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 2019 年中小企业人才培育项目

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招生简章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深入实施中小微企业素质提升和民营企业“十百千万”培训工程，培育

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企业、服务机构等中高层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按照《广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

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计划的通知》(粤工信融资函[2019]682)的要求，由广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现

面向全省范围开班招生。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承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二、时间地点

开课时间：共两期，每期 5天。

一期：2019 年 7 月 8 日-7 月 12 日

二期：2019 年 9 月 23 日-9 月 27 日

授课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三、培训对象

招生人数：每期 60 人 ，两期共 120 人。

招生标准：生产服务业发展机构以及行业组织负责人、生产服务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原

则上每个单位限招 2人。



四、培训内容及时间安排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仅限生产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工业设计与智能制造、工业制

造服务运营管理、企业服务管理创新、供应链管理、传统企业的电子商务转型、参观考察服务

业转型企业等。

课程模块：课程的主要模块围绕着生产服务业介绍、产品经理实务、供应链管理和传统企

业的电子商务转型等模块开展。

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一期课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课 题

7月 8日

上午

上午报到

开班仪式，合影留念

政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取向与政策

下午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7月 9日
上午 产品经理实务

下午 供应链管理

7月 10日
上午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午 广州天图物流有限公司

7月 11日
上午 传统企业如何向电子商务转型

下午 传统商业模式与互联网+模式的创新与应用

7月 12日

上午 生产服务业之全面质量管理（上）

下午
生产服务业之全面质量管理（下）

结业仪式

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二期课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课 题

9月 23日 上午 上午报到



开班仪式，合影留念

产品经理实务

下午 项目管理

9月 24日
上午 待定

下午 供应链管理

9月 25日
上午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午 广州天图物流有限公司

9月 26日
上午 团队建设与客户需求识别

下午 传统商业模式与互联网+模式的创新与应用

9月 27日

上午 生产服务业之全面质量管理（上）

下午
生产服务业之全面质量管理（下）

结业仪式

（以上安排以实际开班为准）

五、师资简介

顾乃华：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管理理论、产业规划、产业转型与创新管理等方向的研究。

陈志成：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基础委员会常务委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英国访问学

者。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慧医疗等热门前沿科技应用领域。拥有在身深

厚领先技术项目经验与严谨科研态度，拥有众多专利成果与科技成就。

李佳佳：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广州雅耀电器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飞利浦家居照明产品

总监，12 年一线市场奋战产品经营管理同企业咨询经验。

王先庆：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广东省商业经济

学会会长、华南商业智库理事长、广州市现物流与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商务部、广东

省政府、广州市政府、中国商业联合会等全国各地 50 多个政府部门、企业与行业协会的咨询

顾问或行业专家。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广东智库等智库成员。兼任中国商业经济学

会副秘书长等职。重点研究领域包括贸易流通、商品渠道、市场战略等。先后主持承担各级各

类课题 130 余项，在《财贸经济》等杂志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产业扩张》、《渠道控制



权》等各类著作 50 多部。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2016-2017

中国零售业年度人物”等国家及其他各级各类奖项 40 余项。

王和勇：华南理工大学电子商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在大数据挖掘、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发表科研论文 80 多篇，其中有 40 多篇被 SCI 和 EI 光盘版收录。

主持国家、省市、企业咨询、设计和开发等科研项目 50 多项。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企业

产学研特派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评审专家，广东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广州市科技计划专家库专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评审专家，江苏省科技项目等省市评审专家。

祁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服务业研究院副院长，科技服务与创新中心

主任。兼任华南现代服务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商业模式研究院院长、国家科技部国际司信息化

顾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广东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副

会长、海南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海南省现代服务业研究院副院长。

王旭东:美国质量协会(ASQ)，深圳质量协会（SAQ）注册讲师。精益六西格玛黑带,注册质

量经理,软件质量工程师,供应商质量管理专家 -ASQ；南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ASQ 深圳分

会前主席；有超过 20 年跨国外资企业质量管理和实战经验；超过 10 年精益生产顾问和辅导咨

询经验。

六、其他相关事项

1、培训班每期人数为 60 人，共 120 人。采取报名遴选后通知的形式，符合要求的发送邮

件及短信通知。

2、请报名时发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和任职证明（加盖公章）等相关证件扫描件一并

