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各行各业，对于企业创新以及了解中国新思维、新市
场有兴趣的企业老板、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代表。

A Programme by

Organised by

*符合技能创前程进修奖条件申请者：

课程费用将获全额资助 ($0)
或

每人S$5,000
*此项课程获得“技能创前程进修奖”高达
S$5,000资助。欲知更多有关透过企发局(IES)申
请“技能创前程进修奖”的详情，请上网查阅：
http://www.skillsfuture.sg/studyawards/
international-business

课程费用包括专家授课、座谈、商业会议及企业
参访、往返新加坡－上海经济舱机票、5晚酒店
住宿、部分膳食及当地交通。
学员须自理个人消费。

付款详情

学员须于接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报名录取通知
后的10天之内，缴清课程费用。申请“技能创
前程进修奖”的参加者需事先缴清课程费用。成
功获批后，申请者会将会收到由政府资助的
$5,000 款额。

报名办法
即日起至 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 前完成相关
报名手续。

预定录取名额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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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 8381 Ext 335

陈玉凤小姐(中国办事处)
电邮：gekhong@sccci.org.sg

中国：新趋势！新思路！新市场！

中文授课

• 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的成因及特点
• 全球视野洞察新消费和新零售趋势
• 洞悉中国当代商业社会三大典型特征以及针对中国

年轻消费者的市场实践策略
• 了解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创新的基础，并且认识和理

解客户，掌握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创新内容和商业创
新的价值

由于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全球竞争和消费者行为的改
变等因素，要如何融汇中西智慧，用全新的战略思维，
重新审视中国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
个商业生态，是所有新加坡企业领导必须思考的核心
问题。本次活动提供实操型的授课与解决方案，注重
案例剖析的分享与交流，为学员打造一个系统研修、
理论提升和实战交流的机会。

2017年9月24日至29日•上海

• 课程及案例分析由上海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
专家讲授

• 学习重点：
－ 人工智能的前生、今世、未来
－ 树立大局思维，及时应对当前社会的机遇和挑战
－ 在行动中善于危中求机、危中抓机
－ 人才管理的秘钥 (80/90后的管理)

－ 探讨企业创新思维与商业模式

• 企业参访与交流学习：

盒马鲜生、亚马逊、第二树循环家具、淑恩化妆品、
普瑞斯红酒庄、酷泥马文化、云半间野奢精舍

海外市场工作坊是由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主办。

课程目标

课程特色

适合对象

免费!
扣除政府资助
课程零费用

http://www.skillsfuture.sg/studyawards/international-business
http://www.skillsfuture.sg/studyawards/international-business
mailto:Zekson@sccci.org.sg
mailto:gekhong@sccci.org.sg


星期天
2017年9月24日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航班：MU 546 (China Eastern)

出发时间：1010 hrs | 抵达时间：1535 hrs

入住下榻酒店

出席欢迎晚宴

星期一
2017年9月25日

开学典礼

第1节课: 

课程：“下一个风口：智能时代的到来”

演讲内容：
•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成因及特点
• 人工智能的前生、今世、未来
• 案例介绍

主讲嘉宾：
谷来丰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新硬件与智能制造研究者。撰写《中国还在“互
联网夹”美国已进入“新硬件时代”》掀起新硬件时代讨论热潮。

午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第2节课: 

课程：“新趋势 新模式 新未来”

演讲内容：
• 全球视野洞察新消费新零售趋势
• 巨头未来布局与新锐企业动态
• 技术升级驱动新零售变革重构
• 新零售业态模式创新与设计方法及企业战略转型升级必要性思考

主讲嘉宾：
方宝庆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现任APTI美国太平洋团队事业机构总裁；国际及中
台两岸多国籍企业、商业地产、零售连锁、餐饮管理专家。。

晚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星期二
2017年9月26日

第3节课: 

课程：“消费心理变迁下的市场实战策略”

演讲内容：
• 中国当代商业社会三大典型特征
• 针对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市场实践策略
• 案例剖析：共享经济代表摩拜单车、马拉松、SNH48

主讲嘉宾：
刘寅斌副教授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浪微博传播顾问，兼任百胜餐饮集团社会化媒体顾问，南
湖晚报社会化媒体顾问。

午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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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7年9月26日

第4节课: 

企业创新与商业模式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盒马鲜生会员店(浦东)
盒马鲜生是阿里巴巴对线下超市完全重构的新零售业态。盒马是超市，是餐饮店，也是菜
市场。消费者可到店购买，也可以在盒马App下单。而盒马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快速配送：
门店附近3公里范围内，30分钟送货上门。在这里消费需要下载盒马App，只支持支付宝付
款，不接受现金、银行卡等任何其他支付方式。

学习重点：
• 了解中国目前最火红的“新零售”业态和运作模式
• 体验中国时尚新潮的社区“新网红”的购物和用餐环境

晚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星期三
2017年9月27日

第5节课: 

课程：“互联网思维与商业模式创新”

演讲内容：
• 了解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创新的基础
• 掌握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创新内容和对商业创新的价值
• 认识和理解客户，推动消费者的参与和分享

主讲嘉宾：
许斌老师
上海福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微软(中国)创新中心首席O2O 专家，中国云联盟
常务理事。曾任神州数码、微软等公司高管，获得微软中国最具销售影响力人物。

结业典礼 / 午餐

第6节课:

仓储与物流管理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亚马逊（https://www.amazon.cn）
亚马逊中国是一家中国B2C电子商务网站，前身为卓越网，被亚马逊公司收购后，成为其
子公司。经营图书音像软件、图书 、影视等。亚马逊中国总部设在北京，并成立了上海和

广州分公司。亚马逊中国致力于从低价、选品、便利三个方面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可信赖的
网上购物环境，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网上零售的领先者。

学习重点：

• 了解电子商务平台的仓库储存和物流管理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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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7年9月28日

第7节课: 

人才管理的秘钥（企业董事CEO分享）
企业参访 + 座谈

第二树循环家具 (www.deartree.cn)

第二树是中国领先的二手办公家具综合服务商。第二树隶属于北京京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品牌二手家具连锁服务商，专注于中高档品牌办公家具回收、销售、租
赁、维修、仓储业务。现拥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共3.3万多平米的办公家具
仓储与展厅面积。

学习重点：
• 了解第二树理念与文化
• 了解对于80/90后的管理、教练领导力
• 企业实际案例分享及交流

午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第8节课: 

市场考察: 了解上海最新市场的状况
企业参访 + 交流

上海康师傅总部 / 来伊份总部

晚餐 － 体验上海创新特色的餐饮文化

星期五
2017年9月29日

第9节课: 

企业创新思维与全新商业模式
交流座谈 + 商业联系

交流地点：衡山宾馆

参与交流的中方企业：
• 淑恩化妆品 (主板上市公司投资创新化妆品企业) 总经理费丽曼
• 普瑞斯红酒庄 (众筹完成法国酒庄收购) 总经理江小玲
• 酷泥马文化 (表情包使用超过8亿的潮流IP公司) 董事长李成杰
• 云半间酒店 (单价3千以上的隐奢概念酒店) 董事长江王业

欢送午餐

乘搭航班离开上海返新
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航班： MU 545 (China Eastern)

出发时间：1630 hrs |   抵达时间：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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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