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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三期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的

通知 

 

各地、市、区投资促进部门，各有关单位：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招商引资工作带来

巨大挑战，各地投资促进人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更应积极寻找

新的工作思路，把握时机，加强关于投资促进工作和产业发展趋势的

学习，开拓视野，创新举措，开展新常态下的招商引资工作。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下称“协会”）结合新形势下投资促

进工作的特点及需求，将于 2020年 10月 21至 23日举办第三期广东

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聚焦投资促进工作全过程，将招商实务与产业洞察相结合，增强

各区域投资促进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与实务能力，促进高素质专业的

投资促进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二、培训对象 

从事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工作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有关人员。 

三、培训内容 

培训课程统一制定大纲、统一编撰教材，以投资促进工作实务为



 

2 

 

核心培训内容。学员需参加全部课程内容的学习，且在所有培训课程

考勤记录完整、课时修满的情况下，由协会颁发培训证书。 

四、培训时间、地点和费用 

1、培训时间： 

2020年 10月 21日至 2020年 10月 23日，课程安排见附件 2。 

2、培训地点： 

广东广州芯大厦二楼报告厅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8号） 

3、培训费用： 

每位 5000 元人民币，协会会员可享受每位 4000 元的优惠价格。 

注： 

1、费用均包含培训费、午餐费、教材费、制证费。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2、由于疫情原因，本次培训将不集中预订酒店。会务组可提供培训场地附近酒

店推荐，如有需要，可与会务组联系。 

 

五、培训报名 

1、请填写附件 3中的报名回执，并将回执发到会务组联系邮箱。

会务组确认后将发出付款通知。本期培训班人数初定 80 人，满额为

止。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10月 10日。 

2、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晓涵 女士，电话：020-38824511 

卢明豪 先生，电话：020-38903837 

E-mail:memberservice@investguangdong.org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24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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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期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讲师简介 

 

 

迈德乐（广州）糖果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陈方先生 

 

陈方先生，在国际化高水平工厂建设和生产管理方面拥有 20多年的经验，曾服务于机械制造、制药、食

品等多个行业，包括中车长江公司、大冢制药、贵格饮料、舒尔物德、通用磨坊、美赞臣等在内的大型

央企、全球五百强企业及行业领军企业。现任迈德乐（广州）糖果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工作范围涵盖工

厂生产运营、产品质量与安全管理、项目建设支持等。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产业促进部负责人 王楠先生 

 

王楠先生，在城市发展、国际合作、产业招商与发展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见证了知识城发展的重要阶

段，负责推进中新广州知识城智慧城市、生态城市、学习城市建设以及中新合作等多项战略举措，带领

团队联手中新两国各方，组织开展产业招商，对接及服务国内外投资者，为知识城创造可持续的产业发

展与繁荣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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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与发展部总监 侯仁先生 

 

侯仁先生，曾任职于大型央企兆维集团和全球知名研究咨询机构 Ipsos，历任人力资源经理、法律部总

监，人力资源总监等职务。于 2015年加入中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与发展部总监。拥有超过

20年的企业内部服务支持的经验，对企业需求以及员工需求有深入的研究与认识。 

 

中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李晓军先生 
 

李晓军先生，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长期从事微纳加工技术与薄膜生长技术的研究开发。曾供职于京东

方科技集团并参与我国第一条液晶产线建设。先后负责和参与北京市“纳米光栅波导显示光学器件批量

制备技术”、863“无掩膜光刻关键技术的研究”、973“纳米台阶高度标准样品的制备”等课题，获得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发表 SCI 文章 20 篇，授权专利 15 项，申请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5项。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副院长 姚麟先生 

 

姚麟先生，从事医疗行业 24年，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抗击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曾带领广东省第二批援

助武汉医疗队（武汉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抗击疫情。现任中国医院协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运营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医务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拥有 12年

的临床医疗和 12年的医疗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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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裕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义凯先生 

 

杨义凯先生，拥有 10余年微电子领域技术开发和 IC市场营销管理经验，2009年创办上海裕芯电子有限

公司，负责公司整体运营。曾于 2002 年创办南京恩格蓝波微电子有限公司（因优秀的销售成绩于 2006

年被无锡尚德高溢价收购）。2012 年荣获上海市和浦东新区“创业带头人”的荣誉称号。2019 年被聘为

临港首届创业指导专家。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宾先生 

 

