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函*

致各HKLIA會員：

為了更好地加強粵港兩地以及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與交流，整合泛珠三角地區的資
源，全面推動軟件產業的協調發展，廣東省信息產業廳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
及科技局共同商定定期輪流舉辦“珠三角軟件產業論壇”，為泛珠三角地區企業及電
子政務使用部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以及商貿配對的機會。首期論壇已於2004年
4月 1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成功舉辦，本期（秋季論壇）定於2004年 12月 1－3日
在珠海南方軟件園舉行。
此次盛會將於粵港區域乃至泛珠三角地區在軟件產業發展所存在的合作商機以及
合作模式進行探討。其中，12月 2日下午的“Linux應用軟件發展專項論壇”將共同研討
Linux發展大計。屆時國家部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廣東省信息產業廳、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和其他各級地市信息產業和電子政務主管部門領導等，
以及泛珠三角軟件企業高層、國內外知名企業和香港軟件界人士將參加此次大會及
專項論壇。

歡迎撥冗參加2004年秋季珠三角軟件發展論壇！

行程選項：         

1)全程活動(兩晚食宿+高爾夫球活動); HK$2,000
2)只一晚食宿; HK$1,500;住宿日期：1號 2號
3)高爾夫球活動; HK$600

入住地 ：珠海點 賓館

=======================================================================

*回條*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公司：
職位：
手機：
電郵：
參與行程： 1)  2)  3)

為確定人數及座位安排，請於2004年 11月 26日前傳真至(852)2352-5576
聯系人：Andrew Ip
聯系電話：(852)2352-5568

日期 時間 地點 容會議內 注備
1日 15:00-18:00 珠海賓館 到，入住報

18:00-20:00 迎晚宴歡



日期 時間 地點 容會議內 注備
2日 13:30-14:00  南方軟

件 第二園
期

埸 到會 簽

14:00-14:05  始，主持人介 大 情 及嘉會議開 紹 會 況
賓 主持人：许国昌

14:05-14:10 彭厅

14:10-14:15 发言人：陆首群

14:15-14:30 香港Linux商会主席发言

主题：如何在Linux世界中抓住商机

发言人：周子林

14:30-14:35 广东省Linux应用软件专门委员会主

任讲话

翟才忠

14:35-14:45 广东省Linux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GDLC）发言

主题：共研Linux发展大计

发言人：袁泉博

士

14:45-14:55 主持人与听众互动、抽奖活动

14:55-15:15 INTEL发言

主题：Intel体系架构，客户端平台

之选

15:15-15:25 联想代表发言

15:25-15:40 上海中标软件有限公司代表发言

主题：中标软件打造信息化安全应用

平台

发言人：常务副

总经理秦勇

15:40-15:50 ORACLE（香港）发言 华南区总经理陈

小红

15:50-15:55 金山代表 言發 发言人：金山研

究院副院长董波

15:55-16:05 主持人 互 、抽 活 、休息與聽眾 動 獎 動

16:05-16:55 自由讨论

参与者：Linux相关专家

主持人：袁泉

16:55-17:00 主持人 互 、抽 活與聽眾 動 獎 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容會議內 注備
18:00-19:00 晚宴，( 幕 式閉 儀 )， 束會議結

3日 10:00-11:00 茶會(自助午餐)

11:00-16:30 金 高灣 爾
夫球俱樂
部

南方 件 杯大珠三角軟 園 IT高球巡迴賽
珠海站

17:00-18:00 晚 ， 束　頒獎 會 結

1、整体议程：（12月 1～3日）
日期 时间 地点 会议内容 备注

1日 15:00—
18:00

珠海宾
馆

报到，入住

2日
上午

8:30—8:50

8:50—9:00

9:00—9:10

9:10—9:20

9:20—9:30

9：30-11：
30

南方软
件园会
议中心

会场签到

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大会情况及嘉
宾
国家部委领导致词

广东省政府领导致辞

香港政府代表发言

主持：省信息
产业厅

主题讨论：合作、共享、多赢——
CEPA下粤港软件产业合作的新机遇
（暂定）
主持人：南方电视台
参与者：
省信息产业厅主管领导（10分钟）
香港特别行政区工商及科技局领导

