10日

分别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签署精准医学合作备忘录，与华盛顿州立大
学签署农业基础和应用研究合作备忘录。12日，西雅图考察团再次走
进华大基因，就相关合作深入交流。

有深商联执行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在
4月16日

由深商总会主办的深圳“西雅图日”在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举

深圳会展中心5号馆隆重举行。论坛主题为“合作共享 创新创业”，来
自中、美、英、德、法、韩等国的政要，知名企业家、学者逾2000人

5月11日

办，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艾德·默里（EMurray）率60多位西
雅图企业家出席，与深圳企业家交流演讲，并签署协议。

汇集深圳，群英论剑，智慧碰撞。

意中商会副主席傅益翔一行访问深商联。意中商会成立46年来，为
4月20日

中、意两国经济和企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意中商会也是当今唯一一个
得到两国政府承认的机构。

5月11日

深商联领导陪同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比亚迪参观考察，比亚迪副总
裁刘焕明发表欢迎辞。双方互动交流，交换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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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5月23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深圳市企业文化研究会，就深商企业文化建设相关事
宜进行商谈。

的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
和物业服务。

5月23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深圳市物联网协会，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深商联领导出席第十二届深圳文博会雅昌艺术中心分会场暨“时间·
5月12日

翻页”青年艺术家联展开幕式。雅昌艺术中心翻开新篇章，展现其见
证、记录、传播中国当代艺术风采的决心与实践。

5月13日

5月24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理事单位、中国银行南头支行行长谢远莉来访，就会
员服务工作等相关内容进行交谈。

深商联副会长单位万众城文博会分会场开幕式举行，深商联会长庄礼
祥应邀出席并致辞。
5月25日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罗莉一行到深商联考察指
导，深商联领导热情接待。

深商联领导陪同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大族激光，集团副总裁陈燚全
5月13日

程英文介绍相关情况。大族激光是中国激光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是
知名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5月25日
深商联领导陪同西雅图考察团一行走进大疆创新科技。大疆是全球领

5月13日

深商总会会董、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玮到
访深商联，与深商联领导亲切交流。

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客户遍
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深商总会、深商联、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携手蓝海现代法律服务中心共
5月13日

5月26日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深商大咖围炉夜话，就后互联网时代、深商精神、
企业转型等话题探讨交流。深商联领导出席。

同举办“创新之国”以色列的法制与税制论坛，为6月初由王石主席带
领的50位深商企业家奔赴以色列进行创新合作交流之旅的企业家做行
前辅导。
5月27日
第15期深商黄埔军校走进深圳燃气集团。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常务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执行会长葛明到访深商联，与深商联领导就社会
组织发展相关事宜深入交流。

长邱玫、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真及100多位深商企
5月19日

业家出席活动，聆听李真董事长作题为“燃情岁月，铸梦征程——一
家特区国企的成长故事”的专题授课，分享中国一流城市燃气企业成
长密码。

5月27日

深商联领导出席主题为“物联网服务改变企业未来”的物联网高峰论
坛，与物联网第一人、感知科技总裁刘海涛深入沟通。

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深商儿童节：会长
5月20日

带您去葵园”为主题，在广州百万葵园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博时基金
投资分享会，一起纪念那逝去的、永不磨灭的美好童年。

5月27日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首届“同盟会”成立，首批40家企业正
式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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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联副会长单位飞跃通(优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以“引擎回春

中原地产深圳公司董事长郑叔伦接受深商晚报记者采访，开启了2016
年《深商史记》录制深商创业发展、传承深商精神的序幕。

深商总会、深商联、深商精英会和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携手

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新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暨南大学新浩E都实习基地

6月17日

挂牌仪式举行，深商联领导应邀出席。

常务副会长单位君胜地产集团联合举办“深商传承与二代成长论坛暨
会长联谊沙龙”，150多位深商家人出席活动，大家欢聚一堂，畅叙
友谊，探讨深商传承与持续成长新模式。

深商总会、深商联和中小联盟携手副会长单位嘉信福实业集团共同举

○六月

6月24日

办主题为“讴歌党的伟绩 激发团队活力”的深商河源客天下水晶温泉
休闲之旅活动，来自深商会员120多人参加。

6月2日

深商联领导陪同龙岗区经促局领导、康利石材集团王董事长参观深商
档案馆，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交流。

