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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国防协字〔2019〕23号 

 

关于召开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 

2019 年度“军民协同创新”先进单位 

表彰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过去的一年，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

在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正确政策为导向，立足会员需求，

努力做好‚政府（军队）的助手、企业的帮手、产业的推手‛，

主动作为，勇于创新，积极承担深圳市军工产业各项工作，完成

了市、区有关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如南山科协委托的科普项目

等；完成了会员单位委托的各项工作，如邦彦技术、皓文电子、

砺剑防务、中盾科技、微瞳科技等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总结工作经验，查找不足，表彰先进，同时部署 2020年各

项工作，经研究，定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周五）在深圳龙岗区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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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田天安云谷一期 3 栋 D 座 3 楼国际会议中心（华为科技城）召

开‚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 2019年度‘军民

协同创新’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现将大会安排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一）签到时间：12 月 27 日 13:30-14:50  

（二）会议时间：12 月 27 日 15:00-17:00 

二、会议地址 

深圳龙岗区坂田天安云谷一期 3栋 D座 3楼国际会议中心（华

为科技城） 

三、主要议程 

（一）会员大会 

1、二届理事会 2019 年工作报告及工作计划 

2、二届理事会单位企业展示 

3、2019年度先进单位颁奖仪式（获取企业代表发言） 

4、产业园区推介（天安云谷） 

（二）协同创新科技讲坛 

主题：《当代世界海军装备概述》 

主讲：魏刚（海军少将）（详见附件 2） 

四、参会人员 

（一）请着正装出席； 

（二）请在会场指定席位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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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人数规定：会长单位 4 人；副会长、监事长单位

3 人；理事、监事单位 2 人；会员单位 1 人； 

（四）请各单位于 12 月 24 日前将参会回执以纸质、传真、

邮件或微信等方式送达秘书处。 

五、会务联系 

参会联系：房金莹 13692203753，86724616 

苏玲娟 18823877337，86724616-805 

赞助联系：罗海明 13528706034 

刘  佳 18566219081 

传 真：0755-86709730 邮 箱：2018477355@qq.com 

请各参会单位领导安排好各项工作，届时拔冗依时出席大会。 

请各理事会成员单位依时出席会议。 

 

附件： 1.会员大会嘉宾名单 

       2.协同创新科技讲坛专家介绍 

3.参会回执  

4.二届三次会员大会建议反馈表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2019 年 12月 16 日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秘书处          2019年 12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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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届三次会员大会嘉宾名单 

 

已确定 

徐小岩（陆军中将）总装备部科技委原副主任、协会名誉会长 

魏   刚（海军少将）海军装备部原副部长 

李纪南（陆军少将）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原副部长 协会高级顾问 

李纪华（海军大校）解放军驻北京地区作战室原总代表、协会高级顾问 

姜子诚（海军大校）海军驻驱逐舰六支队原支队长 、协会高级顾问 

樊连山（海军大校）海军 133 舰原政委 

拟邀请： 

中共深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国家保密局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 

深圳市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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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协同创新科技讲坛主讲嘉宾介绍 

 

 

 

魏刚（海军少将）原海军装备部副部长 

山东蓬莱人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副校长 

2013 年调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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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 2019 年度 

军民协同创新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会员级别 
□会长  □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 

□监事长   □理事    □监事    □会员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邮  箱 

     

     

     

     

备注： 

1.请参会人员着正装出席； 

2.参会人数规定：会长单位 4人；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单位 3人；理事、

监事单位 2人；会员单位 1人； 

3.请于 12月 22日（星期五）前，将回执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送达秘书处。传真：

0755-86709730，邮箱：2018477355@qq.com。 
 

参会联系：房金莹 13692203753，86724616 

苏玲娟 18823877337，8672461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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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员服务需求调查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职务  电话  

 

一、贵单位申请加入协会的理由： 

□1.加强与政府间的交流，通过协会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 

□2.提高知名度，引领行业发展 

□3.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4.获得商业机会 

□5.参加专业培训 

□6.其他                                      

二、贵单位认为在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 

□1.扶持政策不足 

□2.融资困难 

□3.人才短缺 

□4.技术创新能力弱 

□5.军工市场环境差 

□6.企业管理不规范 

□7.其他                                   

三、贵单位希望协会提供哪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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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国家有关政府、军方部门反映意见或建议 