发送。

3、培训费用：培训所有费用政府全额资助，学员免费。

七、报名方式

1、请需要报名的学员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www.968115.cn)或关注广东省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报名”，进入页面后在“活动搜索：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中小企业人才培育项目-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点击搜索，

寻找适合自己的班次，完成注册、填写报名信息即可完成报名。



2、通过本招生简章附件一中的二维码用手机微信扫一扫进行报名。

注意事项:

a.本次培训班招生对象为生产服务业发展机构以及行业组织负责人、生产服务企业中高层

管理人员，原则上每个单位限招 2人。

b.本次培训采取手机号码绑定微信的形式进行签到，因此必须本人进行报名，不可出现他

人代报名，否则将会影响签到和结业证书的获得。

八、联系方式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老师：15626403646

请于 7月 1日前将发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和任职证明（加盖公章）等相关证件扫描件

一并发送至 jxwscnu@126.com，邮件主题名为：【姓名+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一期/二

期】报名。纸质版原件在报到当天交至报到处。

报名发送文件列表及排序如下：

1、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加盖公章）

2、任职证明（加盖公章）



附件一：

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班次表

培训班 课程时间 地点 人数 报名二维码

生产服务能力

提升专题研修

班一期

2019 年 7 月 8 日-

2019 年 7 月 12 日
广州 60

生产服务能力

提升专题研修

班二期

2019年 9月 23日-

2019 年 9 月 27 日
广州 60



附件二：

广东省 2019 年中小企业人才培育报名指南

电脑端注册指南：

1、输入：www.968115.cn，进入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点击“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2、进入页面点击“活动报名”按钮。

3、进入页面：活动搜索按截图选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人才培育项目、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广东

省、广州市（以你企业所在市选择）、活动时间、活动名称，点击“搜索”按钮。

4、进入页面，查找你要报名开班的期数、时间后点击“我要报名”，或点击“扫描活动二维码”按钮后，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填写资料。



5、如已经注册，可直接输入手机号、验证码和短信动态验证码登录，也可通过账户密码登录，即可报名。

如未注册，点击页面的右上方“立即注册”。

6、进入页面，按页面要求填写相关资料（手机号码、获取短信验证码、邮箱、密码等），然后点击“注册”。

注册完成即可参与报名。



7、报名通过后，通过审核将会收到通过信息，并通过邮箱发送开课通知，未审核通过将会收到不通过信息，

有疑问请联系：黄老师 15626403646。

手机注册指南：

1、进入微信后点击右上角“放大镜”搜索“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或扫描“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二维码。

2、进入页面，选择”“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公众号，点击“关注”



3、进入页面，点击正下方中间的“活动报名”按钮。



4、进入页面，点击页面正上方的“搜索”选择搜索条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培育项目”、“服

务能力提升专题”或下拉寻找要报名的开班后点击“我要报名”按钮。

5、进入页面后点击下方的“立即注册”按钮。如已经注册，直接输入手机号、验证码和短信动态验证码登

录或者通过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登录即可报名。



6、进入页面，按页面要求填写相关资料（手机号码、获取短信验证码、邮箱、密码等），然后点击“注册”

即可。

7、报名通过后，通过审核将会收到通过信息，并通过邮箱发送开课通知，未审核通过将会收到不通过信息，

有疑问请联系：黄老师 15626403646。

学员签到评价指南

1、扫描“签到二维码”，直接跳转到以下页面，学员直接点击“签到”，点击之后，跳转到“签到成功”

页面即签到完成。

注意：

（1）系统会判断签到的地点，与活动地点距离超过 3公里的（直线距离），不能获得签到位置，不能签到

成功。请学员在上课范围 3公里内进行签到，否则签到失败。

（2）学员尽量关注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进行报名，签到的时候就可以不

用登陆，直接签到即可。



2、评价：每次签到之前都要对上一节课的授课老师进行评价（除了第一次签到），评价分为三个维度，分

别是内容、方法和气氛。评价完就点击“签到并提交评价”即签到和评价完成。



3、总评价：学员在上完所有课程之后进行的一个总评价。学员可扫描“评价二维码”进入总评价页面进行

评价，然后提交评价即可。

注：学员在进行签到和评价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