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合对象
来自各行各业，有兴趣发掘中国养生养老及绿色食品产业商
机，及有意开拓云南市场的企业老板、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
代表。

In Partnership with

Organised by

课程费用

每人S$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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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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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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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0 8313

陈迦笙先生
电邮：Zekson@sccci.org.sg

电话：+65 6430 8335

中国绿色食品、养生养老行业
发展前景与商机

中文授课

课程目标
• 认识中国养生养老产品结构和管理策略
• 了解中国未来养生养老行业的发展趋势及智慧养老相关

技术开发方向
• 获悉中国养生养老行业需求空间及供给能力预测
• 学习中国养生养老行业、绿色食品行业的营销策略及建

议
• 探索中国养生养老行业、绿色食品行业及其相关产品的

新商业机会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人类生活
方式的改变，医疗卫生、绿色食品、营养保健、健身休闲
和养生养老等健康服务功能的健康产业已经成为了引导中
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产业。有鉴于资讯
通信科技的日新月异，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创新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智慧养老
已成为了最新趋势,为现今中国养生养老行业带来巨大的全
新市场机遇。

2018年11月8日至13日 • 昆明

课程特色
• 课程及案例分析由业内专家教授
• 学习重点：

－ 云南知名养生养老行业机构、知名中医学院
－ 中国领先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 实地考察绿色食品和养生产品产业
－ 参观“2018中国昆明国际养生养老产业博览会”

企业参访与交流学习：
云南省商务厅、云南中医学院、云南老年大学、古滇王国
养生养老基地、农业博览园，以及能投集团盐业、生物和
野生菌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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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teng@sccci.org.sg
mailto:Zekson@sccci.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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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018年11月8日

抵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航班：MI 912

出发时间：0815 hrs | 抵达时间：1205 hrs

入住下榻酒店：天恒大酒店或同等级酒店

欢迎晚宴并欣赏民族艺术表演

星期五
2018年11月9日

第1节课: 

参加“2018第二届中国（昆明）国际养生养老产业博览会”开幕式

中国（昆明）国际养生养老产业博览会以“七养生养老彩云南·健康生活目
的地”为主题，以“健康生活、休闲养生、品味人生、幸福养老”为口号。
届时，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养生养老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以
及行业人士将齐聚昆明，探讨新形势下，养生养老产业的发展新趋势和新途
径，领会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养生养老产业制定的新政策。

学习重点：

• 了解中国的养生养老产业的发展及新趋势
• 发现中国养生养老相关产品和市场带来的机遇

午餐

第2节课: 

云南省商务厅
礼貌拜会 + 交流

云南省商务厅是主管全省内外贸易、口岸与经济合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主
要为拟订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口岸建设发展
的政策措施并推行实施；研究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并提出对策建议等
职责。

学习重点：

• 了解云南的投资环境并交流关外商投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信息。

第3节课: 

云南中医学院
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云南中医学院创建于1960年，是全国第二批成立的高等中医药本科院校，为
云南省唯一一所中医药本科院校。学校建有世界唯一的中医西学博物馆。随
着新经济发展，学院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围绕云
南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为云南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推进特色鲜明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建设。

学习重点：

• 了解云南中医学院的院校规划、医务管理、中医药人才培训交流机制，并
探讨开展人才培训等相关交流与合作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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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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2018年11月10日

第4节课: 

课程：银色经济发展前景与商机

课程内容：
• 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催生了银色产业
• 银色产业的差异性和市场潜力
• 老年市场细分及银色产业带来的商机

授课人：
待定

午餐

第5节课: 

云南老年大学
参访 + 专业介绍 + 座谈

云南老年大学创建于1985年，功能定位为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健康长寿，服务社会。

学习重点：

• 参观老年大学的学习内容和教育形式
• 学习如何全面推进老年教育、并与养老事业相结合
• 交流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办法、运行机制、教育教学方法及师资、课程

建设等情况。

晚餐

星期日
2018年11月11日

第6节课: 

课程：绿色食品行业发展前景与商机

课程内容：
• 绿色食品的概念和特点
• 发展绿色食品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
• 绿色食品行业如何开拓新的市场
• 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打造“互联网+绿色食品”

授课人：
待定

午餐

第7节课: 

智慧养老平台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座谈

云南省互联网+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为云南省民政厅搭建，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全力构建创新、智慧养老模式，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学习重点：

• 认识中国如何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创新健康养
老服务模式，以及智慧养老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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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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2018年11月12日

第8节课:

古滇王国养老养生基地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七彩云南·古滇名城坐落于云南昆明滇池南岸，占地1.6万亩，依托云南得天独
厚的气候人文资源、500里滇池山水宜居环境，是一个集文化体验、旅游观光、
休闲养生、商务会展、娱乐、办公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
其中的滇池国际养生养老度假区，以“情同父母，奉若亲生”的一流服务理念，
打造面向全国的国际化养老养生基地、多种开发模式融合的养老产业示范区及
国际化运营服务水平的养老养生示范工程。

学习重点：

• 直观了解昆明市政府制定的健康产业规划
• 重点介绍云南省政府支持昆明建设大健康产业示范基地

午餐

第9节课:

能投集团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座谈

能投集团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国有全资公司），
现为盐业化工产销一体化的大型盐和盐化工上市公司，同时也是云南省政府授
权唯一经营合格碘盐的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食盐、工业盐、日化盐、PVC、
烧碱等系列产品。于2006年6月，以7000万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能投生物公司是能投集团控股的混合制企业。目前主业为农业特色产业综合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正逐步转向生物医
药和大健康领域。

能投野生菌公司是云南唯一一家省级政府支持的特色野生菌专业公司，是主营
农产品粗、精、深加工，跨境电商及食品贸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正全力建立
与完善全球全季全品野生菌、坚果及蜂蜜等绿色食品的全产业链运营及配套服
务。

学习重点：

交流绿色食品的创新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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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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8年11月13日

第10节课:

晨农集团农业博览园
企业参访 + 专业介绍

晨农农博园位于“滇中粮仓”嵩明县境内，占地1008亩，总投资3.6亿元，依
托独有的交通区位（昆明国际机场15分钟经济圈、昆明主城30分钟经济圈）和

生态环境优势，以及昆明晨农集团的支持，突出发展都市农业、科技农业和休
闲农业，构建立足昆明，辐射云南，融生产示范、科技研发、农业休闲旅游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昆明晨农农博园。

学习重点：
了解最新农业发展和市场动态并探寻合作商机

欢送午餐

1430：前往长水国际机场

乘搭航班离开昆明返新
机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航班： MI 915

出发时间：1845 hrs |   抵达时间：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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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