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举办【2016第十一届中小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举办【2016第十一届中小企业家企业家年会】年会】

      三十多年快速发展，成就了一批具有卓越品质的企业及企业家，他们在各个领域成为行业先峰、区域焦点。在
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物质财富，取得了社会地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同时，我们付出的是廉价的劳动
力、大量的资源浪费与污染，牺牲的是核心价值与文化。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新环境
下，中小企业家更是亲身感受与体验这一轮寒流对企业发展的冲击，中小企业如何从低质、低价的洪流中全身而
退，涅槃重生，开创新天地，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是魄力、是智慧，更需要的是创新的精神与匠心的文化。在巨大
的利益诱惑下，需要我们凝神聚气，聚精聚专，从头再来，从基础做起，实现跃级发展。

时间：时间：11月25-28日

地点：地点：人民大会堂  远望楼宾馆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国商业联合会

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

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

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

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

农工党社会服务部

致公党社会服务部

九三学社中央社会服务部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

参会领导及代表:参会领导及代表: 11位国家领导，50多位国务院相关部委省市导，60多位经济学家，企业家代表将限制在3000位
以内。   

年会主题：年会主题：创新驱动发展、重塑中国创新驱动发展、重塑中国制造制造（开闭幕式、3场高峰会、13场主题论坛、年会晚宴、（开闭幕式、3场高峰会、13场主题论坛、年会晚宴、金融金融圆桌对圆桌对
话高端晚宴）话高端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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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类型：合作类型：总冠名单位（一家）协办单位（三家）特别支持单位（五家）分论坛承办单位、指定用品单位。指定会
议酒水、指定服装等合作伙伴。（高铁、媒体、新媒体选传直接宣传达一亿人次）

奖项题名：奖项题名：

中小企业金钻奖

成长型科技创新型百强企业金牌服务商

商务部AAA信用评级等

百强企业评选

 

中小企业概况：中小企业概况：

庞大数量。庞大数量。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36.5万家，注册企业数量1600万，加上4000多万个体工商户，总数超过
7000万家

重要贡献。重要贡献。中小企业贡献占GDP65%以上，解决就业75%以上，贡献税收50%以上

大有发展。大有发展。2002年国家出台《中小企业促进法》。2015年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每年超过2000位2000位企业家代表参会，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向标方向标，总结20162016，筹划20172017。

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浓缩浓缩千万中小企业发展与成长的轨迹轨迹，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交锋，是一场智慧与智慧与
思想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梦想与价值梦想与价值的舞台。

 

年会看点：年会看点：

1、是中小企业界年度盛典，企业深度参与，企业是年会最亮丽的主角；

2、三场顶极智库专题报告会，展望中国发展未来，共话改革新机遇；

3、八大民主党派亲情参与，搭建一个集工商、科教、文卫、学术、研究、政府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多渠道平台；

4、十场专业论坛及精彩活动，贯穿整个年会，含盖养老、互联网+、农业、管理、信用、金融等热点行业；

5、企业家年会，企业家办，内容聚焦企业实际，务实创新；

6、50位国内官、产、学、研知名专家为中小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最权威的解读，最前沿的资讯；

7、100家各行业经认证的优秀服务机构现场展示、服务与对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求；

8、聚焦企业最关心的话题，由行业企业家讨探分享；

9、2000位中小企业家年终聚会，开启新十年新征程；  

 

年会议题：年会议题：

新资本时代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痛点

传统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与预防

匠心文化的传播与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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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企业家的方向

新环境下，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中国实业的文化与精神回归

再论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远足，企业家的修为

五大任务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新帐单

中国制造，生产与服务的完美融合

中小企业创新，勇敢者的游戏

 

参会群体：参会群体：

1、1500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会员——中小企业家精英群体；

2、100位高端受众，含盖政府官员、著名经济学家及各领域专家；

3、200位金融（银行、证券、投资、互联网金融)行业精英；

4、200位主办单位特邀群体，含盖各民主党派精英群体；

预计参与年会各项活动共计5000人次。

 

合作价值与意义：合作价值与意义：

聚焦中小企业界盛典：一年一度的中小企业界盛会，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是2016年国家中小微企业工作重点
活动之一。年会聚合社会各界资源与力量，搭建学习、交流、合作的超级企业家商圈。

