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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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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门中联办）、国资委、商务部（拟）、人社部（拟）、澳门经济财政司
主 办 方：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南光集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
支持单位：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中资（澳门）职业介绍所协会
承 办 方：HRoot、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

FOCUS
立足澳门 聚焦全球
探寻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创新之路

升级人才管理理念，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

依托

创新经济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探索

未来发展的新机遇与新使命

构建

极具前瞻性的高端人才交流平台

助力

打造全球经济重要增长极

HIGHLIGHT 论坛亮点
OF THE FORUM
国际化

高端化

全球人力资源思想领袖、世界
500强企业CEO、国内顶尖公司
企业家与高管代表将带来前沿
趋势与观点分享

汇集政府高层领导、人力资
源行业领军人物、领先人才
服务企业的企业高管

社交化

市场化

针对参会人员提供移动互
联时代更高效、便捷的在线
社交方式，增加论坛的互动
性

实效化

云集数百位人力资源领域优秀
精英和企业高管的社交华筵，构
建国际化人脉

2018澳门中国国际人力资本论坛

2018 MACAU CHINA INTERNATIONAL HUMAN CAPITAL FORUM

实现政府、企业、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人才等多方共赢

论坛背景

BACKGROUND
OF THE FORUM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
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创新经济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升到国家发
展战略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巨大，前景无限。
纳入大湾区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9个城市，拥
有16家世界500强企业。

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
港、澳门互利合作”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推动驻澳中资企业在澳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澳门与

中国大陆地区企业需要把握机遇、协同发展，并不断推动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
有序流动。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CIIC）携手南光集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举办“2018澳门中国国际人力

资本论坛”
，为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企业、人力资源服务产业、人力资源工作者以及人才提供一个高端、理性、极具前
瞻性的交流平台。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本次论坛将结
合中国澳门的一系列人才新政，聚焦全球，共同学习和探讨如何构建强大的人才吸引力平台，引进多元化人才，以支
撑澳门科技发展和世界休闲中心建设；如何通过人力资源政策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澳门人力资源
产业的发展和政策完善，进而促进人才引进的真正落地以推动中国澳门及粤港澳大湾区整个经济的发展。

论坛信息

INFORMATION
OF THE FORUM
时间

2018年12月11-12日
09:00-16:30

地点

澳门金沙城中心（12月11日）
被参访企业（12月12日）

规模

500人

参会嘉宾

GUESTS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
门中联办）、国资委、商务部（拟）、人社部（拟）、中

国澳门特区政府、南光集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中资（澳门）职业介绍所协
会

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以及澳门当地企
业的CEO、总经理、人力资源高管

澳门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代表、澳门
当地商学院教授

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表
澳门当地企业引进的中高端人才代
表

论坛日程

AGENDA
OF THE FORUM
2018年12月11日
上午主会场

08:0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50
10:50-11:10
11:10-11:30

签到
致辞

拟邀请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门中联办）
致辞

拟邀请澳门特区政府领导
致辞

拟邀请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代表

主旨演讲：对接产业人才全球化，培育人力资本服务新动能
演讲嘉宾：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主旨演讲：南光集团的企业文化和使命
演讲嘉宾：南光集团

主旨演讲：战略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未来前沿
演讲嘉宾：拟邀港大SPACE商学院教授
休息/交流

报告发布：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

下午主会场
分会场一

酒店与旅游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13:30-14:10

主旨演讲：
酒店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14:10-14:50

主旨演讲：
打响人才盘活战

14:50-15:10

演讲嘉宾：
拟邀金沙中国

⸺转型时代的人才发展实践

演讲嘉宾：
拟邀美高梅
休息/交流

圆桌讨论

迎接未来中国酒店与旅游业的挑战，
打造智慧的人才团队
15:10-16:30

讨论嘉宾：
金沙中国
美高梅

拟邀国内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表
企业人力资源高管

分会场二

城市人才竞争力与经济发展
⸺如何招才引智中高端人才
13:30-14:10

主旨演讲：现在布局，打造未来的员工团队

14:10-14:50

主旨演讲：
2017-2018组织变革与人才趋势

14:50-15:10

演讲嘉宾：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
⸺转型时代的人才发展实践

演讲嘉宾：
拟邀利丰集团
休息/交流

圆桌讨论

升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竞争力，
助推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15:10-16:30

讨论嘉宾：

澳门理工学院

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副教授⸺陈志峰博士
知名企业及人力资源机构

澳门当地支柱企业人力资源高管

论坛日程

AGENDA
OF THE FORUM

2018年12月12日（企业参观交流学习）
澳门酒店业支柱企业参访交流学习

09:30-11:30

参观金沙酒店

与金沙中国人力资源部高管进行座谈会，
沟通探讨酒店业雇主品牌的建立和传播

11: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30

参观美高梅酒店

与美高梅人力资源部高管进行座谈会，

沟通探讨酒店业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关于主办方
关于主办方

ORGANIZER
ORGANIZERS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简称“中智公司”
，英文缩写CIIC）
成立于1987年，
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简称“中智公司”
，英文缩写CIIC）
成立于1987年，
是中央管理的国有
(中央企业)。
中智公司作为以人力资源及智力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央企业，
总部设在中国北京，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重点骨干企业(中央企业)。
中智公司作为以人力资源及智力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央企业，
总部设在中国