□2.提供国家重大项目和专项资金申报咨询服务 

□3.提供政策、法律法规、市场、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 

□4.提供产品检测、认证、认可咨询服务 

□5.提供国家、行业、团体、企业标准咨询服务 

□6.组织单位会员与政府、军方部门或其他机构进行座谈 

□7.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 

□8.参加专业培训 

□9.获取行业资讯 

□10.获得商业机会 

□11.提供宣传推广 

□12.其他                                

四、贵单位希望通过协会向政府部门争取哪些方面的支持： 

□1.政府扶持政策 

□2.政府、军方部门指导 

□3.与政府、军方更多的合作机会 

□4.融资问题 

□5.其他                                

五、贵单位希望协会开展的活动类型： 

□1.会员交流 

□2.论坛或研讨会 

□3.培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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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览展示 

□5.品牌培育 

□6.原材料集采 

□7.国外考察 

□8.国际交流 

□9.公益活动 

□10.其他                               

六、贵单位希望在会员交流方面协会应组织哪方面的活动： 

□1.组织业内专业人士讲座/研讨会/论坛 

□2.与政府或军方主管部门及领导的座谈、政策咨询 

□3.联系政府或军方主管部门领导或专家到单位调研 

□4. 武器装备需求政策深度解读 

□5.提供培训/咨询/人才交流 

□6.企业/项目/技术专场推介 

□7. 会员定期的联欢交流 

□8.其他                             

七、贵单位希望参加会员交流活动的人员是哪些： 

□1.会员单位 

□2.同行业非会员单位 

□3.其他行业单位 

八、对于论坛和研讨会方面，根据自身情况，你更倾向于哪种主题： 

□1.产品应用研讨会 



- 10 - 

□2.新技术研讨会 

□3.新材料研讨会 

□4.新设备研讨会 

□5.军工科研管理研讨会 

□6.其他                                   

九、对于专题培训方面，根据贵单位情况，您觉得需要哪方面： 

□1.产品研发 

□2.市场营销 

□3.品牌建设 

□4.企业管理 

□5.财税管理 

□6.打假维权 

□7.其他                                   

十、若协会组团参加展览展示，您是否会参加： 

□1.参加        □2.不参加 

十一、如果参加，您更倾向于一下哪个展会： 

□1.第五届中国（北京）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览会 

□2.广州军民两用技术装备成果展览会 

□3.第八届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 

□4.中国（成都）军民融合暨国防信息化装备展览会 

□5.第 11 届英国(伦敦)国际防务展 

□6.第 23 届俄罗斯国防与军警设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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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十二、贵单位在品牌建设方面，您希望通过何种形式： 

□1.行业协会品牌评价活动 

□2.电视电影 

□3.报刊 

□4.广播 

□5.户外广告 

□6. 新媒体 

□7.大型展会 

□8.其他                                   

十三、贵单位是否有拓展国际市场的计划： 

□1.有        □2.没有 

十四、如果有，计划拓展哪里的市场： 

□1.美国  

□2.欧盟 

□3.日韩 

□4.俄罗斯 

□5.港澳台 

□6.澳洲 

□7.非洲 

□8.南美 

□9.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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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东 

十五、对于国外考察、国际交流活动，您更倾向的地区是： 

□1.美国  

□2.欧盟 

□3.日韩 

□4.俄罗斯 

□5.港澳台 

□6.澳洲 

□7.非洲 

□8.南美 

□9.东南亚 

□10.中东 

十六、贵单位希望协会通过何种形式提供宣传服务： 

□1.通过网站  

□2.通过微信 

□3.通过简报 

□4.通过会刊 

□5.其他                                   

十七、贵单位希望通过协会网站和会刊获取哪些信息服务： 

□1.宏观政策 

□2.市场动态 

□3.投融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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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商信息 

□5.科技信息 

□6.经营管理信息 

□7.国际合作信息 

□8.其他                                   

十八、对于协会在编的《深圳市军民融合优势企业和产品技术推荐目录》，

贵单位是否会参与： 

□1.参与          □2.不参与 

十九、您认为协会多久组织一次活动合适： 

□1.一个月 

□2.二个月 

□3.一个季度 

□4.半年 

□5.定期举办特色活动 

二十、您认为活动安排在什么时候合适： 

□1.工作日 

□2.周六 

□3.周日 

□4.均可 

二十一、您希望以何种方式了解协会信息： 

□1.协会网站 

□2.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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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Q、微信交流群 

□4.协会简报、会刊 

□5.短信 

□6.电话 

□7.其他                                   

二十二、贵单位在目前经营管理中面临哪些问题？希望协会给予哪些帮助

或服务？ 

 

 

 

 

二十三、您对协会未来的发展、运作及服务有哪些更好的建议？您认为协

会未来还需要从什么方面取得突破？ 

 

 

 

 

二十四、作为协会重要成员，贵单位有哪些资源可以与其他会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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