（10分钟）
  中科院软件产业研究的院士（10分
钟）
  两地软件协会的负责人
  独立软件开发商金山公司的代表
（10分钟）

主持：
南方电视台

电视录播

12：00-13：
30

午餐  午休

2日
下午

14:00—
17:00

南方软
件园会
议中心

专题一 专题二 专题三 专题四

Linux应用
软件发展专
项论坛（具
体议程见下
一项）

“游戏软件
产
业发展”专
项
论坛

RFID应用
与产业发
展论坛

软件及信息

服务外包

合作专题论坛
18：00 晚宴（闭幕式）



3日

10:00-11:00 茶会

11:00-16:30 南方软件园杯大珠三角IT高球巡回赛珠海站（地点：金湾高尔夫
球俱乐部）。

17:00 颁奖晚会

2、Linux专题论坛会议议程（12月 2日下午13：30—17：00）
（此专题论坛由广东省Linux公共服务技术支持中心承办）

时间 议程 备注

13:30～14:00 签到

14:00～14:05 致开幕辞，并介绍嘉宾 主持人：许国昌

14:05～14:10 广东省信息产业厅领导发言 彭厅

14:10～14:15 中国Linux联盟主席发言 发言人：陆首群

14:15～14:30
香港Linux商会主席发言

主题：如何在Linux世界中抓住商机

发言人：周子林

14:30～14:35 广东省Linux应用软件专门委员会主任讲话 翟才忠

14:35～14:45
广东省Linux公共技术服务中心（GDLC）发言

主题：共研Linux发展大计

发言人：袁泉博士

14:45～14:55 主持人与听众互动、抽奖活动

14:55～15:15
INTEL发言

主题：Intel体系架构，客户端平台之选

15:15～15:25 联想代表发言

15:25～15:40
上海中标软件有限公司代表发言

主题：中标软件打造信息化安全应用平台

发言人：常务副总经理秦勇

15:40～15:50 ORACLE（香港）发言
发言人：华南区总经理陈小

红

15:50～16:00 BEA（香港）发言

15:50～15:55 金山代表发言
发言人：金山研究院副院长

董波

15:55～16:05 主持人与听众互动、抽奖活动、休息

16:05～16:55
自由讨论

参与者：Linux相关专家

主持人：袁泉

16:55～17:00 主持人与听众互动、抽奖活动

17:00 会议结束、合影留念



附加活动：（12月 3日上午）

泛珠三角IT高尔夫球联谊赛
鉴于高尔夫球已逐渐成为 IT行业流行的体育运动，香港软件行业内地合作协会与广东省、深圳、
珠海软件行业协会共同举办既有乐趣又能达到交流目的之“大珠三角IT高球联谊巡回赛”。此
次活动每年举办四次，每季轮流在不同地点举办。此次借泛珠三角软件产业论坛召开之际，举
办秋季巡回赛，比赛地点定在珠海金湾高尔夫球俱乐部。

時間 地點 項目內容

9:00 珠海九州港碼頭集合 由專車接送到金灣球會
(請於中港城碼頭 乘坐上午 7:30直航船往珠海九州港碼頭)

10:00 珠海金灣高爾夫球俱樂部 球員簽到

10:00 – 11:00 珠海金灣高爾夫球餐廳 自助午餐

11:00 珠海金灣高爾夫球會 開球禮及賽事開始

17:30 珠海金灣高爾夫球餐廳 自助晚餐、頒獎典禮

20:00 全日活動完畢
由專車接送到珠海九州港碼頭球會
(可乘坐晚上 9:30 直航船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