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珠三角軟件產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主辦機構︰
論壇主題︰
日期
︰
時間
︰
地點
︰
費用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廣東省信息產業廳
『相互溝通、資源共享、合作發展』
2008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 (星期一至二)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第二期 會議中心演講廳及會議大廳
全免

活動背景
爲了更好地加强粵港兩地間的合作與交流，整合珠三角地區的資源，全面推動軟件産業的協
調發展，爲粵港兩地企業提供交流、合作的平臺，以及商貿配對的機會，2003 年 4 月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前工商及科技局與廣東省信息產業廳簽定合作協議，决定定期輪流舉辦“珠三
角軟件産業合作與發展論壇”幷舉辦了首届論壇。其後，兩地政府部門及業界代表的共同努
力下，第二屆論壇於 2004 年 4 月在香港、第三、四、五屆論壇分別於 2004 年 11 月、2005 年 11
月、2006 年 11 月在廣東成功舉辦。2007 年 6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及廣東省信息產業廳於「粵港信息化合作專責小組」會議中，雙方同意於年內在香港舉行第
六屆「珠三角軟件產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論壇目的
1、 促進香港及珠三角兩地現代信息服務業相互溝通；
2、 促進兩地資源中心為兩地業界提供資源共享的平台；
3、 促進兩地企業於不同資訊科技的範疇中加強合作。
承辦機構
粵港軟件産業合作 (港方工作小組)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廣東軟件行業協會
協辦機構
香港數碼港
香港科學園
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軟件行業內地合作協會
香港軟件外包聯盟
香港電子科技商會
香港資訊及軟件業商會
香港 Linux 商會
香港開放源碼軟件中心
香港無線科技商會
香港無線發展中心
香港動漫畫聯會
香港數碼娛樂業支援中心

廣東省人才軟件和集成電路人才教育分會
廣東軟件出口委員會
廣東省嵌入式軟件公共技術中心
廣東省 Linux 應用軟件專門委員會
廣東省 Linux 公共服務技術中心
廣東省 3G 聯盟
廣東省 RFID 公共技術支持中心
廣東軟件行業協會動漫遊戲分會
廣東省數字家庭公共服務技術支持中心

第五屆珠三角軟件產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論壇日程
日期 時間
14/1 09:00-09:30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15
10:15-10:40
10:40-11:00
11:00-12:00

活動
登記 (會議中心演講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致開幕辭
廣東省信息產業廳領導致辭
主題演講 1 : 廣東省現代信息服務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主題演講 2 : (待定)
茶歇
專題探討 – 兩地資源共享 (香港區)





12:00-13:00

專題探討 – 兩地資源共享 (珠三角區)






15/1 09:30-13:00

香港數碼媒體中心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鍾偉強先生)
香港集成電路中心 (香港科學園公司 企業拓展及科技支援副總裁 張樹榮先生)
香港軟件外包聯盟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 會長 吳志成先生)
香港無線發展中心 (中心總監 鄧炳才先生)
廣東省數字家庭公共服務技術支持中心 (中心主任 羅笑南先生)
廣東省 Linux 公共服務技術支持中心 (中心主任 袁泉先生)
廣東省嵌入式軟件公共技術中心 (中心主任 蘭勇先生)
廣東省 RFID 公共技術支持中心 (中心主任 / 盈創集團總裁 李鷹博士)
廣東省中小企業信息化服務中心 (中心主任助理 戴獻東先生)

分場討論 2.2 (會議大廳 3-4)
「粵港開源軟件論壇」
內容:
l 中國開源軟件推進聯盟主席陸首群教授從北京遠道而來，分享中國開源產業在過去一年的快
速發展和最新動態；
l 粵港兩地知名企業分享使用開源軟件的策略，見證開源市場蓬勃發展的需求；
l 香港軟件商介紹在開源社區 SourceForge 上成功開發商用軟件的心得；
l 兩地開源專家探討技術標準、合作模式等議題，關心開源市場發展的朋友亦不容錯過！
協辦:
香港資訊及軟件業商會
廣東省 Linux 公共服務技術中心

09:00-09:30
09:30-09:35

登記
宣佈開幕和致辭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開源軟件委員會主席 譚偉豪博士 )

09:35-10:05

中國開放源碼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開源軟件推進聯盟主席陸首群教授 )

10:05-10:35

廣東省 Linux 市場及標準建立 (廣東省 LINUX 公共服務技術支持中心主任 袁泉博士)

10:35-11:05

國內企業利用開源技術成功經驗分享 (國內或廣東知名企業信息總監 )

11:05-11:35

香港案例分析：開源軟件在流程管理中的成功應用 (訊智有限公司 梁焯禧先生)

11:35-11:50
11:50-12:20
12:20-12:50

茶歇
開源社區中的資源共享與軟件開發發 (時機商計 胡朝基先生 )
討論會﹕粵港在開源軟件上的合作模式 廣東省 LINUX 公共服務技術支持中心, 香港開放源碼
軟件中心, 演講嘉賓
答問時間
12:50-13:00
註︰專業參觀為了加強兩地互相了解，主辦機構特別安排珠三角地區政府領導及各專業單位參觀香港數碼港及
香港科學園。

第五屆珠三角軟件產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交通安排
公共交通︰
參加者可選乘以下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科學園。
272K
香港鐵路大學站  香港科學園
272S
香港鐵路鑽石山站  香港科學園
43P
香港鐵路荃灣西站  香港科學園
專線小巴 27 號
香港鐵路沙田站(排頭街)  香港科學園
穿梭巴士︰
大會亦將安排穿梭巴士於金鐘及九龍塘接載參加者前往論壇舉行場地。
開車時間
地點
位置
8:15am
金鐘
香港鐵路 金鐘站 A 出口 (海富中心)
8:30am
九龍塘
香港鐵路 九龍塘站 C 出口 (生產力大樓)
穿梭巴士將於 6:00pm 回程至金鐘及九龍塘。

詳情垂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廖雪梅小姐
電話︰(852) 2788 5688
電郵︰judyliu@hkpc.org

第五屆珠三角軟件產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報名表格
傳真至(852) 2788 5056 / 電郵至 judyliu@hkpc.org
查詢︰(852) 2788 5688 廖雪梅小姐

姓名(中文)︰

機構名稱(中文)︰

姓名(英文)︰

機構名稱(英文)︰

地

址︰

電
電

話︰
郵︰

日期

時間

流動電話︰
傳 真︰
請勾選
欲參加之環節

活動

14/1 09:30-13:00 開幕儀式、主題演講及專題探討
14:00-17:30 分場討論 1.1: 「資訊科技業專業發展及認證之區域合作論壇」
分場討論 1.2: 「粵港軟件外包論壇」
15/1 09:30-13:00 分場討論 2.1: 「粵港嵌入式軟件論壇」
分場討論 2.2: 「粵港開源軟件論壇」
14:00-17:30 分場討論 3.1: 「粵港無線科技行業論壇」
分場討論 3.2: 「粵港數碼娛樂創意產業論壇」
交通安排
本人 會 / 不會* 乘坐大會安排之穿梭巴士前往香港科學園。
 金鐘 (開車時間︰8:15am)
 九龍塘 (開車時間︰8:30am)
*請刪除不適用者

敬請注意︰ 1) 成功報名之人士將於論壇前一星期內收到確認電郵，請携同確認電郵及閣下之名片於接待處登記。
2) 穿梭巴士將準時開出，逾時不候。

報名人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