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2019 年 3 月 13 日，周三
国敦河畔大酒店
(GRAND BALLROOM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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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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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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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新加坡）是新技能资格框架（现在称为未来技能人力资源框架）之下关于人力资源的国家持续教育与培训学院。HCS

已经成为了人力资源的思想领袖，并与世界知名的乔治城大学和哈佛大学密切合作，开发了关于全球商务领导能力、国际关系和

大数据的课程。

HCS 与劳动力发展局合作，为处于转型期的专业人员、经理、执行员与技师提供职业和技能讲习班，并支持新加坡建立面向未来

的劳动力。

HCS 的咨询业务板块，HCS 生产力与咨询 (HCSPC) 是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计划的通过预选的服务供应商，提
供人力资源咨询和人力资源运营外包服务。此外，HCSPC 已经被人力部指定为新加坡的雇佣标准合规性审计机构。

HCS 是未来经济中不断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实践和人事管理解和组织解决方案的有力倡导者和支持者。HCS 正迅速迎接数字
化，以支持能力发展的工作。

© 人力资本（新加坡）。版权所有。
保留所有权力。未事先获得人力资本（新加坡）（或称HCS）的书面许可，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本出版物所含的观点和看法均来自于其原作者和其他供稿
人，并且不代表HCS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我们已尽一切合理努力，以确保本出版物中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对于本出版物的任何错漏和不准确之处，无论其原因如何，HCS、出
版商、编辑及其员工和代理人概不负责。我们对依据本出版物中的观点或信息而采取的任何行为概不负责。我们有时会使用不受版权限制的材料。有时我们会无法识别和联系版权所有
人。如果您拥有我们所刊载的特定内容的所有权，我们将愿意做出适当的确认。

就业与技能培训中心 (e2i) 为寻求技能和增长的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公司提供有帮助的网络。2008年以来，e2i 通过职业指
导、专业发展和就业匹配服务帮助了60多万人。e2i 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为企业提供招聘、培训和生产力解决方

案。e2i 是全国职工总会 (NTUC) 的倡议，旨在支持全国的人力和技能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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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ICHARD MAGNUS 先生
人力资本（新加坡）管理委员会主席

特邀嘉宾：许宝琨医生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致辞 
人力资本（新加坡）首席执行官何玉珠女士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首席执行官GILBERT TAN先生

主办机构、支持机构与媒体合作方 

关于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流程  

亮点 
与黄志明先生对话（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公署部长）

“工业4.0：我们的公司和员工为全球数字市场做好准备了吗？”

亚洲新闻台纪录片特别放映："在算法时代生存" 

专家讨论：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

与许宝琨医生对话（新加坡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为智慧国新加坡做好准备：中小企业数字化”

杰出主讲人、专家和主持人 
履历和引言

目录

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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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Magnus 先生
人力资本（新加坡）管理委员会主席

变革是当今世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变革为未来创建了新的视角，并要求我们反思现有
的实践。数字化就是这样一种变革，它对日常商业运作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它是朝着更
高的竞争力实现显著进展的催化剂。

通过今天的大会，我们希望讨论数字化，特别是朝着工业和服务 4.0 的转变对新加坡经
济和本地企业的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已经简化了会计、电子商务和商业智
能，现在，3D 打印正在改变各行各业的生产方式。这是新的常态。在新加坡，这种新
常态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必须的，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全国职工总会黄志明先生和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参加我们的对
话。他们的参加表明，政府致力于帮助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日常运营中
应用数字技术。今天的活动也标志着 HCS 成立 10 周年。自 2009 年成立以来，HCS 一
直致力于提供最佳的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培训和思想领导能力。

我赞赏 HCS 主动组织这次大会。如果不投资于培训和教育，就无法提高个人和组织的数
字技能，也就无法朝着数字化迈进。这一活动也反映出 HCS 致力于让人力资本为未来 10 
年的数字经济做好准备。在业界的支持下，HCS 将继续加强新加坡企业和员工的能
力，并抓住数字经济中的大量机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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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琨医生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新加坡的愿景是创建具备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级创新企业、为企业家和企业创造良
好环境、让所有新加坡人抓住其中的各种机会和良好的就业机会的智慧国。

雇主的心态是关键。虽然中小型企业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数字化，但是很少有企业完全
理解数字化对其业务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要为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企业需要提高员
工的能力。

NTUC 及其 e2i 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推出了企业读书乐，旨在根据员工的需求，通过为每
家公司量身定制的精巧的移动学习课程，来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企业读书乐将使超
过 1.5 万名员工受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通过从众包中收集的智慧、交换想法和
分享最佳实践，企业可以加快速度，迎接未来的挑战。