○七月

由深商中会、深商联、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商报社、德勤中
6月3日

国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第七届“深商老字号”和
2016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

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员纪念建党95周年微马跑在深圳湾举行，深商联党
7月1日

支部12名党员参加本次活动，与全市社会组织1000名党员及入党积极
分子代表一起迎着朝阳，高举旗帜，跑步前进，纪念党的生日。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隆重举行。
深商总会、深商联携手与副会长单位、“深圳老字号”企业纬博出国
6月4日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深商档案馆接待广电集团总编辑苏会军及深圳卫
视新闻中心《深商闯海丝》摄制负责人陈红艳到访。

7月5日

德国中心共同举办“德国经贸投资合作及产业并购机遇”论坛，促进
中德双边经贸合作，帮助深商企业及时把握德国经贸投资及产业并购
机遇。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深商联等机构协办的

深商联庄礼祥会长带队走访大生农业集团，与董事长兰华升就深入交
6月6日

谈。大生农业是一家集资产管理、资本运作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

7月14-16日

民营企业，旗下农业金融与信息技术服务板块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6月6日

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海大装饰集团组织50名深商企业家走进秦皇
岛，开展为期3天考察，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第九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等领导出席，来自21个APEC成员经济体
在这里进行为期三天的展示展览与合作交流。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等会领导接待高盛、同创伟业、清华大学、鸿海集
7月29

团、盈信集团机构负责人及多家中小企业联盟成员企业分别到访深商
联和中小平台。

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主办，
6月7日

深商联理事会主席、世界500强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率队的40
多名深商企业家，踏上前往“创新之国”以色列，开启为期6天的深商

7月29日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等会领导在深商档案馆与来访的巴黎
HEC商学院中国特别顾问成长青一行深入交流。

以色列创新创投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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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8月5日

首届深圳中小企业领袖结盟大会在深商联秘书处举行，来自社会各界
的企业家180余人参加，63家深圳企业在本次大会上正式结盟互助。

2016“深圳老字号”传承与创新发展座谈会在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

责任及为清洁能源事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
8月24日

程有限公司举行。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
联盟主席邱玫等近100位嘉宾出席会议，围绕“深圳老字号”生存与
发展展开讨论。

第16期深商黄埔军校走进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世界领先的
8月3日

第七期“会长喊你回家”活动在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深圳市高新投集

遗传学研究中心、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及生物信息分析领域的领头
羊——华大基因。

8月26日

团有限公司举行。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苏华作为特邀
嘉宾，为深商家人分享“构筑科技金融桥梁，助力高新企业腾飞”主
题。

深商生命健康联盟在华大基因总部正式落地。同时，由联盟发起的
8月3日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第三届同盟会——“三融同盟会”在广

“一百个人活到一百岁以上的生命健康基因计划”，（“双百”计划）
也正式启动。

8月26-27

州百万葵园举行。35位企业家，短时间内打破陌生，两个多小时的灵
感碰撞，形成了头脑风暴，产生了集体智慧。

8月4日

8月4日

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委李荣强主任一行莅临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考察调研，与深商联领导就中小企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8月27日

2016年深圳市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暨数据填报动员培训大会在
市民中心举办，深商联领导出席并汇报监测情况。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出席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百丽雅美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25周年庆典。邱会长在会上代表深商联致贺词。

深商联理事会主席、深商总会执行主席王文银，会董唐志宏、刘国
8月27日

军、林劲峰等深商代表20余人出席首届全国川商论坛，与刘永好等知
名企业家对话发展，共享智慧。

由派富中国、深圳知识产权局主办的在专利运营投资项目推介会深商
8月4日

联秘书处大厅举行。高智公司（IV）全球技术总监Patrick、派富创始

8月29日

人严圣以及40位深商企业家出席。

8月4日

8月5日

总部基地(伦敦)投资公司全球传讯总监罗斌森、首席运营官苗志勇到
访深商联，与秘书处负责人深入交流。

8月30日

胡润百富公司执行总裁兼集团出版人吕能幸先生一行到访深商联，深
商系三个板块负责人接待，并就相关合作事宜沟通交流。

8月31日

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走访副会长单位、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并为其颁发会牌。

深圳市潮汕商会会长吴木棠、深圳潮汕商会驻会会长黄育宏、深圳潮
汕商会常务副会长周南一行13人到访深商联。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常务会长邱玫等20多位深商出席常务副会长单
位、圣廷苑酒店15周年庆典，庄会长在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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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9月9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尤