精准的受众群体：社会精英人群、消费意见领袖、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金融家，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更具
有辐身带动的力量。受众不仅仅是现场的精英，更通过平台影响、口碑传播，成为千万中小企业家关注的焦点。

品牌植入形像提升：全方位，立体化的对品牌进行导入，将品牌LOGO、品牌精神、品牌文化以不同方式融入到年
会中，极大提升品牌形像与口碑。

促进合作或销售：2000位精英群体，不仅是巨大潜在准客户群体，同时也是产品与服务的区域性联盟与合作的最有
效通道。现场的交流、沟通与体验，最大化产生购买的需求与动力。

全方位新闻宣传：会前、会中、会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新媒体等媒介的宣传，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以赞
助活动为龙头，结合广告、促销及公关等手段发起浩大的沟通攻势，以迅速提高企业、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

互动体验、效果自然：精心设计的现场互动与体验环节，让您的品牌故事、精神，产品的特点与性能，服务的优势
与价值，可以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产品销售可以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活动内容与形式：活动内容与形式：

1、开闭幕式。国家领导同志、部委领导出席讲话，凝聚共识、鼓舞信心、提升影响力

2、主题报告。鼎极专家“前瞻、独道”的主题演讲

3、专题论坛。行业权威智囊，聚焦行业热点、讨论、分享、交流企业最关心的话题

4、围炉夜话。品茶、品酒、品文化，高端私密的企业家沙龙

5、主题餐会。零距离、面对对餐叙交流，增近友谊与感情

6、咨询合作。现场咨询服务，满足企业运营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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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榜单发布。中小企业热点发布，提升品质，彰显价值

8、企业家大讲坛。树形象、提气质、分享企业家经商与管理的艺术和智慧

 

 

今年年会谈什么？今年年会谈什么？

开闭幕式、3场3场高峰会、13场13场主题论坛和系列配套活动。满足合作伙伴高频词接触、体验的要求

科技与创新、制造与智造、金融与养老，支撑与瓶颈。引爆年会引爆年会

农业与人文、股权与书画，跨界探讨，兼顾千万千万企业家不同的思想。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握手创新求变革，携手伙伴谋发展握手创新求变革，携手伙伴谋发展

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新闻发布会暨合作伙伴签约仪式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新闻发布会暨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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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年9月24日 上午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时间：2016年9月24日 上午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

变革时代，继往开来。798艺术区——个人理念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新的关系—在乌托邦与现实，记忆与未来之
间。是新时期的青年文化经过积淀转向成熟的载体。这里形成的文化将是地方资源的国际化，是个人理想的社会
化。新的798意味着先锋意识与传统情调共存，实验色彩与社会责任并重，精神追求与经济筹划双赢，精英与大众
的互动。

 

凝聚新力量 激发新梦想 领航新希望凝聚新力量 激发新梦想 领航新希望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二届八次理事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二届八次理事会

时间：2016年11月27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7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高屋建瓴新思想，奋力搏击新未来高屋建瓴新思想，奋力搏击新未来

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时间：2016年11月27日 下午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时间：2016年11月27日 下午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官产学研齐聚年会，经济新锐会师北京，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和统一战线相关单位联手发
力，共同破解中小企业发展难题，齐心协力共推中国经济奋力崛起。让我们一起去看更大的世界，亲见更清晰的未
来。

 

行业发展新趋势行业发展新趋势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下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下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农业—“追求生态，奔向自然”—第二届中国中小农业企业发展论坛

养老—“回归社区，康养结合”—第二届中国养老产业发展论坛

创新—“服务你我他，创新千万家”—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管理创新大会

金融—“新金融服务新企业”—第十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论坛暨海外投融资峰会

权益—“护航企业，稳健成长”—首届新法治框架下政商关系研讨会

股权—“人人有股，事事确权”—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股权架构设计论坛

人文—“晓人以礼，厚德致文”—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人文论坛

健康—“共谋万亿，健康产业”—首届健康中国高峰论坛

促进发展新成果促进发展新成果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下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下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雏鹰计划和中小企业现对服务对接交流        第四届全国关心中小企业发展书画展

