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年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将于2017年11月在北京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背景背景

在全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新旧动能交替，“一带一路”倡议，“双创”战略有效实施 ，以及新技术、新模
式、新商业变革的推动下，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亦成为各项战略推
进及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角，重要作用不断突显，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创办于2006年，是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在国务院相关部委和民主党派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
协会联合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社会服务部、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主办的年度盛会。迄今已有来自官
产学研不同领域和中小企业界的18000多位政商人士、知名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了这一年度盛会。

年会旨在服务中小企业，面向中国经济，促进和深化中小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与服务中小企业机构间的跨界交流、
协调与合作。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破解发展难题等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
台。通过年会与政界、商界及学术界建立的工作网络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提
供服务。

主题主题

匠心、赋能、价值、变革

时间地点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11月24日-26日

地点：开幕式：人民大会堂  系列论坛：中国职工之家酒店

组织组织架构架构

冠名单位：冠名单位：包商银行

主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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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中央社社会服务部

致公党中央社会服务部   九三学社中央社会服务部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

中华职业教育社         陕西中医药大学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监督管理局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齐商银行  

天颐中服        微软加速器   伽叶国际集团



中海万润置业    神州企橙     津桥国际集团

公关公关服务机构：服务机构： 博通万里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拟定议程安排拟定议程安排

（一）（一）2017年年11月月24日（星期五）日（星期五） 全天报到全天报到

14:00-16:30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17：30—19：00   贵宾欢迎仪式

19：00—20：30   国学大师主题报告会

（二）（二）2017年年11月月25日（星期六）日（星期六）09:00-11:30

系列平行会议　　日程安排系列平行会议　　日程安排

1、2017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创娱乐产业峰会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关村文创游戏产业发展联盟

2、2017第三届中国中小企业管理创新大会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管理创新分会

3、2017第三届中国养老产业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养老服务专业委员会

4、2017第三届中国美业职业教育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美业分会

5、2017精准扶贫在行动—第三届中国农业商业互联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农业商业分会

6、2017第二届中国展览业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展览展销分会

7、2017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权益保护论坛暨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宣贯会议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中国法学会学术交流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权益保护办公室

8、2017中国特色小镇投资运营与产业招商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9、2017年中国服务中小企业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企橙  知果果

10、2017中国中小企业“资本•智本”投融创新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上市辅导工作办公室

11、2017首届一带一路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津桥国际集团

（三）（三）11月月25日下午日下午  （星期六）（星期六）14:00-17:30

2017第12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开幕式日程安排

14:00-15:30 开幕式

主持人：王民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执行会长 

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

致辞嘉宾：

何丕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共同主席

姜  明，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创始会长

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共同主席

李镇西，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包商银行董事长

拟邀讲话：拟邀讲话：

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领导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领导

15：30—16：45  学习十九大精神，拥抱新的五年

郑  斌，中铁建电气化局董事长            赵  鹏，津桥国际董事长

汪官蜀，重庆曙光工业园投资集团董事长    杜  孟，美国宏盟集团副总裁、亚太区总裁

周世义，北京经开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晓庆，达闼科技创始人兼CEO，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6：45—17：00  中小企业如何找到雄安新区发展的风口   

龚晓峰，河北省工信厅厅长

17：00—17：15  总结发言     杲传勇，齐商银行董事长

出席会议嘉宾：出席会议嘉宾：

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新当选的全体成员、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全体成员

（四）（四） 2017年年11月月26日（星期日）日（星期日）09:00-18:00



12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主题论坛日程安排

09:00-10:00 年会论坛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小企业创造的条件和国际环境

　　主持人：

韩晓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秘书长

　　拟邀研讨嘉宾：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沈国放，前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商学院院长         刘   爽，凤凰新媒体CEO、执行董事、

马  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薛  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姜春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少将

 

10:00-11:15  年会论坛二：年会论坛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和大数据大数据时代时代

---中小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中小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主持人:

