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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机构 
中国绿公司联盟 

 

政府支持 
河南省人民政府 
 

主    办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联合主办 
河南省商务厅 
 
支持机构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中国城镇化三十人论坛 
英国投资贸易总署 
英中贸易协会 
日中经济协会 
加中贸易理事会 
Autoharvest 基金会 
 
全球合作伙伴 
BMW 
施耐德电气 
松下电器 

 
外交支持机构 
英国驻华大使馆 
日本驻华大使馆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 
 
合作机构 
老牛基金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智库支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长江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马  云：好公司要带点“绿”，我相信绿

公司首先是思想的绿色、意识的绿色，

才是行动的绿色。 

 

柳传志：中国绿公司年会内容求实深刻，

形式生动活泼，能够找准众多中国民营

企业家的需要。 

 

马蔚华：中国绿公司年会是企业家办给

企业家的年会，其独特价值在于企业家

们将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成败得失。  

 

李东生：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

企业家成长，是中国绿公司年会一以贯

之的主题。 

 
 



                                                  
 

2 

2017.daonong.com 
在线注册 

 

核心环节  
 
 

“寻找经济新动能”     全会&主题早餐会 
马  云、刘永好、左  晖、梁建章 
洪  崎、汪  建、朱  民、许小年…… 

 
创变者再造从 0 到 1      创变者专场 

海底捞：让成本中心创造价值 
海丰国际：民企试水国企混改 
用友：企业云服务和商业创新 
ofo：中国式创新路径 
图灵机器人：让机器理解世界 
贝瑞和康：基因、疾病、测序和健康大数据 
女神派：让美丽实现共享 
依图科技：智绘未来 
史克浪体育：体育精品 IP 创新 
火乐科技：颠覆传统娱乐产业 

 

关键话题，关键人物      焦点论坛 
物联网：实体经济助推器 
战略：方向与节奏 
消费升级与产业再造 
转型升级之解 
房地产企业的战略之变 
公益方法论：从精准扶贫到缩小贫富差距 
大企业如何“削山头”？ 
 

电视论坛 
彭博(Bloomberg)电视论坛：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闭门会 
“一带一路”与民企机会 
民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难题与解决之策 
税费与中国企业竞争力 
假货的治理与对策 
民间投资意愿与增速 
如何让资源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食品安全与监管协同 
吴建民基金会 
                           

      从线上到线下 
在线商务会见预约 

河南标杆企业参访 
 

 
 

新型政商关系 

商务连接+企业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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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主题 
分化与进化：寻找经济新动能 

商业社会的发展总是从分化开始，逐步走向进化。当今促成分化的原因主要来

自技术革新，从工业 1.0 到工业 4.0，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从 IT 革命到生物

技术革命，技术正在创造企业增长的“断层”，也在无情地淘汰落伍者。 

    与此同时，技术改变了所有行业的竞争要素，从“质量至上，渠道为王，规模

经济”到“营销至上，流量为王，虚拟经济”，再到“产品至上，服务为王，共生

经济”，每一个商业都在被重新定义，每一个价值都在被重新解构。 

但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有分化就必有进化。新物种因为顺应了环境的变

化而繁荣，也会因为选择的不同而退化。没有进化成新物种的企业，将在竞争中消

失。 

那么，哪些企业将会在这轮商业进化大战中胜出？他们将拥有什么样的商业新

基因？他们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017 中国绿公司年会帮助你寻找到答案。 

 

简要日程 

                                                                                                                                                                                                                                           

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09:00-22:00   参会注册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堂） 

 
全天          商务会面预约 （登录：b2b.daonong.com 在线预约） 

              媒体面对面（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媒体参加） 
 
13:40-17:40   创变者专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A） 

贝瑞和康：基因、疾病、测序和健康大数据 
史克浪体育：体育精品 IP 创新 
女神派：让美丽实现共享 

    火乐科技：颠覆传统娱乐产业 

14:00-15:20   焦点论坛（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C） 

物联网：实体经济助推器 
14:00-15:30   闭门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民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难题与解决之策（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C101） 
食品安全与监管协同（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C202） 

