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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 国 未 来 研 究 会 产 学 研 分 会

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的通知

中管院学术委各机构、学术顾问、学术委员、智库专家、特约研

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理事，产学研分会智库专家、理事会成

员；全国各有关单位、特邀嘉宾：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科学谋划未来

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提出了一

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风高浪急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为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

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的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研

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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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

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联

合主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工作委员会

协办，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东亚管理协会联盟、世界品牌组织亚洲

品牌管理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支持的“第十三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将于

2023 年 4 月 26—27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与创新”为主题。设立开幕式、

特邀报告会、行业专题论坛、产学研智库论坛、圆桌对话、媒体访谈、

现代化管理与创新成果展、项目恳谈、战略合作、项目签约等多种形式，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激发企事业创新活力，为推进和建设中国特色管理

科学体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管理创新模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共襄盛会，围绕大会主题与众多智库专家、学者、

会员、理事共商中国式现代化管理新模式，分享您的远见卓识。

特此通知

附件：1、会议说明 2、出席回执表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

二○二三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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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说明

一、时间、地点

2023 年 4月 26—27 日 北京·友谊宾馆

二、大会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与创新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中国未来研究会

主办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

协办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

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工作委员会

支持单位：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

东亚管理协会联盟

世品委亚洲品牌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北京科管创新咨询中心

北京中管共创文化发展中心

四、大会开幕式：4 月 26 日上午举行

1、首长宣布开幕；

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领导致欢迎词；

3、邀请国家有关领导同志讲话；

4、邀请有关部委领导致辞；

5、嘉宾代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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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举行产学研战略合作单位项目发布仪式；

7、举行“十四五”管理科学重点课题立项证书颁发仪式；

8、举行现代化管理创新成果发布仪式。

五、特邀报告会：4 月 26 日上午举行

邀请有关部委领导、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两院院士围绕“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议题做主旨报告。

六、专题论坛：4 月 26 日下午举行

邀请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

技部、农业部、商务部、教育部、卫健委、人社部等单位以及北大、清华、

人大等首都著名大学的领导、专家、学者围绕以下议题做专题演讲及互动交

流。

（一）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道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渠道不畅，创新人才

缺乏，科技创新服务不足，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及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不高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小企业如何破局？通过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来探讨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创新与企业发展

文化创新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企业将文化内涵注入企业经营管

理，让企业有了更高的辨识度，得到公众的认可，从而焕发青春活力。为了

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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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将邀请有关专家和企业家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创新与企

业发展之道。

七、第六届中管智库论坛：4 月 26 日下午举行

中管智库论坛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品牌论坛，目前已举

办过五届，该论坛的所有演讲嘉宾均为中管智库成员，通常以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方式演讲或经验分享的形式进行。第六届中管智库论坛将遴选 6 位智库

专家或特约研究员代表，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与企业、行业的实际发展

现状进行演讲。

八、高端圆桌对话：4 月 26 日下午举行

届时将邀请著名管理专家、企业领军人物，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

小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展开高端圆桌对话。

九、“踔厉奋发·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者”主题文艺晚会

4 月 26 日晚，举办“踔厉奋发·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者”主题文艺

晚会，热情讴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全国人民践行新发展理念，

满怀豪情为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拼搏的精神风貌。晚会上将为中管院学术委新

聘智库成员、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等颁发证书。

十、投融资项目信息发布、项目对接洽谈活动

4月27日上午举办成果转化、项目发布、项目恳谈、战略合作、资本对

接洽谈会及项目签约仪式。涉及内容：智慧工程、康养产业、高新科技、教

育培训、绿色制造、节能环保、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智慧城市、艺术创作等。

十一、学术交流会、闭幕会

4 月 27 日上午举行。着重交流管理科学研究理论成果和经典实践案例，

共同探讨管理学科前沿热点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促进各个门类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管理科学思想、观点在与会者之间得到沟通和交流。



（第 6页 共 8页）

十二、媒体访谈、产学研会客厅、产学研智库大讲堂

2月8日—5月31日，在“产学研会客厅”和“中国产学研智库大讲堂”

进行行业创新人物专访和经验分享、理论传播。

十三、中国式现代化管理创新成果发布与推广活动

1、科研成果展：展示中管院学术委管理创新与改革发展的优秀成果，

包括重要著作、重要论文、重点课题、重点项目；

2、产研合作风采展：展示企业家典型事迹、企事业单位管理创新事迹

等；

3、管理创新名人展：展示近年来为我国管理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企业领袖。

十四、中国产学研智库大讲堂走基层活动

2023 年将以“中国产学研智库大讲堂”为基础，遴选智库成员组成专

家代表团，陆续到全国各地举办“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系列专

题演讲活动，并走入基层调研考察，建言献策，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十五、课程备案及培训推广

中管院学术委接受宏观经济、产业研究、企业运营、职业素养、传统文

化等类别的课程备案，从创新性、实用性、原创性等方面进行理论和价值认

证，符合条件的备案课程，由中管院培训部协助进行培训、考核和学员管理；

技术类课程由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负责备案等相关事宜。

十六、参会对象

国家相关部委、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领导、专家、学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智库成员、战略合作机构负责人；中国未来

研究会会员、产学研分会理事会成员；优秀科研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企业家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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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报名办法

采取申报和邀请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官网发布的信息为准。请线下参会人员按

照要求填写《参会回执表》以快递或邮件形式报名。线上参会人员可通过主

办单位官网报名注册。

十八、参会费用

本届大会主办单位成员参会免收会务费；非主办单位特邀嘉宾代表参会

需交注册费、资料费 600 元/人；线下参会，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十九、大会官网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官方网站：www.zgyxsw.org.cn

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官方网站：www.zwhch.org

二十、来访接待

地址：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中山大街北京 ONE 写字楼 2408 室

学术委官网 产学研分会官网 相关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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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三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参会回执表

（填写后及时回传至组委会）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姓 名 性别 职务 年龄 邮箱

电 话 微信 手机

随行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

参会身份

一：中管院学术委、培训部

□特邀嘉宾 □VIP 嘉宾 学术委员 智库顾问

智库专家 特约研究员 课题研究人员 调研员

观察员 讲师 特聘教授 学员

二、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

总会会员 分会理事会成员 分会课题研究人员

参加版块
□圆桌会议 □中管智库论坛 □成果展示

□产学研会客厅 □产学研智库大讲堂 □走基层

论文交流
题 目：《 》

□同意参评 □申请在大会上交流发言

申报项目

产研合作共建示范/实践/实验基地

“十四五”一般/重点/重大课题立项

产学研专家工作站

产研合作共建院士指导基地

优先申请
□总冠名 □分冠名 □联合主办 □协办支持 □战略合作

□指定产品 □演讲 □对话 □会议专场 视频展播

其他申请 □论文刊登《中管学坛》公众号

备注：1、请在□打√，各项申报资料另寄、论文需提供电子版；2、此

表复印有效，请用规范字体填写；3、其他事项请与秘书处工作人员联系。

开户单位：北京科管创新咨询中心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鱼市口支行

银行账号：110501727600000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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