老字号企业深圳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

深商联副会长单位、深圳味奇集团举行与加拿大诺华世公司战略合作
发布会，深商联领导应邀出席并致辞。

程明先生到访，就相关事宜深入交谈。

9月9日

深商联、中小联盟特邀罗德维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占泓水作主题
8月31日

深商联常务会长、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邱玫率队走访复审第四届深圳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举办首次“企业领袖资源链接沙龙”，
来自联盟会员20余位企业家出席进行资源对接，并成功对接55单。

为“企业需要教练型领导力”讲座，与现场会员企业代表近50人分享
“如何让您成为教练型企业领袖”秘密，让企业家们活出领袖风采。
9月12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爱娃塔科技宿建春董事长一行到访，就相关合作事宜
进行沟通。

○九月
以主题为“善满中秋、祈福深商”的深商中秋祈福晚会暨“存量资产
更新与城市发展探索”论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原深圳市市长郑
9月13日

深商总会王石主席在社会组织总会葛明执行会长、深商联常务副会长
9月1日

良玉，深商联会长庄礼祥，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深商总会理

邱家儒、赵财强陪同下回到深商联。商会工作团队汇报了上半年工作

事会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等近千名深商企业家出席，大家

完成情况及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策划方案。

欢聚一堂，畅叙友谊。

“2016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2016德勤-深圳明日之
深商联常务副会长华人金融控股董事长赵财强和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
9月1日

9月21日

易中心董事长邱家儒到访深商联，与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座谈交
流。王石主席为常务副会长华人金融控股颁牌。

9月1日

星”评选结果揭晓，获评“深圳20强”的前三名企业分别是深圳盒子
支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钛铂新媒体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华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粮食集团祝俊明董事长、中国联通深圳公司陈树

深商联领导走访副会长单位、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旗下的鹏金所，与集
团总经理刘苏华沟通交流。

9月28日

雄书记、鹏瑞地产徐航董事长、中国银联深圳公司张永涛总经理、润
德集团吴木棠董事长5位深商会董、常务副会长走进免税集团，与陈少
群董事长沟通交流。

深商联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陪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9月1日

田川一行考察天安云谷。与此同时，深商联、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成员
企业互访、“双评”推进会议召开。

9月6日

○十月

深圳广电集团新闻中心派记者专访深商联、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相关负

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走访中科招商集团，与集团联席总裁林敏雄深入交
流。

10月9日

责人。为展示“全球创客之都”风采，在全国双创活动周来临之际，
深圳媒体分赴各创新型企业及社会组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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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在深商档案馆接待人民日报社《民生周

光电是深圳市LED产业界首家上市企业，同时也是中国LED光电产业
界的第二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深圳市宝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新强，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郭瑞

深商联领导出席派富公司旗下派富深圳湾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揭幕
10月25日

仪式，并为派富创始人严圣颁发深商联副会长牌。

琼一行到访深商联，参观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与深商联秘书处
负责人深入交流。

10月12日

在深圳老字号联盟主席、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的率领下，第七届“深

在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汤国华副处长陪同下，国家财政部于亚洲处长到
10月26日

深商联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察调研，深商联领导汇报工作。

圳老字号”走访品鉴活动正式启动。考察团在为期三天时间里分别走
访了参评第七届“深圳老字号”的世联行、安盛华等12家企业。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第三届“right派·资源对接会”在联盟
10月13日

深商联领导及天长地久总经理曹春慧一行赴哈尔滨大学深圳商学院，
10月26日

拜访深圳原副市长唐杰，就中国深商大会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

会议室举行，20名来自各行业的联盟会员企业家就经营管理、人才信
息、技术和市场资源等方面展开了资源对接，并取得了成功对接资源
125项的丰硕成果。

第二届深圳市中小企业领袖结盟大会在联盟路演大厅举行，深商联
10月14日

深商联领导陪同深投控、南岭股份、锦昌投资、深航集团、润信海德

执行会长、联盟执行主席林慧出席并致辞。来自中小企业200多人参

10月27日

加，共享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所带来的智慧与成果。

家深入沟通交流，并达成若干合作意向。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第四届同盟会在会长巽寮湾正式成立！

