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中国创新协作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一届中国创新协作峰会将于2018年03月在北京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你是否热爱生活却被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搞得七劳八伤？

你是否拥有好的创新方案却仍然找不到支持你的人？

你是否想找到好的项目，并且自己也想亲身参与到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中？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能够进行精益创业，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大幅度提高项目成活率的秘诀？

你是否想了解，创新创业发展到现在，我们该如何去在创新中国的蓝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峰会背景峰会背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具有生命力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基因就
是“可持续发展”的传承基因。

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辈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发展奇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至今天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也都是从年轻时树立的为国家、而民族而奋斗终身的远大志向开始的。

青年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责任主体，是与时俱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
值主体。青年是推动时代进步、历史发展的主力军。

创新协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当今世界、当代中国面临新的发展形势，都面临着如何创造性的通过创新
与协作的新课题。

中国给出了“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协作的“中国方案”，这是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创
新协作的国际大背景。

而青年是推动时代进步、历史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协作首当其冲的是摆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青年面前的重要课题，
也是一份时代责任和使命。

“中国第一届创新协作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本次论坛本着求真、务实、专业的原则，立足中国现阶段发展特点和目标，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站在社会
发展的角度，从创新协作的系统生态、创新协作的本质分析、创新协作的案例分享、创新协作的实践操作、创新协
作的机制体制等五个方面来以及论坛后如何形成持续性的推进措施来设计本次论坛的各项议题内容。

围绕政府、社会组织、科研院校、央企国企、民营经济、双创服务、新型智库、重点行业等领域中涌现出来的具
有“创新协作”示范效应的案例进行筛选。目前备选案例有：中国馆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建设银行温暖工
程、邯郸及九江市双创服务模式、北大1898咖啡、德慧智教育基金、海尔集团、新希望六和集团、华为、小米、腾
讯、阿里、金桥智库、京雄质库、北清商学院、塞纳印象集团、京北金融、和君集团、当代置业、中信国安集团、
中国开曼生鲜CEO社群、云海桥工业4.0等。

2018年，在喜迎春节到来的同时，创新协作也随着国内在双创大潮的推动下孕育而生，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和强大的



技术人才力量成为实现创新协作模式的深厚土壤，理应成为创新协作的发展元年，为了更好的开启创新协作的未
来，本公司作为创新协作单位，特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谋划本次峰会，让社会创新的力量可以真正在中华大地上得
以释放，实现创新的上下联动，最大程度的提高创新变现的效率，降低创新的变现成本，让创新的力量可以惠及全
社会。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月月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14:00-22:00 注册注册  

2月月7日，星期三日，星期三

开幕式开幕式

08:00-08:40 来宾签到来宾签到  

08:40-08:50 【【观看观看创新改变中国创新改变中国活动宣传片活动宣传片《创新之路》《创新之路》】】 会议大厅ABC

08:50-09:00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昌林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全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全国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首席经金融工作委员会首席经

济学家邹平座济学家邹平座

 

 【开幕主题演讲】【开幕主题演讲】创新or创业，我们该往何处去？创新or创业，我们该往何处去？  

自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时代开启以来，我们迎来了全民创业、创新的时代，可是近几年的双创市场虽然取得了一些不俗

的成果，但与此而来的却是以大量的创业公司夭折、项目失败为代价的，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同时还造成了创业人群失

败后的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到底什么是创新？创新的基础在哪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创新？创新与创业的关系是什么？创业与开公

司、做生意是一回事吗？

09:00-11:00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金融室主任、信用室主任李世刚国家发改委经济所金融室主任、信用室主任李世刚

建银国投建银国投(控股控股)集团董事长翟山鹰集团董事长翟山鹰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暂定）或者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马云（暂定）或者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高红冰高红冰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暂定）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暂定）

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暂定）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暂定）

 

11:00-12:00
圆桌论坛：创新协作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创新发展（主持人：周圆桌论坛：创新协作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创新发展（主持人：周

世平世平  嘉宾：嘉宾：李世刚李世刚、马云或高红冰、马化腾、李彦宏）、马云或高红冰、马化腾、李彦宏）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午餐及午休 宴会大厅AB



【主题【主题分论坛分论坛】】文化与教育高峰论坛文化与教育高峰论坛

    2017年，商业世界风云激荡，企业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再次找回经济发展的活力成立大家关注的焦点，创业大潮在资本

寒冬下依然汹涌。大变革时代，不确定性增强，更加凸显文化影响力对和人才发展对于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到底什么

是文化影响力？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的重点有何不同？重建文化影响力，如何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才，我们

最需要做什么？

14:00-14:15

致辞致辞

主持人：主持人：承办方人员承办方人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原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原部

长米建国长米建国

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谭小英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谭小英

分论坛承办单位领导分论坛承办单位领导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5-14:35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14:35-14:55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14:55-15:15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

15:15-15:35 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房地产房地产商会副会长，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商会副会长，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毛大庆

