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合对象
有兴趣发掘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食品加工行业、冷链物
流及海洋生物科技领域的企业老板、高级管理人员和公
司代表。

In Partnership with

Organised by

课程费用

每人S$4,460
(包括专家授课、商业会议、座谈、企业参访、
部分膳食、当地交通，以及5晚酒店住宿。)

政府资助后课程费用为：

S$1,338.00 
(成功获得ESG资助参加者需缴付的费用）

学员须自理往返中新机票以及个人消费。

政府资助
此项课程获得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提供高达
70%资助。资助申请仅限服务于新加坡注册
公司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付款详情

学员须于接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报名录取通
知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缴付$150报名费。
报名费可从课程费用中扣除。参加者需于出
发之前15天缴清课程费用。

报名办法
即日起至 2019年9月28日 (星期六) 前完成相
关报名手续。

预定录取名额为20名，采先报先审方式，额
满即止，报名从速！

垂询，请联系：
陈迦笙先生
电邮：Zekson@sccci.org.sg

电话：+65 6430 8335

中国海洋经济及食品加工业
发展前景与商机

中文授课

课程目标
• 了解山东食品加工业与休闲、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

合的新业态及发展趋势
• 考察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等领域的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
• 考察海洋牧场示范区和海洋经济创新示范项目及其带来

的商业机会
• 探索中国海洋产业带来的经济潜力与发展机会

中国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
决策，依托高新技术的新兴海洋产业迅速崛起，海洋经济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新动能。烟台作为中国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在水产养殖、滨海旅游、海洋
装备制造、港口物流、海洋新能源等领域建立了坚实的产
业基础。威海大力实施“海洋强市”战略，是中国最大的
渔业生产基地、海洋水产品加工物流基地、著名的海鲜城，
被评为中国休闲渔业城市。

2019年10月13日至19日 | 烟台·威海

课程特色
• 课程及案例分析由烟台大学海洋学院学术专家及

业界领袖讲授
• 学习重点：

－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及趋势
－ 山东优势产业介绍及经商环境分析
－ 中国食品加工业新业态、新趋势
－ 烟台、威海海洋产业潜在商机

企业参访与交流学习：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烟台东城药业、烟台骅
达冷链物流基地、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蓬莱中
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东方海洋云溪基地、威海市
海洋发展局，威海海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海外市场工作坊是由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和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主办

mailto:Zekson@sccci.org.sg


日 期 日 程

星期日
2019年10月13日

出发前往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航班：中国东方航空 MU 544 (新至上海)  MU 5525 (上海至烟台)

出发时间：0055 hrs | 抵达时间：1055 hrs

（经停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入住下榻酒店：烟台万达文华酒店

午餐

自由活动

晚餐

星期一
2019年10月14日

开学典礼

第1节课: 

课程: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

课程内容：

• 中国海洋经济战略规划和发展现状
• 海洋经济产业布局
• 支持政策

午餐及参观烟台大学校园

第2节课: 

课程：中国海洋产业带来经济潜力与发展机会

课程内容：

• 了解中国海洋产业的新发展、新技术、新趋势
• 认识海洋经济带来的经济潜力和发展机会

欢迎晚宴

活动日程 (以付梓时为准)

以下活动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日 期 日 程

星期二
2019年10月15日

第3节课: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礼貌拜会 + 专业介绍 + 座谈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负责贯彻执行海洋和渔业方面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负责研究提出全市海洋和渔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建议。负责协调海洋事
务，拟订全市海洋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海洋资源高效利用规划。

学习重点:
• 了解烟台海洋产业发展和趋势
• 交流投资合作机会

午餐

第4节课: 
烟台东诚药业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2012年5月成功登陆深交所。
历经近20年的积累和发展，东诚药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覆盖生化原料药、中

成药、化药、核药四大领域；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制药企
业集团。东诚药业作为国内生化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原料药产品肝素钠及
硫酸软骨素凭借工艺、可靠质量，赢得了卓越的国际权威机构认证，产品
90%以上销往欧盟、美洲、亚太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众多全球知名药企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学习重点：
• 考察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

第5节课：
烟台骅达冷链物流基地
企业参访+专业介绍

“烟台骅达农产品冷链物流批发市场项目”(简称骅达城)，由烟台骅达农产品

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骅达城共分为国标海参加工中心，国际海产及
肉禽类冻品和冷冻调理品直供中心，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三大板块。集海参加
工、展示交易、体验拍卖、物流配送、优质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和线上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于一体。

学习重点:
• 了解骅达城的智慧冷链运营模式
• 考察骅达城集加工、展示、交易及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链

晚餐

活动日程 (以付梓时为准)

以下活动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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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19年10月16日

第6节课: 
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2006年发展为山东汇洋集团。集团现

已成长为集远洋捕捞、水产品加工出口、调理食品的精深加工销售，海水养
殖育苗、造船为一体的综合性股份制企业。通过全体员工多年来的共同努力，
先后被授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全国
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国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机构、国家级出口水
产品标准化综合试验区、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
星企业；集团的调理食品被授予“中国名牌”的荣誉称号。

学习重点：
• 了解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 考察京鲁渔业在食品领域的技术创新

午餐

第7节课: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下称“京鲁船业”)成立于2006年，隶属青岛融

发集团，是国有控股大型现代化船舶修造企业，以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为主营业务，总面积180万平方米，年生产能力100万载重吨。公司是山东省
船舶工业“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大型造船企业。2014年，京鲁船厂被授予“
两岸(蓬莱)渔业合作交流示范基地”，被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授予“山东远
洋渔船设计造船基地”。

学习重点：
• 考察智能造船和造船业的技术创新

自由活动

活动日程 (以付梓时为准)

以下活动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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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019年10月17日

酒店早餐及退房

第8节课:

东方海洋云溪基地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东方海洋云溪休闲海钓钓场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拥有人工鱼礁海域690
余公顷，标准化海水垂钓池塘200余亩，岸上配套服务区40余亩；钓场海岸线
长1500余米，设专业海钓路亚池钓位50余个、岸边钓位300余个，建有1个海
上垂钓平台和2个海上垂钓网箱；是以休闲垂钓、赶海探险、沙滩娱乐、海珍
品养殖观光、特色餐饮住宿等为主题的综合性休闲度假园区。

学习重点：
• 考察“海洋” + “生态”+ “休闲旅游”的业态

午餐

出发前往威海
入住下榻酒店：威海香海豪生度假酒店

晚餐

星期五
2019年10月18日

酒店早餐及退房

第9节课:
威海市海洋发展局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威海市海洋发展局主要负责研究提出海洋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海洋产业政策
的建议，并组织实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负责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
管理、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海洋监察、渔船检验和渔政渔港监督
管理、海洋渔业科技和对外合作等。

学习重点：
• 了解威海海洋产业布局和海洋经济发展态势
• 交流投资合作机会

午餐

第10节课：
威海海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威海海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创建于国家海洋战略新区威海南海，公

司是威海市文登区水产养殖协会的会长单位。主要经营海水养殖技术的研发、
技术推广服务；海洋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及销售；鱼、虾、海参工厂化养殖；
水产品加工、批发及销售。

学习重点：
• 考察海洋生物科技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

活动日程 (以付梓时为准)

以下活动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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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10月18日

乘车前往威海机场

机场：大水泊机场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转机
航班：FM 9354（上海航空）
出发时间：1655 hrs | 抵达时间：1900 hrs

星期六
2019年10月19日

乘搭航班离中返新

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
航班： MU 543 (中国东方航空)
出发时间：0005 hrs |   抵达时间：0525 hrs

活动日程 (以付梓时为准)

以下活动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