深商联秘书处负责人接待南航深圳分公司邹燕书记一行到访，就相关
10月14日

等多家会员企业领导，出席常务副会长单位君胜控股公司交流会，大

合作进行商谈。南航拥有航线70余条，全球最大客机A380执飞。金

10月28日

卡银卡和雷达，为深商提供一条龙服务。

本活动将在2天1夜轻松愉快的度假式资源整合与情感互动中完成，让
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企业家深刻了解“商会4.0企业家共赢系统”的理念
和模式。

深商联协办的首届前海法智论坛在紫荆山庄举行，论坛以“创新发展
10月14日

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结合法律查明的独特视角，探讨“创新

○十一月

发展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当中的热点问题。
第17期深商黄埔军校走进三诺集团，近100多位深商企业家出席活
在马少福主席的引领下，深商联领导参加深商菁英会12位执委首次见
10月18日

面会，来自大中华、康达尔、中意、方大、朗迈等知名企业的青年，

11月3日

以及著名男高音莫华伦老师，大家欢聚一堂，交流学习、畅想未来。

司主办的第12届深圳高级音响展在圣廷苑酒店开幕。这是国内全年度
规模最大、音响品牌最齐全的音响盛会。

责任平台生态链企业”的专题授课，与大家共同分享三诺创新发展密
码。

深商联领导出席副会长单位、深圳老字号企业——雅乐荟投资发展公
10月22日

动。三诺管理中心总监聂沁苑为学员作题为“以设计创新驱动，构建

11月8日

深商联领导接待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肖卫国一行到访，就推进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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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目对接会暨会长暖冬联谊沙龙在圣廷苑酒店举行，近100位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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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由深商总会、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中南新城集团共同举办的深商资

市

商
行，16名企业家，2个小时，成功对接资源55项。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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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11月15日

11月16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宪，她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特种高分
子行业领军人物。

深商联领导拜访参加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的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

华为Mate9宣传片在深商联开拍。万科总裁郁亮为华为终端新品做宣
传片现场录制。深商互帮互助携手同行，华为、万科都很牛。

团、百年厨具、伯尼实业。

深商联领导拜访参加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评选的深圳沃特新材料

家人出席，共襄盛举，欢聚一堂。

11月10日

第七届深圳老字号评审工作组分别走进阳光鼠婴童用品公、中意集

11月16日

限公司董事长周剑，他创立国内首家服务机器人公司，成功开发的国
内首款智能人形机器人Aipha。

深商总会、深商联执行会长林慧为华为新品拍摄宣传片。华为是最受
11月10日

由深商总会、深商联协办的2016深商深职院毕业生校园双向招聘会举

尊敬的世界级企业，任正非是影响中国的深商领袖，深商总会、深商
联愿为中国的标杆企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11月16日

行，来自深商联会员企业大族激光等39家企业参加。这是深商联回馈
会员企业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以满足会员企业的用人需求。

11月10日

深商联领导拜访深圳市投资推广署王有明署长，就海内外活动、在深
投资项目、深圳营商环境以及与深商的合作等事宜进行洽谈。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大生农业集团董事长兰华
11月17日

升。兰华升带领的大生农业集团致力食品安全和健康农业，实现跨越
发展，连续两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由深商联、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深圳中小企业最
11月11日

具投资价值50强暨深圳10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创始人电视评选大赛”
（第一场）初赛在秘书处多功能厅举行，联盟金融服务专业委员会各

11月17日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南联食品集团董事长尉东
东，他对南联、对中国海洋石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员单位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一百多位企业家出席了活动。

由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深圳前海置富金
11月15日

11月17日

融控股集团董事长、深商菁英会主席马少福率20人深商菁英代表团启

CBBC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Kirk Wilson、华南区总监张烽及企业
家一行来访深商联，并与深商企业家就相应的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程前往摩洛哥参加世界气候峰会，开启为期7天的深商菁英摩洛哥、英
国考察之旅。

11月17日
11月15日

11月15日

美国帝国郡郡长Ralph Cordova Jr. （拉尔夫·科多瓦）及深圳市文

深圳市外事办与国际交流基金会2016基金会年度盛典“深士荟”活动
隆重举行。许勤市长及友城代表出席活动。深商联领导受邀参加。

化创意协会领导一行到访深商联，深商领导陪同参观交流。

深商联领导接待常务副会长奔凯科技刘鸣宇和副会长创捷供应链董事
长黄育存到访，就相关合作事宜沟通交流。

11月17日

深商联领导在深商档案馆接待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
辑丁时照一行到访，就中国深商大会相关事宜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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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讲坛《红旗渠的故事》主讲人李蕾一行到访。