张宾先生，在 MEMS工艺与半导体生产线技术方面拥有近 20 年的丰富经验，于 2003年创办的广州奥松电

子有限公司被评定为“广东省 MEMS 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广州黄埔区创业英才、广州开

发区创业领军人才称号，曾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国内第一款湿敏电容、筹建 6英寸 MEMS半导体生产线。 

 

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宇先生 

 
陈宇先生，拥有 10余年的电子显示研究和企业管理经验，荣获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广东省珠江人才团

队带头人、广东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称号。历任美国波士顿伊英克公司高级工程师、美国加州硅谷克

维欧公司首席工程师。曾打造世界上第一款高分辨率的柔性显示屏；在中山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组

建了电子显示研发团队；2008年创办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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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张由先生 

 

张由先生，专注于涉外法律服务，现任广州市律师协会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国际

业务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第一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法律英语

证书全国统一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最高检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

和“广东省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担任多家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合伙人 陈建荣先生 

 

陈建荣先生，拥有超过 25 年为国内及跨国公司提供香港及中国内地税务服务的经验，涉及行业包括生产

性行业以及金融、零售、贸易、交通运输、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等。现任广州纳税人协会理事、税务专

家顾问，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税务专家顾问和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涉外咨询专业委员会名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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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期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课程安排 

序 讲  师 内  容 提  纲 

1 陈 方 先生 
德国家族企业在华投资发展： 

全球第二大橡皮糖企业迈德乐公司案例分享 

一、德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特性 

二、迈德乐在粤的投资决策与发展 

三、迈德乐产能发展计划与需求 

四、迈德乐在华发展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2 王 楠 先生 中新广州知识城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启发 

一、知识城十年发展回顾 

二、浅析知识城特色的产业招商模式 

三、透过知识城看新加坡 DNA以及中新合作的碰撞与融合 

四、知识城对国际合作项目的启发与展望 

3 侯 仁 先生 
人才抢夺战的新打法： 

如何用优质团餐服务助力招才引智 

一、招才引智需要关注人才全方位的需求 

二、知名企业案例分析 

三、建设有爱、有美食、有快乐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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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讲  师 内  容 提  纲 

4 李晓军 先生 AR/MR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产业招商机会 

一、移动终端的未来趋势 

二、混合现实技术的产业链条解析 

三、混合现实技术中的生态圈建设 

四、招商引资如何助力混合现实技术产业发展 

5 姚 麟 先生 
新冠疫情下的组织管理对于招商团队管理的

启发 

一、危机管理能力的组成要素 

二、疫情下的组织管理痛点与解决方案 

三、疫情常态化下的团队管理 

6 杨义凯 先生 
招商产业热点： 

模拟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模拟集成电路行业简介 

二、模拟集成电路的国内市场现状与增长空间 

三、裕芯电子如何顺势而为，向上发展 

四、模拟集成电路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7 张 宾 先生 
招商产业热点： 

智能传感器行业的前景与挑战 

一、传感器的发展历程与市场空间 

二、智能传感器产品的应用案例介绍 

三、智能传感器的发展趋势与行业瓶颈 

四、IDM——智能传感器研发的优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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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讲  师 内  容 提  纲 

8 陈 宇 先生 
招商产业热点： 

近零功耗平板显示为何是物联网的未来 

一、物联网发展背景介绍 

二、低功耗平板显示发展历程 

三、主流近零功耗显示的技术原理、应用范围 

四、 近零功耗显示的发展方向及对各行业的影响 

9 张 由 先生 招商引资与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 

一、法治思维初探 

二、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法治思维 

三、 招商引资中的具体案例分析 

10 陈建荣 先生 海南自贸港发展历程及其财税政策解读 

一、国内重点经济区（包括海南）及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区域发展战略概览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情况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具体财税政策解读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临港新片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

政策比较 

五、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广东招商工作的启示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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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三期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 

报 名 回 执 

 
单位名称全称 

（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据此开具发票）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邮箱 

     

     

     

 

注：报名回执信息将作为培训证书内容使用，请务必填写完整。请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将报名回执发至广东省

促进企业投资协会邮箱（memberservice@investguangdo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