今天，我们向 22 位企业和个人获奖者致敬，他们在  HCS 2019 终身学习奖上展示了持
续学习的精神，并对其他学习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新加坡）终生学习的
精神肯定也影响了获奖者。

谢谢。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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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珠女士
人力资本（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HCS 10 周年合作伙伴、表彰和思想领导力大会：“工业与服务 4.0”  标志着 HCS 旅程的重
大转变：我们正迎接数字化，踏出下一个飞跃。

本次大会让来自新加坡和海外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初创公司、政府联营公司以及公
共部门机构的近四百名管理人员汇聚一堂，讨论关于本地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和国
际化的课题。事实上，HCS 集结了高素质的发言嘉宾，彰显了我们组织行业最好的活动
的独特能力。

这次高级大会发生在一个转折点上：新加坡正朝着智慧国发展。新加坡自己的人工智能
和数字化专家（全国人工智能核心、基础人工智能、政府科技局），以及来自中国阿里
云和巴西 DOT 的海外专家汇聚一堂，本次大会将记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本次活动汇聚了各方的智慧，以引领新加坡、区域乃至全球进入新的智慧时代。您参加
今天的活动，将获得该领域最先进和创新的见解，并将其应用于您自己的企业，并在我
们与 NTUC 的 e2i 以及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推出关键的数字计划之际，成为这一历史性的
数字转型之旅的一部分。

对新加坡来说，培养数字人才是当务之急，因为新加坡正在迈向智慧国。HCS 立志成为
领先的高科技和高接触的数字人力资源中心，与行业和教育专家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关系，以便在当今世界的快速变化中保持活力和与时俱进。

我鼓励大家充分利用今天的大会。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数字旅
程中，各位将继续与 HCS 合作，为未来经济中的新加坡和全球商业格局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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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Tan 先生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首席执行官

我们很高兴与人力资本（新加坡）一起支持和共同组织这次大会。HCS 是我们长期和重
要的合作伙伴，在过去的 10 年中，我们一直与 HCS 合作来提高员工的能力和就业能力。
从人力资源技能、国际化、卓越服务到经济的数字化，HCS 一直是我们在终身学习之旅
的伙伴。

展望学习的未来，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开始通过读书乐增强社区建设，并将推出
第一个中小企业老板社区。凭借中小企业联谊会的强大的优势，HCS 推出了第一批精巧
的学习模块，名为“HR-Leap”。这些模块涵盖了新兴的人力资源角色和实践，以及在数字
经济中寻找人才等主题。以后，中小企业主和人力资源从业人会员将有机会通过能够获
得认证的学分来加深员工的技能组合，中小企业主和人力资源从业人员都是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

读书乐旨在解决持续、相关和方便的学习问题。这种获取知识的新模式使每个人都能快
速理解信息、提高技能，以参与行业转型。目前，我们有超过1万名活跃的学习者参加了
课程或/和在应用程序上参与了讨论。去年，这股学习热潮已经扩展到通过企业读书乐为
企业服务，并且读书乐社区将成为支持持续学习的第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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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支持机构和战略合作方：

媒体合作方：

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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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ORGANISATIONS AND STRATEGIC PARTNERS:

MEDIA PARTNERS:

9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关于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数字化和冲击性的技术正在改变企业运营的方式。新加坡的企
业和劳动力需要不断适应快速的变革，并为自己配备新的、与
时俱进的数字和技术技能组合，以应对工业 4.0 和服务 4.0 的需
求，如自动化、人工智能、超连接和一切即服务。问题是：我
们准备好了吗?

工业 4.0、人工智能、数字化和
技术
数据分析、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都是新技术的例
子，它们将主导未来的商业和工作。成功的关键是公司和员工
如何适应这些新技术，并将其用来为自己谋利。工业 4.0 要求企
业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采用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战略，以
保持竞争优势。工业  4.0 还要求员工成为 “工人 4.0”，具备必要的
技术技能、科技技能和适应能力，以便在未来的职场中与时俱
进。

服务 4.0  “为智慧国做好准备：
中小企业数字化” 
由于中小企业为新加坡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小企
业必须利用技术在全球数字市场上抓住机遇，并在数字经济中
保持竞争力和与时俱进。虽然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和计划来帮
助中小企业进行数码转型，仍有一些中小企业不知道如何开启
数码转型之旅。企业要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并开启数字化转型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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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am 

9.30am 

9.40am 

10.05am 

10.30am 

11.05am 

11.30am 

登记

HCS 致欢迎辞

环节 1：IBM 发表主题演讲
Kuniya Tsubota 先生（IBM 亚太地区人力资源副总裁）

环节 2：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发表主题演讲
陈祖翰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研究与技术），新加
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首席科学家）