15:50-17:10   焦点论坛（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C） 

消费升级与产业再造 
15:50-17:20   闭门会 

民间投资意愿与增速（定向邀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C201） 

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C101） 

中美商业闭门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C202） 

 
18:00-19:00   自助晚餐 
19:00-19:30  中国绿公司联盟入盟仪式（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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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 万豪酒店 58层） 

19:30-22:30   绿盟研习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大企业如何“削山头”？（JW 万豪酒店 58 层） 

           
2017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全天          商务会面预约 （登录：b2b.daonong.com 在线预约） 

              媒体面对面（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媒体参加） 
 
07:00-08:20   早餐会 

朱民专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C） 
许小年专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A） 

               
08:50-11:50   创变者专场（松下空间-JW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2） 

ofo：中国式创新路径 
依图科技：智绘未来 
图灵机器人：让机器理解世界 

08:50-10:10   焦点论坛 
战略：方向与节奏（宝马空间-JW 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1） 
公益方法论：从精准扶贫到缩小贫富差距（施耐德空间-JW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3） 

08:40-10:10   闭门会 
“一带一路”与民企机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JW 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5） 

中加商业闭门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JW 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1+2）

    中日商业闭门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JW 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3） 

假货的治理与对策（定向邀请）（JW 万豪酒店 58 层） 
 

10:40-12:00   焦点论坛（宝马空间-JW 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1） 

转型升级之解 
10:30-12:00   闭门会 

如何让资源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JW 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5）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10:00-11:30   大使闭门圆桌会（定向邀请）（JW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6） 
 
12:00-13:30   恳谈午餐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嘉宾参加） 

              自助午餐 

 
13:30-15:00   创变者专场（松下空间-JW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2） 

海丰国际：民企试水国企混改   
海底捞：让成本中心创造价值 
用友：企业云服务和商业创新       

 
13:30-14:50   焦点论坛（宝马空间-JW 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1） 

房地产企业的战略之变 
13:30-15:00   闭门会 

中英商业闭门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JW 万豪酒店 58层） 

13:20-15:10   税费与中国企业竞争力（定向邀请）（JW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5） 

14:00-15:00   吴建民基金会闭门会（定向邀请）（JW 万豪酒店千玺会议室 3） 

14:00-15:00  彭博(Bloomberg)电视论坛  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施耐德空间-JW 万豪酒店千玺大宴会厅 3）

 15:30-18:30   全会 寻找经济新动能（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B） 

 
19:00-20:00  自助餐 
 
201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 
09:30-15:30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大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参加） 
08:30-14:00   企业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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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日程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兼主持人 

 

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09:00-22:00  参会注册 

12:00-21:00  商务会面预约  （登录：b2b.daonong.com 在线预约） 

             媒体面对面（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媒体参加） 

13:40-17:40  [ 创变者专场——未来生活 ] 

创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创变者通过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推

动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本场将邀请一批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创变者”来分享他

们的独到见解。 

 

议题主席： 

陈  浩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总裁 

13:40-14:40  创变者演讲： 

基因、疾病、测序和健康大数据 

周代星 贝瑞和康 CEO 

 

对话嘉宾： 

刘辰辉 杏树林联合创始人 

14:40-15:40  创变者演讲： 

体育精品 IP 创新 
黄斯沉   史克浪体育创始人兼董事长 

 

对话嘉宾：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15:40-16:40  创变者演讲： 

让美丽实现共享 
徐百姿 “女神派”创始人兼 CEO 

 

对话嘉宾： 

苗鸿冰 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16:40-17:40  创变者演讲： 

颠覆传统娱乐产业 
陈兴博 火乐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对话嘉宾： 

张向宁 青怡文华投资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 

14:00-15:20  [ 焦点论坛 ]  
物联网：实体经济助推器  
未来是万物互联的时代，预计 2020 年将有 500 亿个设备接入物联网，并有海量

数据与应用场景连接，企业也将从客户服务转向客户运营。那么， 

-设备之间互联，硬件和通信的标准将如何设定？ 

-物联网产生的大数据将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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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和应用场景的结合会产生哪些新价值？ 

议题主席： 

尹  正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议题嘉宾： 

李  强  美的集团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红超  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刁志中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逸飞 TalkingData 合伙人兼执行副总裁  

富泽克行  三菱电机中国总代表、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Roshy John  塔塔咨询服务全球实践负责人 

