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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国际产业合作大会（新加坡） 

 

主办单位：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活动主题：绿色发展、数字驱动、陆海通道、多元金融、

智能制造 

支持单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贵州省人民政府、新

加坡科技研究局、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新加坡旅游局、

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中国民营经济国

际合作商会、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通商中国、

新加坡中小企业商会、新加坡中国商会、柬埔寨总商

会、文莱斯市中华总商会、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印尼

中华总商会、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老挝国家工商

会、马来西亚半导体工业协会、泰中商务委员会、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缅甸联

邦商业和工业联合会 

协办单位：中国港湾科伦坡港口城有限责任公司、林同

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大华银行、用友

软件（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海程邦达供

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達豐控股有限公司、天合光

能股份有限公司、盈科律师事务所 

时    间：2023 年 3 月 22 日-23 日 

地    点：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议展览中心 

语    言：中英文同传 

  



2 

 

大  会  议  程 

3月 22日（星期三）上午：开幕式 

（三层 Heliconia 厅） 

09:00-09:30 代表注册，自由交流 

09:30-09:40 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主持人介绍出席嘉宾 

主持人：郑超 中国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09:40-09:4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致辞 

09:45-09:50 中国机电商会会长张钰晶致辞 

09:50-10:00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视频致辞 

10:00-10:10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政务部长陈圣辉致辞 

10:10-10:15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致辞 

10:15-10:20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视频致辞 

10:20-10:25 中国福建省常务副省长郭宁宁致辞 

10:25-10:30 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邱威功致辞 

10:30-10:35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学选致辞 

10:35-10:50 签约和成果发布仪式 

10:50-11:05 茶歇，移步中国机电产品品牌展览会 

（B2层 D、E 展馆） 

11:05-12:00 中国机电产品品牌展剪彩仪式及巡馆 

12:00-13:30 午餐会（三层 hibiscus厅） 

主持人： 

吴绍均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演讲嘉宾： 

陈  健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机电商会专家委员会高级顾问 

李奕贤 通商中国主席 

13:30-14:00  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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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高峰论坛 

（三层 Heliconia 厅） 

14:00-14:05 主持人宣布高峰论坛开始，介绍论坛安排 

主持：刘  春 中国机电商会副会长 

14:05-14:50 高峰对话·携手同行：重塑与未来 

演讲嘉宾： 

刘太格 国际城市规划大师、新加坡规划之父，墨睿设计事

务所创办人及董事长 

岳清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城市安全发展科技研究院院

长 
 

14:50-15:50 高峰研讨 1：共话绿色低碳新发展 

主持：谢锦发 立杰律师事务所新加坡有限责任合伙

合伙人/公司和非讼业务部，区域主任 

嘉宾：陈晓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武宪功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义生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海外事业部总经理 

杨俊聪 新加坡盛裕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15:50-16:10 数字经济主题演讲 

主持：陈  重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嘉宾：王  博 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16:10-17:10 高峰研讨 2：共创数字经济新驱动 

主持：陈  重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嘉宾：王  猛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 

林拥军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进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陈  崑 用友软件（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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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分议题研讨 

（三层 Heliconia 厅） 

09:00-09:30 代表签到，自由交流 

分议题研讨（分会场一） 

09:30-09:35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出席嘉宾和安排 

主持：谢锦发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工商业委员会主席 

09:35-10:35 研讨议题 1:共启多元金融新篇章 

主持：谢锦发 立杰律师事务所新加坡有限责任合伙合伙人/公

司和非讼业务部，区域主任 

嘉宾：许永康 盘谷银行资深执行副总裁 

程  军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 

杨  雨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 

刘晓帆 赛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符懋赞 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10:35-10:50 茶歇，自由交流 

10:50-12:00 研讨议题 2: 共谱智能制造新时代 

主持：谢锦发 立杰律师事务所新加坡有限责任合伙合伙人/公

司和非讼业务部，区域主任 

嘉宾：林四雄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高级院士 

刘伟荣 正泰国际有限公司亚太区负责人 

邵来民 正大机电企业董事长 

吴友仁 今明视觉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砺寒 觅瑞集团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曹云端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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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分议题研讨 

（三层 Heliconia 厅） 

09:00-09:30  代表签到，自由交流 

分议题研讨（分会场二） 

09:30-09:35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出席嘉宾和安排 

主持：周兆呈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文教与社会事务委员会

副主席 

09:35-10:35 研讨议题 3：RCEP 视角下的开放合作新格局 

主持：周兆呈 特海国际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嘉宾：李月印 怡安集团执行总监 

胡红兵 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 

翁俊杰 新加坡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企业  

与国际关系部区域总监 

陈雅丽 RCEP 国际中心董事总经理 

杨  琳 盈科律所事务所全球合伙人  
10:35-10:50 茶歇，自由交流 

10:50-12:00 研讨议题 4: 陆海新通道-RCEP框架下的经贸物流

合作 

主持：周兆呈 特海国际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嘉宾：图尔奇·阿卢卫哈尔 中国港湾科伦坡港口城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代建红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施能自 德勤中国副主席 

饶忠明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交通与物流署执行署长 

吕瑞发 普及国际货运新加坡董事长 

张松声 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执行主席             

12:00-13:30  午餐（三层 hibiscus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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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中国重点省市投资环境和重大项目推介会 

（三层 Heliconia 厅，分会场二） 

13:30-14:00   注册签到，自由交流 

14:00-14:06   主持人介绍主要领导和嘉宾 

主持：王瀛 中国机电商会市场开发部主任 

14:06-14:12   中国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郑超致辞 

14:12-14:18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黄山忠致辞 

14:18-14:3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推介投资环境和重大项目 

14:30-14:42 北京市石景山区区长李新推介投资环境和重大项目 

14:42-14:54 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局长周波推介投资环境和重大项

目 

14:54-15:06 广东省珠海市副市长李翀推介投资环境和重大项目 

15:06-15:18 江苏省张家港市副市长翁羽人推介投资环境 

15:18-15:30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副市长潘健红推介投资环境 

15:30-15:42 福建省福宁湾围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棋作福

建霞浦县推介 

15:42-16:00 自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