300个城市。
中智公司业务涵盖人力资源外包，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招聘猎头灵活用工及BPO，
培训业务，
国际人力资
北京，
服务网络覆盖全国300个城市。
中智公司业务涵盖人力资源外包，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招聘猎头灵
源服务（含境内外劳务输出、
国际商事服务）
，技术贸易六大主营业务板块。
截止至2018年9月，
中智公司连续26年保
活用工及BPO，培训业务，
国际人力资源服务
（含境内外劳务输出、国际商事服务）
，技术贸易六大主营

持企业增长率高于社会平均增长率、
2018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21位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业务板块。
截止至2018年9月，连续31年保持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的优秀纪录，
中智公司连续26年保持企业增长率高于社会平均增长率、
连续31年保持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的优秀纪
第84位，
为包括世界和中国近10万家企业和600万雇员提供全方位人力资源及科技服务。
录，
2018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21位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第84位，为包括世界和中国近10万家企业和600万雇员提供全方位
人力资源及科技服务。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集团前身南光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集
贸易公司成立于1949年8月，是澳门最早的中资机构。
2015年11月国务院批准集团实行重组，
团前身南光贸易公司成立于1949年8月，是澳门最早的中资机构。
2015年11月国
2017年9月1日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在珠海横琴自贸区注册成立，2019年8月28日集团又将
务院批准集团实行重组，2017年9月1日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在珠海横琴自贸
迎来70周年华诞。
区注册成立，2019年8月28日集团又将迎来70周年华诞。
在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一代又一代南光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走过了一段艰苦创业、自
在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一代又一代南光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走过了一段
强不息、企业不断改革发展壮大的不平凡历程；坚持“用最好的回报社会”宗旨，履行历史赋予的光荣职责，完成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为澳门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企业不断改革发展壮大的不平凡历程；坚持“用最好的回报社会”宗旨，履行历史赋予的光荣职责，完成了不同
回归祖国怀抱、发展内地与澳门经贸关系、推动国家对外经贸事业、凝聚广大爱国爱澳力量、促进澳门社会繁荣稳定和落实“一国两制”在澳门的
时期的历史使命，为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发展内地与澳门经贸关系、推动国家对外经贸事业、凝聚广大爱国爱澳力量、促进澳门社会
伟大实践做出了贡献，多次得到上级领导和澳门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表扬；2015年12月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南光集团工商功
繁荣稳定和落实“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伟大实践做出了贡献，多次得到上级领导和澳门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表扬；2015年
绩勋章。
12月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南光集团工商功绩勋章。
南光集团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抢抓市场机遇，推进改革重组，产业链不断延伸，主营业务日益聚焦，形成了原油及成品油、日用消费品，酒
南光集团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抢抓市场机遇，推进改革重组，产业链不断延伸，主营业务日益聚焦，形成了原油及成品油、日
店旅游，地产经营开发和综合物流服务四大类核心业务，主要经营业务分布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葡语系国家及国内
用消费品，酒店旅游，地产经营开发和综合物流服务四大类核心业务，主要经营业务分布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广大经济活跃地区。
地区、葡语系国家及国内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广大经济活跃地区。
近年来，南光集团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认真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集团发展战略，不断深化改革，强化
近年来，南光集团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认真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集团发展战略，不断深
管理提升，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步伐日益加快，集团的内生活力、发展动力、员工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营业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化改革，强化管理提升，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步伐日益加快，集团的内生活力、发展动力、员工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
企业发展质量稳步改善和提高。
作为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单位，连续举办汽车展、公务机展、游艇展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洽谈会等，成
营业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企业发展质量稳步改善和提高。
作为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单位，连续举办汽车展、公务机展、游艇展
为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展商。
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洽谈会等，成为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展商。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于1991年11月28日在澳门注册成立，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于1991年11月28日在澳门注册成立，
标志着澳门中资企业做为澳门社会的一个群体开始发挥重
标志着澳门中资企业做为澳门社会的一个群

要作用。
体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在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中企协会不断发展壮大，
中企协会不断发展壮大，
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
现有会员企业
涉及金融、建筑、能源

、交通运输、
近百家，
电讯、
涉及金融、
会展、旅游、
建筑、
贸易、
能源、
商业零售、
交通运输、
酒店餐饮等多元化产业，
电讯、会展、旅游、贸易、
已成为在澳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商业零售、酒店餐饮等多元化产业，
为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和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已成为在澳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团之一，为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和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近年来，随着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协会会员企业抓