14:00-15:30  [ 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民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难题与解决之策 
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如何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地为民营企业

“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议题主席： 

马蔚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议题嘉宾：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刘 君 鹰谷国际集团控股(南非)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驹 招商银行副行长 

张 平 沈阳东管电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 岩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14:00-15:30  [ 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食品安全与监管协同 
食品安全面临较大的挑战，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诉求日益增强，二者

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食品行业亟需加大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投入。如何提

升食品安全水平？怎样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议题主席： 

王  铁 艺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域总裁 

议题嘉宾： 

许廷敏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张 勇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 

周小华 威立雅中国环境服务总经理 

王培亮 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朱献福 鲜易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省食品安全促进会会长 

陈泽民 三全集团董事长 

王  刚 一加一天然面粉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新 文新茶叶董事长 

周健工 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5:20-15:50   茶歇 

15:50-17:10  [ 焦点论坛 ] 
消费升级与产业再造 
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增加，企业的生产方式正在重

塑，消费需求改变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是什么？柔性供应链和柔性生产的发展现状

怎样？企业的制造模式在发生哪些升级？ 

议题主席：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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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嘉宾： 

康宝乐 爱尔兰驻华大使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宏恺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技术规划部副总裁 

内田慎治 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蕴蓝 红领集团总裁 

薛景霞 康利达集团公司董事长 

15:50-17:20  [ 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2016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2017 年中国楼市发展方向，即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应该

是什么？土地、财税、分配、保障都应该做哪些政策调整？ 

议题主席： 

左  晖 链家集团董事长 

议题嘉宾： 

裴志扬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田 明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新桥   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虞学泽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恩智 伊犁仁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5:50-17:20  [ 闭门会 ]（定向邀请） 

民间投资意愿与增速 
民间投资增速近些年一直在下降，从 2012 年的 24.8%下滑到 2016 年的 3.2%。

民间投资意愿持续低迷怎么破？如何破除体制障碍，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议题主席：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议题嘉宾： 

刘永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洪  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文臣 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冯 军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希泰   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 

朱  义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红超 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凌   上海久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15:50-17:20  [ 中美商业闭门会 ]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深化中美互联汽车和清洁技术合作 
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汽车和清洁技术经济体。中美在互联汽车以及未来移动

空间、空气净化、污水处理和清洁发动机技术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会。中

美企业如何推动两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投资人应如何助推中美企业的合作？ 

     议题主席： 

     中方主席  邓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美方主席  Jayson Pankin  AutoHarvest 基金会总裁兼 CEO 

 

     议题嘉宾：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徐井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文一波  桑德集团董事长 

     Jay Kunkel 李尔亚太区总裁，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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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宏顺  李尔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蔡  多  联合技术集团普•惠公司中国区总裁 

     John Carney  美国德尔福有限公司商业化及许可事务部总监 

     Adam Taylor  Greenfield Resources 总裁 

18:00-19:00   自助晚餐 

19:00-19:30  中国绿公司联盟入盟仪式（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主持人： 

程  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致辞： 

马蔚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19:30-22:30  [ 绿盟研习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大企业如何“削山头”？ 
企业集团总部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集权和分权？从中国历史的赎买、

分化、削藩等案例中得到哪些启示？企业如何从人治，转变成制度化、组织化的

治理？本场研习会，将围绕典型案例展开讨论。 

导师： 

梁  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议题嘉宾： 

刁志中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  明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培亮 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游爱国 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 

王长海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  军 天诚盛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2017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07:00-20:00  商务会面预约 （登录：b2b.daonong.com 在线预约） 

             媒体面对面（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媒体参加） 

07:00-08:20  早餐会-朱民专场 
             世界经济金融大变局：结构变化和拐点 

主持人：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演讲人：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 前副总裁 

 

07:00-08:20  早餐会-许小年专场 
             供给侧效率的制度保障 

主持人： 

刘永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演讲人：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08:20-08:50   转场 

08:50-11:50  [ 创变者专场 ] 

议题主席： 

邓  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08:50-09:50  创变者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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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创新路径 
张巳丁  ofo 联合创始人 

 

对话嘉宾： 

陈  宏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CEO 

09:50-10:50  创变者演讲： 

智绘未来 

朱  珑 依图科技创始人兼 CEO 

 

