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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磨砺，APEC中小企业峰会已经牢牢烙上了中国标签，美丽的杭州，风景如画的蜀南竹
海，最具魅力的西部城市成都，一一留下了峰会的烙印。APEC中小企业峰会为成长型企业搭建起
极具价值的沟通桥梁，大力推动了中国中小企业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峰会的举办在APEC架
构内担当起日益重要的角色。

APEC中小企业峰会现已成为了中小企业在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盛会，无论是2008年的“我们的梦
想，国家的希望”，2009年的“小企业·大梦想”，还是2010年的“中小企业的创造力”，再到
2011年的“成长的力量”，每届峰会都聚焦当年最热点的经济话题，吸引了众多优秀中小企业的
积极参与。从政府到企业，从金融资本市场到咨询研究机构，从国际到国内，企业的创始人、管理
者、投资人、金融家、经济学家、财经媒体人，遍及各个领域。

2012APEC中小企业峰会走进国际旅游岛—海南，落地美丽的“长寿之乡”—澄迈。让我们一起，
探讨和交流，共同寻找中小企业的“突破之路”。

APEC中小企业峰会 在中国



哪些嘉宾出席过APEC中小企业峰会 （时任职务，排名不分先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 东盟秘书长素林

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吉迪拉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
商务部部长助理、
党组成员俞建华 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汤敏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

NBA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

诺贝尔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

星巴克咖啡国际公司总裁约翰·卡尔弗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阿里巴巴CEO马云

东方风行传媒集团董事长李静



复星高科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香港瑞安集团董事局主席罗康瑞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五粮液集团总裁唐桥

GAP大中华区总裁杨得铭

周大福珠宝董事中国区总经理陈世昌
京东商城董事局
主席兼CEO刘强东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

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柯明思 文莱原经济发展部部长Timothy Ong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敦煌网CEO王树彤





亚洲互联网大会
主题日

1



创新,你得不一
样！

2



实业的出路
3



海外市场：重塑
“中国标签”

4



物流业的下一局
5



社会化媒体
企业新营销

6



移动应用——
新经济时代

7



跨国公司专场:
全世界一起做产品

8



时尚的
“制造力”

9



文化：
品牌的生命基因

10



破题：小企业
的资本通道

11



海洋的未来
12



2012年12月07日（星期五）
13:30-21:30 嘉宾注册

19:00-20:30 招待酒会

（暂定）：

2012年12月08日（星期六）
09:00-09:40 峰会开幕式

09:40-10:20 主旨演讲

10:25-12:00

全体会议1：实业的出路
实业是否真正空心化？如何化解实业之困？
重振实业精神，如何让实业安心赚钱，出路在哪里?
转型的瓶颈如何突破？如何在创新中升级？

12:00-13:30 午餐

14:00-15:20

全体会议2：海外市场：重塑“中国标签”
中国制造不仅仅靠价廉物美，在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形势下，如何赢得市场并创造品牌？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的战略的挑战是什么？
中国企业家群体何时真正进入国际舞台？

15:20-16:40

专题论坛1：物流业的下一局
物流业作为融合运输、仓储、货代和信息化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当前的喜和忧是什么？
更多民间投资的进入，将对物流业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区域物流（如物流区、物流带）对如何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在快递市场加速洗牌的今天，会面临哪些更严峻的挑战？



2012年12月08日（星期六）

15:20-16:40

专题论坛2：社会化媒体，企业新营销
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会对舆论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企业的公关营销传媒面对新的形势该如何沟通用户塑造品牌？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定义自己的形象？企业如何应对
突如其来的公关危机？

16:40-16:50 茶歇

16:50-18:10

专题论坛3：移动应用——新经济时代
“APP经济”应用经济的长尾效应？
是大品牌的“新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小团队的“船小好掉头”？
如何更好的规范应用市场，应用经济能延续多久？

