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址：www.nssti.cn    电话：0755-2697 9866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南山知识服务大楼 706-707＆712-715 室 

第九届深港知识服务业高峰论坛邀请函 

“科技服务+”推动“双创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速 

 

我们的双创 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未来 

 

中国 ● 深圳 

2016.09.20 

指导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科协） 

承办单位：广东深港知识服务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 

协办单位：深圳市中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深圳市中小科技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创+空间 深圳市创加创客发展促进中心  

创客公益大学 深圳市创客服务联盟  深圳大数据产学研联盟  广东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深圳市 3D 显示产业标准联盟  企业公益大学 思睿产

业研究中心 台湾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国际合作处 HWTrek 深圳市德赛工

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计算机学会深圳分部

(CCF 深圳) 

媒体支持：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深圳都市报、蛇口消息报、

南山区影视中心、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 

论坛时间：201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14:00-17:35（签到时间：14:00-14:30） 

论坛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洲智邦 讯美科技广场 1 号楼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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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您参加！您必不虚此行，我必虚位以待！ 

【论坛嘉宾】 

5 位大咖，全球化视野，全面了解“科技服务+双创+实体经济”生态链 

4 位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经验尖端干货分享，深入分析，脑洞大开 

主讲嘉宾：卢阳旭 

演讲主题：双创与共享经济发展 

嘉宾寄语：双创是求新求变，共享产生不可预估价值。 

中国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讲嘉宾：李学金 
演讲主题：深圳科技产业的全球化视野 

嘉宾寄语：在深圳，你离全球化只有一步，只是这一步，你

怎么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研处处长 

 

主讲嘉宾：Hendrik Werner（荷兰） 

演讲主题：创客服务国际化能力提升 

嘉宾寄语：你是创客？不好意思，我也是！你的需求和难处，

我都知道那么一点点，来，我们聊聊。 

深圳国际创客协会创始人 

Trouble Maker 硬件加速器创始人 

 

主讲嘉宾：王艳梅 

演讲主题：构建创新生态链，建设南山双创示范基地 

嘉宾寄语：双创生态对于每个人都是机遇，双创基地为企业

和创客的发展摆了一桌资源大餐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秘书长 



  

网址：www.nssti.cn    电话：0755-2697 9866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南山知识服务大楼 706-707＆712-715 室 

主讲嘉宾：陈建宏（台湾） 

演讲主题：“科技服务+”与双创面临的跨领域整合及挑战 

嘉宾寄语：什么是跨领域整合？这次，我希望和深圳的朋友们

来整合整合，挑战挑战，合作合作。 

台湾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策略合作伙伴负责人 

创新力提升计划、信息服务业发展计划主要负责人 

 

对话嘉宾：郑达林 

对话主题：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创新平台 

嘉宾寄语：我们一直在求新求变！我们帮创客做了一些事，而

创客朋友们对我们的帮助更大。 

 

深圳市中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话嘉宾：朱骥 

对话主题：实在一点，创新就靠谱一点 

嘉宾寄语：总有人问我，作为检验检测公司，为什么要做创客

服务平台。我只能说，我们是这个行业第一个做的，我只想做

一点不一样的事，让自己觉得还能做点事，还能行。 

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话嘉宾：邓学璟 

对话主题：每家创客空间都不一样，我们只是够专注 

嘉宾寄语：做创客空间和服务，要和创客在一起，其实我也是

创客。因为我们专注，所以能做一些创客朋友喜欢的事。 

 

深圳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对话嘉宾：巫荣展（台湾） 

对话主题：我就说说台湾的创客是怎么玩的 

嘉宾寄语：台湾和深圳的创客有什么不一样？我要说，没什么

不一样。有什么一样？那就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台湾硬件智造协同平台 HWTrek 供应链运营副总经理 



  

网址：www.nssti.cn    电话：0755-2697 9866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南山知识服务大楼 706-707＆712-715 室 

【论坛议程】 

第九届深港知识服务业高峰论坛议程（拟）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30 论坛签到 

领导致词 

14:30-14:50 论坛致辞 深圳市、区两级科技主管领导致词 

主题演讲 

14:50-15:10 双创与共享经济发展 

卢阳旭 

中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科学

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博士 副研究员 

15:10-15:30 
构建创新生态链，建设南山双创示范

基地 

王艳梅 

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秘书长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 

15:30-15:50 
“科技服务+”与“双创”面临的跨

领域整合及挑战 

陈建宏 

台湾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策略合作伙伴负责人 

15:50-16:10 深圳科技产业的全球化视野 
李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兼科研处处长 

16:10-16:30 创客服务国际化能力提升 

Hendrik Werner 

深圳国际创客协会及 Trouble Maker 硬件加速器创始

人 

创智 创新 畅想 聚焦——双创对话 

16:30-17:30 

环节一：双创对话 

孵化器、创客空间等创新平台如何助

力创新创业项目腾飞 

环节二：互动交流 

郑达林 

深圳市中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学璟 

深圳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骥 

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巫荣展（Roger Wu） 

台湾硬件智造协同平台 HWTrek 供应链运营副总经理 

17:30-17:35 论坛结束 

 

 

 

 

 



  

网址：www.nssti.cn    电话：0755-2697 9866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南山知识服务大楼 706-707＆712-715 室 

【论坛特色】 

一、 权威专家 

本次论坛云集境内外科技服务、创新/创业及相关行业的权威专家，针对最

新经济形势与创新发展，发表主题演讲，将最前沿、最实战、最创新的资讯与研

究成果无私分享。 

二、 资源服务 

本次论坛将有近 200 家境内外知名企业及机构参会，搭建境内外创新、创

业与科技服务合作交流平台，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支持。本次论坛就是为了让参会

代表更广泛地交流与合作，以科技服务推动双创服务实体经济为契机，更好更快

地创新发展。 

三、 公益服务 

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和广东深港知识服务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将为参会企业、机构提供系列免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创新空间支持、

企业发展及创业培训、技术转移等专项服务。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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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论坛合作洽谈 

周先生：0755-2697 9866   188 1899 7389 

论坛报名渠道： 

本次论坛免费，通过以下方式报名后，我们会通过邮件、短信和您确认报名

并预留席位。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如有疑问请联系： 陈小姐 

0755-2697 9866 

1. 邮件报名：编辑“双创+单位名称+姓名+职务+手机+邮箱”发送至：

tychen@nssti.cn 

2. 微信报名：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szalliance，或长按下图,点击”识别

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微信号，回复“双创+姓名+单位名称+职务+手

机+邮箱”报名。 

 

【路线指引】 

论坛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洲智邦 讯美科技广场 1 号楼一楼展厅（科华路

3 号）温馨提示：倡导绿色出行，建议各单位参会人员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参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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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交：科苑北站：233 路、B839 路、m313 路、m209 路、m355 路 （科

苑路转科华路直行 270 米）或科华路站：236 路（沿科华路直行 10 米） 

2. 地铁：深大站 A4 出口，步行 1000 米到达讯美科技广场 1 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