住机遇，
贡献。
深化改革，
近年来，
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随着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
总体实力不断增强，
协会会员企业抓住机遇，
影响力不断提升，
深化改革，
在一些重点行业具有突出的业务优势。
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不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宗旨是：
断提升，在一些重点行业具有突出的业务优势。
广泛团结在澳中资企业，树立和维护在澳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和澳门社会的进步服

务；促进内地同澳门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宗旨是：广泛团结在澳中资企业，
促进内地、澳门同其他国家、
树立和维护在澳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
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
为“一国两制”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在澳门的实践和澳门 建立和
发展与海内外各种经济、
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内地同澳门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
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会员之间的合作和联系，
促进内地、
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澳门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
努力为会员服务；发展并维护会员的
积
正当权益等。
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建立和发展与海内外各种经济、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会员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向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
心力，努力为会员服务；发展并维护会员的正当权益等。
下设理事会、监事会，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
2017年，协会在组织框架内成立了“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建设委员会”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
、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建设委员会”
下设理事会、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
监事会，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
、
“特色金融发展委员会”
2017年，协会在组织框架内成立了
、
“澳门跨境电商发展委员

会”、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委员会”
创业创新和人力资源培训委员会”
、
“
、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建设委员会”
会展文创发展委员会”七个专业委员会，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
此外，
、
“特色金融发展委员
协会还设有三个专门委
员会，分别是青年工作委员会、
会”、
“澳门跨境电商发展委员会”
妇女工作委员会和文体工作委员会。
、
“创业创新和人力资源培训委员会”
协会的领导机构每三年改选一次，
、
“会展文创发展委员会”七个专业委员会，
现为第十一届理事会。
为澳门经济社会

协会成立27年来，
发展献计献策。
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指导下，
此外，协会还设有三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青年工作委员会、
在历任会长的领导下，
妇女工作委员会和文体工作委员会。
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协会的领导机构
积极有效的开
展了各项活动。
每三年改选一次，
在落实“一国两制”
现为第十一届理事会。
方针，加强与特区政府沟通，促进澳门与内地经贸交流，增进与澳门各界的联系，为会员单位服务，维护澳门的
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协会成立27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指导下，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得到了特区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澳门各界的广泛认同。
在历任会长的领导下，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
积极有效的开展了各项活动。
在落实
澳门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一国两制”方针，加强与特区政府沟通，促进澳门与内地经贸交流，
中企协会将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增进与澳门各界的联系，
全面完整
准确地贯彻落实
为会员单位服务，
“一国两制”
维护澳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方针和澳门《基本法》
，与澳门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勇于承担，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努力奋斗，
得到了特区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澳门
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促进

“一中心、
各界的广泛认同。
一平台”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维护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澳门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中企协会将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
，与澳门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勇于承担，努力奋斗，为推动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促进“一中心、一平台”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维护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关于协办方

CO-ORGANIZERS

HRoot是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旗下拥有诸多行业领先品牌与平台业务，HRoot旗下网站注

册用户总数达到200万人，每年向用户提供5亿人次的人力资源在线信息访问，每年主办活动的参加人

数超过6万人次，旗下出版物读者达3.5万人。
现在，HRoot客户已经超过了5万家，同时在华的《财富》全
球500强企业中，超过95%是HRoot的客户，此外还拥有超过1,000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商学院、协会

等广告客户或赞助商，其中包括全球领先的10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的9家。

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成立于2002年10月，以「服务、代表、协调、沟通」作为宗旨，致力于凝聚澳门会展

业的力量。
协会目前约有100家企业会员，业务类别涵盖整个会展产业链，当中60%为澳门中小企业。
在2017年6月，协会更成立了青年委员会培养业界新一代，期望能将澳门会展业的发展传承下去。

经历起步阶段，澳门会展业已踏入稳定发展的道路，行业也由以往单从数量的增加，逐渐过渡至质量的提升，并朝着国际化、专业
化、市场化及品牌化的方向迈进，走上符合自身特色的道路，以国际会议、专业展览及优质展销会作为会展业的三驾马车，带领业
界向前发展。
协会主办及承办多项活动、会议及展览，如获国际展览业协会认可的「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和「濠江盛汇」等大
型会展项目。
此外，为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商贸往来，协助本澳中小企业「走出去」拓展商机，对外宣传澳门多元形象，亦
先后在28个城市举办「活力澳门推广周」。

与此同时，为提升会展从业人员的素质，协会亦多次与本澳或海外有关机构或组织合作，开展相关培训课程，引进及培养专业人

才。
同时，协会亦开展宣传及学术交流，与澳门及海外有关团体或组织紧密合作，进行一系列会展调查与研究工作，获澳门基金会
赞助，出版《澳门会展》杂志及《会展资讯专刊》。
现为亚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 (AFECA)、中国展览馆协会及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成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