圳

市
深商联领导于深商档案馆接待河南省林州市旅游发展委主任、央视百

年大事记
2016

圳

年大事记
2016

11月17日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雷诺表业董事长詹西洲，
11月18日

他始终坚持“雷厉风行，一诺九鼎”的企业作风，成为中国钟表工业

11月24日

百年纪念感动行业人物。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恒富国际董事局主席王富
11月18日

贵，他“一把斧头闯深圳”， 建起强劲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民营集团企

11月28日

业。

11月18日

深商总会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洪涛装饰董事长刘年新。

11月29日

他是少有的儒雅之士，在艺术家中，他又是不可多得的帅才。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走访三诺集团，与董事长刘志雄深入交
谈。

由深商联常务会长邱玫率队的深商风云人物评审组走访天安骏业投资
公司总裁杨毅。

黄山市徽州区文化产业资源深圳对接暨招商会在深商联大厅举行。深
商联领导应邀出席，并与徽州区委书记程红一行沟通交流。

深商联领导走访考察参加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伟鹤。

深商联领导拜访参加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的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
11月18日

军。他是一位在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文化创新等方

○十二月

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

11月18日

深商联常务副会长单位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举行深商交流会，深商总会

12月1日

会长、深商联会长庄礼祥会长率10位会董、常务副会长出席。

深商家人登上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豪华大邮轮，开启4天3晚海上奢

作，讨论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和来年工作事宜。

比利时法兰德斯工商业商会顾问Gilles Suply先生一行到访深商总会、

深商总会、深商联携手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爱娃塔科技有限公司，邀请
11月20-23日

深商联领导向理事会主席、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汇报工

12月1日

深商联。法兰德斯工商业商会会员企业18000家。期望与深商共办论
坛、商务交流。

华之旅。

深商总会联合党委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锦绣桃园深商档案馆举行，市社
11月24日

11月24日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参评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的五

12月1日

谷芳乳鸽饮食集团董事长袁建东。

深商总会、深商联会长庄礼祥率队走访参评第九届深商风云人物奇信
建设集团董事长叶家豪。

会组织党委副书记肖卫国出席并主持会议。深商总会、深商联等4个党
支部负责人参会。

由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七
12月6日

届“深圳老字号”评审会隆重举行，深国免等20家企业品牌被评为第
七届“深圳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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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报业

12月17日，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互联网与时代”论坛在三诺智
12月17日

慧大厦举行，马化腾、王文银、徐少春、刘志雄、杨思卓等近千人出
席，掀起主题为“大鹏乘风”的中国深商大会的帷幕。

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三诺集团合办的深商鹏会揭牌仪式
12月17日

在三诺智慧大厦举行。“深商·鹏会所”将通过深度联谊，搭建优质
平台，高效配置各类资源，在帮扶深商企业家创业投资、公益慈善等
方面共谋共赢。
由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携手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2017深商迎春颁奖典礼在深圳保利剧

12月19日

院隆重举行。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市委书记马兴瑞，深圳市委副
书记、深圳市市长许勤等1500多名深商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商界代表出
席盛会。

深商总会联合党委授牌仪式在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上举行，深圳市社
12月19日

会组织党委书记、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凌冲局长宣读关于成立
中共深圳市深商总会联合委员会成立的批复。

深商投融资产业联盟在中国深商大会上举行授牌仪式，这是深商生命
12月19日

健康联盟、深商专利联盟等十大联盟之后的又一家由企业家发起的行
业联盟，它将助力深商，打造成国内最强最大的基金。

12月19日

深越联合、盛通城誉、联合利丰、博科资讯、友信崧峰、航威实业6家
企业发起深商东盟产业联盟在中国深商大会上举行授牌仪式。

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之“创新与未来”论坛和“精神与情怀”论坛在
保利剧院举行。论坛以首次采用TED模式，以“风”为轴，引发风
12月20日

口、风标、风暴、风向等话题，两两对标，展开讨论。江苏卫视《最
强大脑》节目主持人蒋昌建论坛主持人，用最尖锐、最深入的问题打
造中国2016年度“最高身价”和“最强大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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