刘  怡，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巡视员

拟邀研讨嘉宾：  

关  新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奇点大学投资人

毕  奇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陈忠苏，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李晓东，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石  勇，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田  民，顺丰速运有限公司CTO、顺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张宏江，今日头条顾问，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李海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总工

王泽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8研究所副所长

孙  进，天津爱玛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1：：15 —12：：15  年会论坛三：木兰女性是变革推动者、创新者及领导者年会论坛三：木兰女性是变革推动者、创新者及领导者

主持人:

徐国权，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社会服务部部长

拟邀研讨嘉宾：  

王树彤，敦煌网创始人、CEO      陶  瑩，赞华艺术之家创始人

郭春玲，保定市泰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三八红旗手



罗  霞，陕西依莲雅集团董事长、全国三八红旗手

王梓谦，鼎耀千翔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马卫红，财政部监督局巡视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吴新平，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办副主任

许  湘，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会长助理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年会论坛四：年轻一代与共享经济的中国创新年会论坛四：年轻一代与共享经济的中国创新

主持人：

柴宝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院长

拟邀研讨嘉宾：  

牛  涛，中关村文娱游戏联盟主席   王向明，清华启迪万博集团董事长

叶杰平，滴滴出行研究院副院长     姚啸宇，江苏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思思，知果果创始人             李  刚，小蓝单车创始人

  魏崇涛，抢鲜生活创始人

 

14:30-15:30年会论坛五：年会论坛五：2017中国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投融资高峰论坛暨普惠高峰论坛暨普惠金融金融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峰会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峰会  主题：推进普惠金主题：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扶持小微企业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发展，扶持小微企业和商业模式创新

主办单位：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民间资本分会

主持人：

候雪晶，新华社知名财经记者、经济分析师

拟邀研讨嘉宾：  

贺  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夏赶秋，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民间资本分会执行会长

刘立新，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侯慧聪，包商银行副行长

任素惠，江阴银行行长           邹  倩，齐商银行行长助理、小企业金融中心总经理

高健智，展腾投资集团董事长     石伟杰，神美科技创始人

刘  嘉，北京一路魔方科技有限公司CEO  孙丹婷，群星金融副总裁

 

15:30-16:45 年会论坛六：年会论坛六：

一带一路促进中医药走出去和大健康产业发展

　　主持人：

陈思敬，美国宏盟集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拟邀研讨嘉宾：

刘  力，陕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刘峻杰，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副会长



蔡国斌，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医学教授

许   峰，北京医院副院长            郑群怡，康宝莱中国区总裁

陈  宏，安贞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中国援助缅甸小儿先心病救治专家

邹其芳，瑞尔集团创始人兼总裁       葛  青，润世康健创始人

何晓平，何氏养生创始人             郭俊雄，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特邀副会长

贾晓光，诚伯和创始人

16:45-17:45 大会论坛七：电商、微商促进有机农产品进城入市

主持人：

郭   勇，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农业商业分会名誉会长

曾任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

拟邀研讨嘉宾：  

马  利，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骞芳莉，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

王小兵，农业部信息司副司长

柴跃廷，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组组长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程江芬，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  阳，赛伯乐投资集团总经理

张  勇，沸点天下集团董事长          鲍鑫毳，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展览展销分会

18:30-20:30   表彰活动

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主题餐叙会（闭门会议限邀请嘉宾）

2017年度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仪式

主持人：

李献平，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副会长、包商银行党委书记

部分邀请参会嘉宾：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新当选的全体成员

2017第十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家年会组委会全体成员

 年会期间设立：新产品、新项目，展示、推介、体验专区，企业春节礼品定制定购会

参会指南参会指南

参会须知参会须知

1、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会员单位、友好协会代表推荐代表。分支机构成员。由协会副会长牵头的地方中小企业代
表团。总计参会企业2000家。

2、非会员企业，须交纳会务费5800元/人，不含住宿。

3、非会员报名参加，须提交单位注册的合法资质证明及参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参会企业开据的介绍性。

4、本届年会统一实行线上报名、审核，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由组委会发送二维码，凭二维码办理签到手续，不接
受现场报名。

5、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11月10日。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