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千人計劃

“創新創業˙融合發展”之浙江行
活動章程

為響應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的“千人計劃”，本會計劃組織30名青年學員於2016
年11月22日至27日前往浙江省杭州等地進行為期六日五夜的交流系列活動，內容
為參觀考察，調研學習等。通過理論知識和實踐活動等學習，讓本澳青年學員與
內地青年就專業領域進行深度交流，助其開闊視野，提升綜合素質，調動青年參
與區域合作的積極性。
主辦單位﹕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
支持單位﹕浙江省青年聯合會

杭州政協之友聯誼會

活動日期﹕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7 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1 日
報名費﹕澳門幣 500 元
報名條件﹕必須符合以下(1)或(2)中的要求﹕
(1)





大專學生(澳門居民)
獲頒澳門基金會獎學金
獲校方老師推薦
成績平均績點(GPA)3.0 或以上
曾獲取學界或社會其他公開賽獎項

(2) 其他界別符合條件的澳門居民
 年齡在 18-30 歲之間
 具備至少 1 年工作經驗
 有參與社會服務
 曾獲取專業或其他公開賽獎項

 有參與校內或社會服務經驗
 曾作為澳門特區的代表出外參賽
 曾作為澳門特區的代表出外參賽
 社團推薦的其他學員
 社團推薦的其他學生
參加辦法﹕填妥報名表、提交 1.5 吋相片、身份證副本、回郷證副本和符合報名條件之
證明文件遞交至本會會址或可傳真至本會。
報名地點﹕澳門家辣堂街 5-7 號 E 利美大廈 4 樓 A 座
傳

真﹕2832 3282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32 2988 或電郵至本會(macauyea@macau.ctm.net)
公佈結果﹕經本會篩選後符合條件者，本會將會以短信或電話形式通知至其本人。
備
註﹕報名時所繳交之費用，一經提交至本會，不作退回。以上活動本會保留最終決
定權及解釋權。

活動內容﹕
日期

行程安排

地點/備註

11 月 22 日

啟程前往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

11 月 23 日

參觀白馬湖生態創意城、杭州電魂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衛視、杭州雲造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非奇科技公司 。

杭州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參觀螞蟻金服、之江文化創意園，隨後與杭州青
年企業家進行交流。
參觀萬事利集團有限公司並座談，隨後赴安吉考
察凱蒂貓家園（Hello Kitty Park）。

杭州
杭州、安吉

11 月 26 日

參觀眾泰汽車參觀生產綫並座談，隨後考察娃哈
哈集團並座談。

杭州

11 月 27 日

啟程回澳。

本澳

參觀企業之相關資料
1. 白馬湖生態創意城
白馬湖生態創意城位於杭州高新區（濱江）南部區塊，核心為白馬湖區域。原為農村，
2008 年開始改建，現集聚了 200 多家文化創意、展覽、影視、動漫、設計公司，承辦了
世界休閒產業博覽會、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是中國國際動漫節永久舉辦地。以動
漫遊戲業、設計服務業、現代傳媒業、文化會展業為核心的文創產業在這裡蓬勃發展，
全國首家得到國家廣電總局和中國動畫學會批准建設的“國字型大小”動漫博物館在這裡
加快建設，是杭州獨具特色的文化生活地標。
2. 杭州電魂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電魂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魂）是一家年輕而有活力的互聯網公
司，是集創意策劃、美術設計、技術研發、產品開發、遊戲推廣、運營維護、海外合作
於一體的遊戲開發商、運營商。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9 月，公司擁有國內資深的遊戲研發
團隊，有極強的凝聚力與創造力，在產品的研發上有豐富的經驗，且對遊戲製作有著深
刻認識和獨特見解。
3. 浙江衛視
浙江衛視，全稱浙江廣播電視集團衛星頻道，昵稱藍莓台和藍鯨台，是浙江廣播電
視集團的綜合衛星電視頻道，該台代表節目有勵志音樂評論節目《中國好聲音》和競技
真人秀節目《奔跑吧兄弟》等等。 2015 年，浙江衛視獲得"TV 地標"年度最具影響力省
級衛視稱號。