15:35-15:55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冯仑

15:55-16:15 九泰基金副总裁九泰基金副总裁王玉王玉

16:15-16:35 爱国者集团董事长冯军爱国者集团董事长冯军

16:35-16:55 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

16:55-17:15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公司原副总裁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公司原副总裁汪潮涌

17:15-17:35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大学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大学校长校长李绪勇李绪勇

嘉宾对话：文化与教育产业如何同频共振，协调发展？嘉宾对话：文化与教育产业如何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17:35-18:00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

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大学校长李绪勇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大学校长李绪勇

爱国者集团董事长冯军爱国者集团董事长冯军

主持人：主持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

长，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长，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毛大庆



颁奖典礼颁奖典礼

18:00-18:15 颁发文化与教育产业中的创新协作奖项颁发文化与教育产业中的创新协作奖项 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定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定

【主题【主题分论坛分论坛】】投资投资与与法律法律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2015年以后，由于双创热引发的资本的疯狂投资导致资本过热，随着众多项目的滑铁卢的出现，资本的投资态度急转直下，进

入了被称之为“资本寒冬”的时期，虽然各种的路演活动层出不穷，但是真正获得资本青睐的不多，且被投资之后出现的法律问题也

屡见不鲜。另外随着法律服务创业的兴起，市场上的各类服务参差不齐，律师的素质也是乏善可陈，如何整合优秀的法律团队为投

资机构服务，在创业投资和海外并购中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如何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法律服务业整体质量的提升，让这两者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问题！

14:00-14:15

致辞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承办单位领导承办单位领导

主持人：主持人：承办方人员承办方人员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5-14:35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沈志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沈志群

14:35-14:55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

14:55-15:15 北京大学智能金融实验室执行主任刘俏北京大学智能金融实验室执行主任刘俏

15:15-15:35 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陈生强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陈生强

15:35-15:55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总裁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总裁汪林朋

15:55-16:15 商法通创始人马海英商法通创始人马海英

16:15-16:3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

16:35-16:55 腾讯金融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冯明杰腾讯金融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冯明杰

16:55-17:15 安邦安邦保险保险集团副总裁姚大峰集团副总裁姚大峰

17:15-17:35 唯你网首席风险官，美洲银行原副总裁马志伟唯你网首席风险官，美洲银行原副总裁马志伟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资本与法律如何更好的协作以规避投资风险？资本与法律如何更好的协作以规避投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



17:35-18:00

安邦保险集团副总裁姚大峰安邦保险集团副总裁姚大峰

商法通创始人马海英商法通创始人马海英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总裁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总裁汪林朋

唯你网首席风险官，美洲银行原副总裁马志伟唯你网首席风险官，美洲银行原副总裁马志伟

主持人：主持人：腾讯金融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冯腾讯金融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冯

明杰明杰

颁奖颁奖

18:00-18:15 颁发在投资与法律创新协作有突出贡献的企业颁发在投资与法律创新协作有突出贡献的企业 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择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择

2月月8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主题【主题分论坛分论坛】】生态建设生态建设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加速恶化，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五位一体”的发

展格局确定之后，生态发展成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思维惯性，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生态建设工作多数

仅仅关注在环保领域比较突出，生态发展的理念还没有真正的深入人心。因此，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建设，把生态发展和产业

发展、农业发展等各行业的发展统一起来，通过创新协作开放生态建设的红利，真正实现习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签到签到

08:00-09:00 来宾签到来宾签到  

 致辞致辞  

09:00-09:15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  铁铁

承办单位领导承办单位领导

主持人：主持人：承办单位提供承办单位提供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09:15-09:3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王忠民

09:30-09:45 中国中国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协会副秘书长  李建华李建华

09:45-10:00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窦尔翔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窦尔翔

10:00-10:15 京东金融京东金融 CEO陈生强陈生强

10:15-10:30 太平洋太平洋证券证券首席分析师季晓隽首席分析师季晓隽

10:30-10:45 腾讯研究院互联网腾讯研究院互联网+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崔书锋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崔书锋



10:45-11:00 瀚德金创瀚德金创CIO、首席科学家、副总裁曹锋、首席科学家、副总裁曹锋

11:15-11:30 英国电脑院士、香港创新研究所主席吴靖华英国电脑院士、香港创新研究所主席吴靖华

11:30-11:45 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11:45-12:00 望正资本望正资本(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

嘉宾对话：嘉宾对话：如何通过高效的创新协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通过高效的创新协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2:00-12:2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王忠民

望正资本望正资本(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

英国电脑院士、香港创新研究所主席吴靖华英国电脑院士、香港创新研究所主席吴靖华

京东金融京东金融 CEO陈生强陈生强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窦尔翔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窦尔翔

主持人：主持人：太平洋证券首席分析师季晓隽太平洋证券首席分析师季晓隽

颁奖颁奖

12:25-12:40 颁发给通过创新协作对生态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团队颁发给通过创新协作对生态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团队 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择颁奖嘉宾从演讲嘉宾中选择

【主题【主题分论坛分论坛】】军民融合军民融合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2015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随着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30万，军队改革的新征程同步开启，经过了三年的裁军和调