对话嘉宾： 

华先胜 IEEE 院士、阿里巴巴集团人工智能研究机构资深总监 

10:50-11:50  创变者演讲： 

让机器理解世界 
俞志晨 图灵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对话嘉宾：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08:50-10:10  [ 焦点论坛 ] 

战略：方向与节奏 
在智能化、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资源的投入是不成比例

的，企业正在从线性增长模式向指数增长模式转变，企业组织也由传统的科层结

构向生态型组织过渡。在企业指数级成长的背景下，未来的生态组织该如何构建？

企业指数级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企业的战略布局将有哪些改变？ 

议题主席： 

刘  劲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与金融学教授 

议题嘉宾： 

徐井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国伟   新浪董事长兼 CEO 

梁建章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朱文臣 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泽民 三全集团董事长 

08:50-10:10  [ 焦点论坛 ] 
公益方法论：从精准扶贫到缩小贫富差距 
精准扶贫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是扶贫的制度性创新，也是当前缩小

贫富差距的现实解决路径。那么，在扶贫战略中如何寻找“精准”落点？怎么培

育成当地的经济增长点？民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议题主席：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议题嘉宾： 

朱新礼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李新华 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零碳会议授牌： 

杜永胜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 

安亚强 老牛基金会副秘书长 

08:40-10:10  [ 闭门会 ] （定向邀请） 

          假货的治理与对策 
     今天，假货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假售假严重腐蚀了很多领域很多行业，

   也对遵纪守法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毒瘤不仅在动摇我们的经济，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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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摇我们的文化。各方怎样综合治理，重拳出击造假售假？法律威力应该如何加

   强？ 

 

   议题嘉宾： 

   李东生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08:40-10:10  [ 闭门会 ]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一带一路”与民企机会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区位、交通和市场优势的河南，将迎来“枢纽

经济”新时代，迎来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历史机遇。本场将聚焦讨论“一带

一路”战略对河南意味着什么，怎样更好发挥中部“枢纽经济”作用，培育经济

增长点？ 

 
议题主席： 

翁杰明   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议题嘉宾： 

龙永图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刘  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焦锦淼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张占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永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吴亚军 龙湖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刘 君 鹰谷国际集团控股（南非）有限公司董事长 

08:40-10:10  [ 中加商业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加速中加商业流动——未来合作方向 

中国已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加之间跨境投资合作潜力巨大。中方具有资

   本和创新优势，加拿大科研实力雄厚，双方应当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企业能提供

   怎样的解决方案？加拿大成熟先进的金融机构应如何助力中加合作？这是本次

   闭门会关注的问题。 

 

中方主席：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加方主席：  

高诗如 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理事、首席运营官 

 

议题嘉宾：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若雄  天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 

袁旭俊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CEO、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徐  涛  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 

尚帕涅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 

麦家廉 加拿大驻华大使 

王维绛 加拿大皇家银行中国区总裁 

苏朝晖 蒙特利尔银行董事总经理、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刘宇鸿 鲍尔集团副总裁 

郝  磊 加拿大麦肯食品（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郭  健 加拿大金山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 

苏  昭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资深董事 

罗  格 加拿大 Epic Fusion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Parker  Global Acceleration Partners 执行合伙人 

Simon Labrecque 加拿大 Orkan/Epurair 公司副总裁 

Ron Dizy   MaRS 探索发现区能源创新中心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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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10:10  [ 中日商业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消费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新方向 
本次中日专场将介绍伴随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化而出现的日中尖端企业的最新

动态及有关事例，同时探讨两国企业在两个行业之间交叉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以及

未来的投资方向趋势。 

 

议题主席： 

杉田定大 日中经济协会专务理事 

 

议题嘉宾： 

张 勇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左  晖 链家集团董事长 

刘 德 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横尾定显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富泽克行 三菱电机中国总代表、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冈丰树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行长 

10:10-10:40  茶歇 

10:40-12:00  [ 焦点论坛 ] 
转型升级之解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企业进一步转型升

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该如何转？往哪方面转？

如何解决转型过程的企业文化演进问题？ 

 

议题主席：  

徐  涛   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 

议题嘉宾： 

刘永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洪  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东生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秦英林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樋口泰行  松下互联解决方案公司社长  

