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合对象
来自各行各业，对区链技术和应用有兴趣，及有意开
拓中国市场的企业老板、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代表。

In Partnership with

Organised by

课程费用

每人S$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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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00 
(ESG资助费用数额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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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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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婧珽小姐
电邮：chengteng@sccci.org.sg

电话：+65 63378381 Ext 313

陈迦笙先生
电邮：Zekson@sccci.org.sg

电话：+65 6337 8381 Ext 335

数码化转型：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趋势

中文授课

课程目标
• 了解中国数码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
• 洞悉区块链给实体经济创造巨大的创新机会
• 了解区块链的治理模式及其带来的各种商业机会
• 认识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对各行各业造成变革

性的影响

中国的数码经济正以蓬勃之势为国民经济提高质量、
增加效率和转型升级。据不久前发布的《2017全球区
块链企业专利排行榜》显示，中国在区块链专利的增
速远超美国，领先全球。区块链技术发展势不可档,中
国金融界正全力以赴，推进区块链技术作为新金融手
段之一。除了拥有开发和应用区块链的足够人力资源，
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机构和企业，在并不知道区块链
原理和技术的情况下，已经做了具有区块链特征的工
作。当它们理解为区块链之后，有效地改善这些产品，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

2018年7月8日至13日 • 杭州

课程特色
• 课程及案例分析由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专家讲授
• 学习重点：

－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演进
－ 区块链－－互联网新时代的试验石
－ 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商机
－ 中国人工智能(AI)的现状及今后发展趋势展望
－ 阿里巴巴游学项目

• 企业参访与交流学习：

阿里巴巴、杭州未来科技城、趣链科技，以及复杂
美区块链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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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teng@sccci.org.sg
mailto:Zekson@sccci.org.sg


日期 日程

星期天
2018年7月8日

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航班：TR 188 (Scoot)

出发时间：1640 hrs | 抵达时间：2135 hrs

入住下榻酒店：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星期一
2018年7月9日

第1节课: 

课程：“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演进之路”

课程内容：
•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应用
• 互联网与金融的典型模式与发展趋势
• 互金科技与创新
• 互金案例

授课人：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特邀师资刘老师

午餐

第2节课: 

课程：中国人工智能（AI）的现状及今后发展趋势展望

课程内容：
• AI的概念及其目前发展概况
• AI的类型及应用，如语音交互、图像识别，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AI应用
• AI新科技在安保、金融、医疗、交通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 AI今后的发展前景分析，以及区块链与AI的结合对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

授课人：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特邀师资杜老师

欢迎晚宴

星期二
2018年7月10日

第3节课: 

课程：区块链－－互联网新时代的试验石

课程内容：
• 区块链诞生的互联网大背景
• 区块链的基本概念介绍
• 区块链的基本应用领域

• 区块链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应对

授课人：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特邀师资聂老师

午餐

第4节课: 

课程：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商机

课程内容：
• 区块链安全思想，区块链分类，区块链技术原理
• 区块链和信息安全、密码技术的关系
• 区块链的应用发展给企业带来的商机

授课人：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特邀师资、趣链科技副董事长蔡教授

结业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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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日程

星期三
2018年7月11日

第5节课: 

阿里巴巴游学项目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集团）是以马云为首的18人于1999年在浙

江杭州创立，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小企业通过创新与科技扩展业
务，并在参与国内或全球市场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阿里巴巴集团经营多项业务，另
外也从关联公司的业务和服务中取得经营商业生态系统上的支援。业务和关联公司的业务
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
阿里云、蚂蚁金服、菜鸟网络等。

学习重点：
阿里零售区块链分享
• 区块链对于零售行业供应链重构
• 新零售中公有链、联盟链与私有链的选择
• 区块链如何与零售商品进行物联

• 零售商如何在去中心化中留存数据

午餐－弄堂里

第6节课:

阿里巴巴游学项目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学习重点：
阿里巴巴的发展历程
• 阿里巴巴的发展历程
• 阿里的文化是如何炼成的
• 阿里的价值践行
• 阿里文化的塑造（游园参访）

第7节课: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梦想小镇或智能小镇）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http://www.zjwlkjc.com/index.html）

余杭区将在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块规划建设区块链产业园，先期提供5000平方米精装修空间，
充分发挥未来科技城在人才、资本、项目等方面的环境吸引力和优势，优先引入优质、成
熟的区块链项目。入驻项目将享受到未来科技城优惠的产业政策和高效的各种服务，共享
区域发展的成果。

学习重点：

• 全面了解未来科技城规划
• 探究适合外商投资发展的区块链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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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jwlkjc.com/index.html


日期 日程

星期四
2018年7月12日

第8节课:

趣链科技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趣链科技 (http://www.hyperchain.cn/#)

趣链科技是一家以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为方向的企业，公司的核心技术为自主可控的国
产联盟链云平台，服务于金融、电子商务、国际航运、版权保护、不动产交易、健康医
疗等众多领域。

学习重点：

• 了解趣链科技如何使用业界领先的容器云技术、核心算法与管理组件
• 认识趣链科技为企业提供的区块链产品与应用解决方案

复杂美区块链科技（https://www.33.cn/index）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杭州复杂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3 年启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研发与创新，
2014 年申请第一个区块链发明专利：钱包找回功能，并在2017 年 12 月获得授权。目
前已累计申请了50多项区块链技术的发明专利，其中有2项已经获得授权。

学习重点：

• 全面了解区块链底层技术，以及为供应链金融、支付清算、电子合同等应用场景提供
的区块链整合方案

午餐

第9节课:

优客工场
企业参访 + 交流座谈 + 商业联系

参与交流的中方企业来自区块链应用、人工智能及创新科技公司

交流重点：
探讨企业创新思维、新的商业模式及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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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yperchain.cn/
https://www.33.cn/index


日期 日程

星期五
2018年7月13日

第10节课:

市场考察

学习重点：
了解最新市场动态及探寻商机

欢送午餐

下午 自由活动

1930：前往萧山国际机场
乘搭航班离开杭州返新
机场：萧山国际机场
航班： TR 189 (Scoot)

出发时间：2250 hrs |   抵达时间：0355 hrs (14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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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