整改革，大量的退役复转军人回到地方就业创业，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融合步伐逐渐加快，军民融合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2018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创新协作促进军民融合事业的发展，是十九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签到签到

08:00-09:00 来宾签到来宾签到  

 致辞致辞  

09:00-09:15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科技科技司原司长陈司原司长陈 静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静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

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

承办单位领导承办单位领导

09:15-09:30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原司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原司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

09:30-09:45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长

李锦李锦

09:45-10:00 公安部公安大学教授公安部公安大学教授王王铼铼



 10:00-10:15 苏宁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黄金老苏宁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黄金老

10:15-10:30 清华大学经商业模式研究工作室主任朱武祥清华大学经商业模式研究工作室主任朱武祥

10:30-10:45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 魏杰魏杰

10:45-11:00
大校、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大校、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师，毛主席孙子毛新宇的博士生，毛主席孙子毛新宇的博士生

导师江英导师江英

11:15-11:30 大校、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骏大校、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骏

11:30-11:45 清道光帝六代孙、颐和皇家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爱新觉罗清道光帝六代孙、颐和皇家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爱新觉罗.启翊启翊

11:45-12:00 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

嘉宾对话：军民融合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前进道路嘉宾对话：军民融合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前进道路

12:00-12:25

大校、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毛主席孙子毛新宇的博士生导大校、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毛主席孙子毛新宇的博士生导

师江英师江英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

苏宁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黄金老苏宁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黄金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 魏杰魏杰

主持人：主持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

会会长长

李锦李锦

 

颁奖颁奖

12:25-12:40 颁发军民融合事业中通过创新协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团队颁发军民融合事业中通过创新协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团队 颁奖嘉宾从颁奖嘉宾中选定颁奖嘉宾从颁奖嘉宾中选定

 

12:40-14:00 午餐及午休午餐及午休  

闭幕式闭幕式

【【闭幕闭幕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创业心态or创业跟风，在创业大创业心态or创业跟风，在创业大潮下潮下如何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如何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

创业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直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创业难道仅仅是指的自己做生意吗？在“大家都去创业了，我不去创业去干什

么？”的创业跟风下，我们是否该跟随这股“潮流”，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找到在时代大潮下的自我定位，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当

代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恒昌集团董事长恒昌集团董事长 秦洪涛发表秦洪涛发表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3:30-13:30-
15:1015:10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宋玲发表主题演讲宋玲发表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发表主题演讲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发表主题演讲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发表主题演讲

 

 

【【闭幕闭幕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创新协作如何提质增效，实现创新效率倍增？创新协作如何提质增效，实现创新效率倍增？

创新协作，是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课题，在过去的组织内部的协作对于创新发展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如何突破组织界

限，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之下实现高效的组织协作创新，当下又有哪些组织创新的成功案例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提高创新效率和项目

成活率，可以让更多的创新成果可以涌现出来便利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这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和发现

15:10-15:10-
16:5016:50

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局副局长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局副局长陈文玲陈文玲发表发表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发表主题演讲发表主题演讲

国务院参事、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李玉光国务院参事、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李玉光发表主题演讲发表主题演讲

科技部资源配置司副巡视员邓天佐发表主题演讲科技部资源配置司副巡视员邓天佐发表主题演讲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发表主题演讲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发表主题演讲

 

16:50-16:50-
16:5516:55

北京飞龙创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灵动一刻创始人蔺少晨发布社会化协作创新平台内涵和北京飞龙创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灵动一刻创始人蔺少晨发布社会化协作创新平台内涵和
发展方向发展方向

 

 

16:55-16:55-
17:0517:05

见证见证社会化协作创新平台社会化协作创新平台战略合作签约、授牌战略合作签约、授牌  

17:05-17:20 创新协作相关奖项颁发仪式创新协作相关奖项颁发仪式  

17:20-17:30 见证见证中国创新协作联盟成立，并中国创新协作联盟成立，并发布《发布《中国创新协作宣言中国创新协作宣言》》  

17:30-:30-

17:4517:45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发表主题演讲发表主题演讲  

17:45-18:30
圆桌对话：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格局圆桌对话：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格局（主持人：（主持人：邓天佐邓天佐  嘉宾：李世刚、马云或高红嘉宾：李世刚、马云或高红

冰、林毅夫、魏建国、裴长洪、李玉光、百度嘉宾、蔺少晨）冰、林毅夫、魏建国、裴长洪、李玉光、百度嘉宾、蔺少晨）  

峰会闭幕峰会闭幕

19:00-21:00 主题晚宴交流主题晚宴交流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早鸟票99元/人 - 说明：说明：1、全程参与；2、预留席位；3、精美礼品一份；4、限量100张

商务晚宴：666元/人。



VIP999元/人 - 说明：说明：1、预留VIP席位；2、VIP午宴；3、精美礼品一份；4、仅限100名额

尊享VIP1999元/人 - 说明：说明：1、尊享VIP席位；2、与大咖尊享午宴；3、精美礼品一份；4、仅限50名额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