10:30-12:00  [ 闭门会 ]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如何让资源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中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目前实体经

济面临的困难有哪些？怎么扭转实体经济“缺血”现象？引导社会资源和资金“脱

虚向实”，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议题主席： 

徐井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议题嘉宾： 

陈维忠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马蔚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建章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赵笠钧 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姚红超 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自更 新京报社社长 

10:00-11:30  [ 大使闭门圆桌会 ]（定向邀请） 

 

议题主席： 

马  云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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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 前副总裁 

 

参会外国政要/大使： 

尚帕涅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 

麦家廉   加拿大驻华大使 

顾凯杰   印度驻华大使 

康宝乐   爱尔兰驻华大使 

横井裕   日本驻华大使 

       
12:00-13:30   恳谈午餐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及受邀嘉宾参加） 

              自助午餐 

13:30-15:00  [ 创变者专场 ] 

议题主席：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13:30-14:00  创变者演讲： 

民企试水国企混改 

杨绍鹏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4:00-14:30  创变者演讲： 

让成本中心创造价值 

张  勇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5:00  创变者演讲： 

企业云服务和商业创新 
王文京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14:00-15:00  [ 吴建民基金会闭门会 ] 

   议题主席： 
   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议题嘉宾： 

   施燕华  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 

   龙永图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陈晓芬  远东控股集团投资人、高级顾问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冯  炜  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14:00-15:00  [ 彭博电视论坛 ] 

   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主持人： 

   Stephen Engle  美国彭博财经电视主播 

   议题嘉宾：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 前副总裁 

   梁建章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13:30-14:50  [ 焦点论坛 ] 

房地产企业的战略之变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房地产企业转型的新方向都有哪些？

如何重新制定自己的战略？核心能力如何移植到新模式中来？在此过程中将面

临怎样的挑战？ 

 

议题主席： 

左  晖  链家集团董事长 

议题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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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若雄 天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田  明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 

 

13:30-15:00  [ 中英商业闭门会 ]（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中国绿公司联盟成员参加） 

脱欧带来的商业机遇与挑战 
英国“脱欧”启动之际，本次闭门会聚焦“脱欧”给中英企业界带来的变化、风

险、挑战与商机，对接双方金融、地产、科技、制药等领域的行业领袖、初创企

业与投资机构，共商对策和解决方案，分享成功案例，挖掘合作价值。 

 

议题主席： 

汤姆·特鲁布里奇爵士  普华永道英国公司中国业务部主席、英中贸易协会副主席 

 

特邀嘉宾： 

史云森 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英国国际贸易部代理司长 

   议题嘉宾：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唐  越 小赢理财董事长 

方继勤 携程副总裁兼携程商旅事业部 CEO 

丁  宁 侨福臻藏中国总代表、副总裁 

刘  劲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与金融学教授 

彼得·詹姆斯·巴德 奥雅纳公司董事 

张之皓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企业及金融机构集团总经理 

龙家华 联合利华北亚区总裁 

罗伯特·米勒   凡诺华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姜甦唯 普华永道英国所中国业务部首席合伙人 

斯蒂芬·麦克莱伦 混能航空飞行器公司 CEO 

13:20-15:10  [ 闭门会 ]（定向邀请） 

税费与中国企业竞争力 
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水平？税费水平将怎样影响到企业的

竞争力？税制应该如何调整以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议题主席： 

王冬生 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 

议题嘉宾： 

李万甫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东生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吴亚军 龙湖集团董事长 

王文京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 

张恩智 伊犁仁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高  柱 蒙发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5:00-15:30   茶歇/转场 

15:30-18:30  [ 全会 ] 

议题主席： 

马蔚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致辞： 

河南省领导 

尚帕涅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 

马  云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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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河南省领导 

 

[ 全会演讲 ] 

寻找经济新动能 

演讲嘉宾：  

刘永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汪  建  华大基因董事长 

洪  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  晖  链家集团董事长 

梁建章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马  云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19:00-20:00  自助晚餐 

 

201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 

09:30-15:30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大会（仅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参加） 

08:30-11:30  企业参访，线路一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08:30-14:00  企业参访，线路二 

              建业生态新城、建业绿色基地 

09:00-11:30  BMW 风景试乘试驾，线路三 

   风景试乘试驾线路：黄河游览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