茶歇及联谊

环节 3：基础人工智能发表主题演讲
Liu Feng Yuan 先生（基础人工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环节 4：黄志明部长致辞及对话 
“工业 4.0：我们的公司和员工为全球数字市场做好准备了吗？” 

•黄志明先生（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公署部长）
• Abraham Thomas 先生（IBM 新加坡董事总经理）
•何祖翰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务长兼高级副校长兼新加坡全国人
工智能核心主席）

• Liu Feng Yuan 先生（基础人工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由陈杰豪先生主持（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12.20pm 联谊午餐会及亚洲新闻台纪录片特别放映：“在算法时代生存”

大会流程
工业 4.0、人工智能、数字化和技术

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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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am Registration

9.30am Welcome by HCS

9.40am Session 1: Keynote by IBM
Mr Kuniya Tsubota (HR VP, IBM APAC)

10.05am Session 2: Keynote by AI Singapore
Prof Chen Tsuhan (Deputy President (Research & Technology),
NUS and Chief Scientist, AI Singapore)

10.30a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11.05am Session 3: Keynote by BasisAI
Mr Liu Feng Yuan (Co-Founder and CEO,  Basis AI)

11.30am Session 4: Conversation with Mr Ng Chee Meng: 
“Industry 4.0: Are Our Companies and Workforce Ready for 
the Global Digital Marketplace?”

• Mr Ng Chee Meng (Sec-Gen, NTUC and Minister, PMO)
• Mr Abraham Thomas (Managing Director, IBM Singapore)
• Prof Ho Teck Hua (Provost and Senior Deputy President, NUS and Chairman,
  AI Singapore)
• Mr Liu Feng Yuan (Co-Founder and CEO, Basis AI)
• Moderated by: Mr Tan Kiat How (CEO, IMDA)

12.20pm Networking Lunch and Special Screening of 
Channel NewsAsia’s Documentary: “Surviving the Algorithm Age”

2.00pm 环节 5：专家讨论：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
•薛建兴博士（Robobai 亚太地区（新加坡）副总裁）
•邓鸿森先生（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
• Ong Chee Ping 先生（新加坡博彩公司转型项目办公室及技术咨询总监）
•谭乐琼女士（新传媒集团总裁）
•由 Woo Kang Wei 博士 （QuantumCIEL执行董事）和何玉珠女士（人力资
本（新加坡）首席执行官）主持

2.50pm 

3.15pm 

3.45pm 

4.15pm 

环节 6：阿里云发表主题演讲 
Derek Wang 博士（阿里云首席云架构师）

茶歇及联谊

环节 7：政府科技局发表主题演讲
李鸿毅先生（政府科学与人工智能署副署长）

环节 8: 与许宝琨医生对话：“为智慧国新加坡做好准备：中小企
业数字化”
•许宝琨医生（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
长）

• Alex Hungate 先生（新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 Derek Wang 博士 （阿里云首席云架构师）
•叶进国博士（叶水福集团主席）
•由 Jane Lim 女士主持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领域转型组副局长主持）

5.15pm 至     最后环节 – 匹配.技能.业务  （仅限注册本环节的来宾）
6.15pm

服务 4.0  “为智慧国做好准备：中小企业数字化” 

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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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数字革命已经为本地和国际的经营方式带来了巨
大的转变。随着精通科技的客户越来越多，我们的本地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科技来获得竞
争优势，并在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中建立忠诚度。

数字技术为以员工为中心和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司提供了巨大
的机会，以使它们能够与员工和客户建立新的关系。为了迎
接这些机会，我们的员工需要培养适应能力和技术能力，以
满足以全球化、数字经济为特征的工业 4.0 的要求。但在此
之前，新加坡的劳动力首先需要完成重大的心态转变：愿意
迎接数字时代的新鲜事物，以便在全球进行竞争并取得成

功。

问题是，我们准备好迎接工业 4.0 的转变了吗?

亮点

与黄志明先生对话： 
（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公署部长）

“工业 4.0：我们的公司和员工为全球数字市场做
好准备了吗？”

时间：11.30am

12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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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台的纪录片： 
“在算法时代生存”

时间：12.20pm

我们关注的是人类是如何试图夺回控制权，并用算法以好的方式而不是坏的方式来改变
世界。人类如何在算法时代生存？现代生活被悄悄地编织进了一些代码，默默地咀嚼着
排山倒海的大数据，并帮助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得出的结果来解决问题。它们被称为算：
复杂的代码网，可以决定任何事情。从您是否应该看这个节目，到告诉警察您是否要
犯罪，以及在哪里犯罪。但是，数学和计算数学的计算机会出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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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能力，并成为世
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
新加坡是：最容易做生意的地方之一、亚洲最
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亚洲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和
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力资本指数。全球动荡、劳
动力市场紧张和人口老龄化，这些都是新加坡
近年来面临的一些挑战。在此背景下：新加
坡企业能否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和保持竞争力?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和技能提升计
划，来在数字时代保持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
大企业和小企业如何合作?我们是否在创新和创
业精神方面落后于邻国?