4. 杭州雲造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雲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創新型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從事出行領域的軟硬體產
品設計、系統研發。旨在以資訊技術和設計創新打造智行車，為人們創造智慧綠色出行
的美好未來，為產業帶來全新的變革機遇。雲造是極具設計驅動創新基因的公司，是 2014
年《快公司》評選的中國 50 佳創新公司之一。科技設計是雲造不斷創新的基因，雲造已
申請十餘項技術發明專利，也是國內獲得紅點、IF、IDEA 國際設計獎項最多的團隊之一。
5. 杭州非奇科技公司
杭州非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開發手機遊戲和手機應用為主的創業型公司。公司核
心開發團隊由國內第一批 Android 開發者構成，已經開發出許多創新有競爭力的產品，
國內外超過一億次下載，在 Google Play 多次進入美國區(全球榜）前 10。公司技術團隊
90%來自浙江大學，美術團隊主要由中國美院畢業生組成，從最早的三個合夥人到目前
已有 60 多個員工。到目前為止，非奇已經開發了 40 多款產品，涵蓋了各種類型:跑酷類、
射擊類、塔防類、棋牌類、賽車類、模擬經營類等等。
6. 螞蟻金服
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簡稱螞蟻金服，正式成立於 2014 年，是專注
於服務小微企業與普通消費者的網際網路金融服務公司。2013 年 3 月，支付寶的母公
司——浙江阿裡巴巴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宣佈將以其為主體籌建小微金融服務集團，小
微金融（籌）成為螞蟻金服的前身。螞蟻金服致力於打造開放的生態系統，為小微企業
和個人消費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務。螞蟻金服旗下有支付寶、餘額寶、招財寶、螞蟻聚寶、
網商銀行、螞蟻花唄、芝麻信用、螞蟻金融雲、螞蟻達客等子業務板塊。
7. 之江文化創意園
之江文化創意園是杭州市重點打造的十大文化創意產業園之一，由西湖區、之江國家
旅遊度假區共同建設。園區整體規劃為“兩點一線”的創意產業帶，由鳳凰•創意國際園區、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緊鄰區及兩者之間商業用地三部分組成，整體專案預計於 5-8 年
內建設完成。啟動專案鳳凰• 創意國際由原雙流水泥廠改建而成，規劃建築面積 15-20
萬方，目前，一期已改建完成建築面積 8000 平方米，並實現對外招商。
8. 萬事利集團有限公司
萬事利集團有限公司創辦於 1975 年，經過 41 年的發展，現已成為一家以絲綢文化創
意為主業的現代化企業集團。2013 年 11 月份，萬事利集團鼎力打造的全新絲巾電子商城
平臺——中國好絲綢，平臺顛覆傳統、單向的行銷模式，讓您將產品分享給好友或直接
購買的同時獲得返利，且利可層層疊加。
9. 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創建於 1987 年，為中國最大全球第五的食品飲料生產企
業，在銷售收入、利潤、利稅等指標上已連續 11 年位居中國飲料行業首位，成為目前中
國最大、效益最好、最具發展潛力的食品飲料企業。2010 年，全國民企 500 強排名第 8

位。主要生產含乳飲料、飲用水、碳酸飲料、果汁飲料、茶飲料、保健食品、罐頭食品、
休閒食品等 8 大類 100 多個品種的產品。
10. 眾泰汽車
眾泰汽車是一家以汽車整車、發動機和變速箱等關鍵零配件的研發製造為核心業務
和發展方向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現擁有浙江、湖南兩大整車生產基地和眾泰汽車、江
南汽車兩大整車品牌，具有國內外先進水準的衝壓、焊裝、塗裝、總裝四大工藝生產線
和整車動態性能檢測線。
11. 凱蒂貓家園（Hello Kitty Park）
是中國首個凱蒂貓主題樂園，由銀潤集團旗下浙江銀潤天使樂園管理公司投資和營
運。佔地面積 1.6 平方公里，總投資 20 億元人民幣，樂園包括友誼廣場、歡樂港灣、音
之村、精靈森林、蒸汽王國、凱蒂貓小院六個主題區域；在 2015 年元旦日起試營運，同
年 7 月 1 日晚上舉行開幕典禮後正式開園營業。

報名表
(此欄由社團填寫)

參加者編號：

會員

非會員

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外文譯名(證件)：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點：

半年近照
(1 吋半)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是否有跨域功能：

是

否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工作機構：

身份證類別：

職位：

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編號：
旅遊證件類別：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有效期至：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回鄉證)

年

月

日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遊證件編號：

旅遊證件有效期至：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參加者之關係：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電話：

個人專長
1.

3.

2.

4.

健康狀況
在過往三年內曾否患有嚴重的疾病(如：腎衰竭等) ?

有

有否患有長期性疾病(如：糖尿病、癲癇症等) ?

有

是否有食物敏感(如：花生、蝦、蠶豆等 )?

有

醫生之特別指示：

疾病名稱

無
無

哪些食物

無

個人經驗及活動期望 (如填寫位置不足可加附件)
1. 擔任之社團/青年/學生組織工作：
所屬組織

職位/職務

擔任時間

地點

參與年份

2. 出外交流的經驗：
活動名稱

3. 曾獲得之個人榮譽、獎項：
榮譽 / 獎項名稱

4.

參與是次活動之目的和期望：

5.

收取社團日後訊息：

願意 (可通過

獲得年份

電郵

電話短訊

郵寄)

/

不願意

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參加者所提供及遞交的個人資料會用作 2016 千人計劃活動之申請、統計及建立資料庫的用途。
2. 根據法律規定，應參加者同意或要求通告的合作實體為資料接受者。
3. 參加者有權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
放於本校的上述資料。
聲明：
1. 本人是首次參與“千人計劃”，並知悉及同意遵守社團就此計劃訂明的規則，以及上述收集個
人資料聲明。
2. 本人保證在本表格內填寫的各項內容真實無訛。
3. 一旦入選活動後，本人將嚴格遵從活動之守則並願意義務擔任活動之職務。
4. 本人亦同意將表格內容轉交有關合作實體作資料收集用途。

報名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