16:50-18:10

特别专场：海洋的未来
如何利用海洋资源成就海洋经济?
“蓝色经济”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国际旅游岛如何打造自己的“蓝色经济圈”？

18:30-20:00 招待晚宴

20:30-22:00

晚间论坛：创新，你得不一样
创新，你得不一样，苹果的创新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如何做到与众不同的创新？
如何提供一个创新的资本土壤，培育出一支创新团队？
如何让创新成为一种文化？

（暂定）：



2012年12月09日（星期日）
09:00-09:40 主旨演讲

09:40-11:00

全体会议3：跨国公司专场：全世界一起做产品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合作与协同不可逆转，价值体现在哪里？
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产业链和完善的供应链，中小企业如何加入并实现自我提升？
在本土化创新与细分市场中将创造哪些商业机会？

11:00-12:10

全体会议4：时尚的“制造力”
时尚在哪里，何谓“大时尚”？时尚能带动怎样的商业效应和商业价值？
时尚的“制造力”能为传统产业带来怎样的爆破和新生？
中小企业如何找准自己的时尚落点，怎样实现从“山寨”到“时尚”的蜕变？

12:10-13:40 午餐

14:00-15:20

全体会议5：文化：品牌的生命基因
品牌不仅是商标是名称，更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文化标签，一个卓越品牌的诞生，需要怎样的沉淀和积累？
企业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如何找准属于自己的文化定位？
优秀的品牌文化如何支撑企业的持续创新？

15:20-15:35 茶歇

15:35-17:00

全体会议6：破题：小企业的资本通道
怎样构建“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
民间资本如何为小企业融资破题？
如何为小企业构架新的担保模式？

17:00-18:00 主旨演讲

19:00-20:30 2012渣打银行 · 中国成长企业价值榜颁奖礼暨晚宴

（暂定）：



2012年12月10日（星期一） 亚洲互联网大会
08:30-08:40 开幕致词 – 连接东西方互联网创业生态的桥梁

08:40-09:10 主题演讲1：

09:10-10:10 对话：亚洲移动互联的黄金时代

10:10-10:40 亚洲互联网创新奖项展示 Ⅰ

10:40-11:40 对话：亚洲电子商务的社会化趋势

11:40-12:00 亚洲互联网创新奖项展示 Ⅱ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主旨演讲Ⅱ：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趋势

13:30-14:30 对话：游戏， 亚洲是否还是领导者

14:30-15:00 亚洲互联网创新奖项展示 Ⅲ

15:00-15:10 茶歇

15:10-16:10 对话（亚洲互联网开放工作组OWA）：亚洲创业与创新

16:10-17:40 对话：亚洲风险资本与投资发展趋势

17:40-18:00 亚洲互联网创新奖项展示 Ⅳ

18:00-18:30 闭幕致辞

19:00-20:00 晚宴

（暂定）：



2012渣打银行 ·中国成长企业价值榜
奖 项 设 置

个人奖：

• 年度女性管理奖

• 年度青年创业奖

企业奖：

• 年度新锐企业奖

• 年度绿色企业奖

• 年度创新品牌奖

• 年度时尚先锋企业奖

• 年度移动应用产品奖

• 年度服务中小企业特别贡献奖



中国与APEC：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多边经

济合作组织之一。我国历来高度重视APEC工作，我国国家主席参加了自1993年至2011年的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并于2001年在上海成功主办了APEC第9次领导人会议。

中国已宣布正式担任2014年APEC的东道主。

ABAC（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是APEC中唯一代表工商界的常设机构，负责向APEC经济体领导人提供有利于工商界的发展设想和建议。

APEC中小企业峰会是由ABAC主办的工商界论坛，旨在促进本地区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发展。如何推动中小企业的发

展是APEC的工作重点之一。APEC中小企业峰会的有关成果将与ABAC会议中关于中小企业的建议一并列入提交给

APEC各经济体首脑人的报告中、同时将列入提交给APEC部长会议的报告中。



支持机构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



APEC 海南

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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