 

商业文明新延续商业文明新延续

首届中国商业服务论坛暨中国商业新字号命名大会首届中国商业服务论坛暨中国商业新字号命名大会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新人、新路、新商业；新品、新牌、新模式。商业需要变革，产业需要重构，经济需要聚合，这一切靠什么？—
向“新”力！破旧立新，向“新”的能力，决定了你企业的未来。透过新设立的首届中国商业服务论坛,通过第一次
命名中国商业新字号，绝对给新商业文明带来新的思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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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新挑战中国制造新挑战

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论坛暨产业与资本融合峰会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论坛暨产业与资本融合峰会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我国将制造业的 3 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以手
机业为例，中国智能手机虽然占据全球三成以上的份额，但苹果、三星两强却占据 102% 利润的尴尬现实，表明中
国的手机制造商只有靠压榨供货商才能获得生存的养份。这些折射出中国代工类等低端制造行业靠低价竞争已经到
了穷途末路，没有科技支撑的中国制造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充气的纸老虎。

 

前沿分析新战略前沿分析新战略

第二届十大经济学家点评中国经济展望会第二届十大经济学家点评中国经济展望会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上午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在经历了一轮集中置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后置业时代”。“在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过程
中，人们对于精制制造业、完善的服务业、具有创新的教育科学技术产业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这几大领域将成为今
后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十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点评中国经济，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中国未来，更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当下的收缩政策；并强调要避免机械理解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
和补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避免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本应该市场和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而自行解决的问题
将成为展望会最大的亮点。

 

颠覆创造新途径，转型升级新期待颠覆创造新途径，转型升级新期待

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闭幕式暨“新十年、新企业、新人物”颁奖晚会第十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闭幕式暨“新十年、新企业、新人物”颁奖晚会

时间：2016年11月28日 晚上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时间：2016年11月28日 晚上   地点：北京·远望楼宾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陈昌智 陈昌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　

马培华 马培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

王钦敏 王钦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马建堂 马建堂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乌日图 乌日图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何丕洁何丕洁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民革中央副主席

朱光耀朱光耀 财政部副部长

房爱卿房爱卿 商务部副部长

辛国斌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厉以宁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许善达许善达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汤敏汤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刘志仁 刘志仁 著名农业专家、国务院参事

秦志辉秦志辉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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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刘怡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巡视员

吴国华吴国华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巡视员

马光远 马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电视台特邀评论员

邱晓华邱晓华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明康 刘明康 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李荣融 李荣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戴相龙戴相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

魏礼群 魏礼群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

张晓强张晓强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刘燕华 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

金立群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魏建国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

吕祖善吕祖善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世锦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李 扬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王忠民 王忠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李朴民李朴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林毅夫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曹健林曹健林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姚 洋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

蔡鄂生蔡鄂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

郑新立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毛振华毛振华 中诚信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礼辉 李礼辉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

胡德平胡德平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滕 泰滕 泰 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

杨晓嘉 杨晓嘉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海洲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

李稻葵 李稻葵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

陆 磊陆 磊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姚余栋姚余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周 皓周 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曹泉伟 曹泉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

黎 辉黎 辉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全球经营管理委员会成员、董事总经理



文海兴 文海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

廖 理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钱颖一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王昌林王昌林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朱 天朱 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余永定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屈宏斌屈宏斌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6800元     普通参会：6800元      

特邀参加年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式及晚会，全程参加各分论坛及相关主题报告会。含会议资料、会场与驻地之间的
交通费用及会议期间餐费。住宿费自理。

 

嘉宾席礼遇：12800元  嘉宾席礼遇：12800元  

1、嘉宾席专属区就坐，会期佩戴嘉宾证（限30位，额满为止）。

2、在大会纪念会刊上内页刊登整版形象宣传1P。（会刊11.18日截止提交，之后报名客户无法享受此权益）

3、赠送大会纪念会刊5册。

4、优先申请我会理事会成员单位。

5、推荐其他代表参加，可享受会议费每位8折优惠。

6、赠送十一周年纪念礼品一份。

7、获邀参加年会期间特别纪念活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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