专家讨论：在数字时代
与时俱进
时间：2.00pm

14工业 4.0 暨服务4.0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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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宝琨医生对话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为智慧国新加坡做好准备：
中小企业数字化”
时间：4.15pm

对于一个没有考虑太多的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的任务可能是艰巨
的。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数字经济中，什么样的核心技术能够促进智慧
企业和智慧国家的发展？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讨论一些问题和关注事
项，例如：中小型企业如何使运营自动化和进行精简？他们如何深入了
解消费者的行为，并提高销量？中小型企业如何利用科技开拓新市场？
在各自的行业中，中小企业数字化变化最快的领域有哪些？中小企业合
作伙伴在数字化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大公司、政府机构和商会与商
团可提供哪些帮助？中小企业在向区域扩展的时候，如何利用数字支持
和平台?

15工业 4.0 暨服务 4.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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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主讲人、专家和主持人

黄志明先生
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
总理公署部长

黄志明先生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当选为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获任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黄先生也是总理公署部长。

黄先生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加入内阁，出任教育部代部长长（学校）及交通部
高级政务部长。随后，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获任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
部长。2018 年 4 月 30 日，辞去这两个职位，全身投入劳工运动。

黄志明先生担任教育部长（学校）期间，加强培养以强烈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全
面发展的个人。他努力的重点是学以致用，以便让我们的学生为未来做好准
备。他还倡导学习的乐趣，鼓励学生敢于冒险，追求自己的兴趣。黄先生在交
通部任职期间，推动航空行业的转型，实施技术创新，使樟宜机场的员工和旅
客受益。他也努力帮助出租车和私家车出租行业应对科技冲击，并与职工运动
密切合作，以便让各个行业更加专业。

进入内阁之前，黄先生曾担任新加坡三军总长。担任三军总长期间，确保新加
坡武装部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维持高水平的行动效率。在他的领导下，新加
坡武装部队的重组计划得以实施。黄先生于 1986 年 12 月加入新加坡武装部
队，在 29 年的服务生涯中，曾担任多项要职。其中包括 144 中队的指挥官、空
军策划处处长、樟宜空军基地司令、三军行动处处长及空军总长。

黄先生曾担任多家公共及私营机构的董事，包括新科工程、裕廊集团。

黄先生获选担任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

黄先生于 1991 年获得了电机工程理学学士学位，2003 年获得了美国塔夫茨大
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文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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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ARY SPEAKERS, PANELLISTS &
MODERATORS

许宝琨医生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

许宝琨医生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获任为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他与工会领袖
和劳工运动网络合作，实施产业转型蓝图，并帮助工人更好地为在关键增长领
域就业做好准备。许医生领导由工会成员及政府机构高级代表组成的全国职工
总会培训执行委员会，负责统筹及协调实施各项培训工作。许医生也是金属业
工人联合会的执行秘书。

许宝琨医生目前是贸易及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专注于研究、发展和企业家事
物。他是创业行动社群的赞助人，参与实施 “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0” 计划下的
先进制造和工程领域的战略。在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蓝图下，许宝琨医生负责两
个小组委员会，监管制造业、贸易及连通性行业的转型。他也负责监督新加坡
与中国、欧盟、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的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许宝琨医生是宏
茂桥集选区的国会议员。

许医生之前的学术任职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Yong Loo Lin 医学院的临床讲
师，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的客座助理教授，科技研究局旗下的生
物工程与纳米技术研究所的客座临床科学家。曾任新加坡中央医院肠科顾问医
师、肠癌分子遗传研究实验室主任、肠癌基因组健康服务中心的创始主任。

许医生于 1996 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并于 2005 年获得皇家外科医
学院（爱丁堡）和医学专科学院（新加坡）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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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主讲人、专家
和主持人

Abraham Thomas 
IBM 新加坡董事
总经理

陈祖翰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

（研究与技术）

叶进国博士
叶永福集团主席

陈杰豪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
局首席执行官

Liu Feng Yuan 
基础人工智能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何德华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高级副校长兼教务长

何玉珠
人力资本（新加坡）

首席执行官

邓鸿森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

李鸿毅
政府科技局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署
副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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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ya Tsubota, 
IBM 亚太地区
人力资源副总裁

Derek Wang
阿里云

首席云架构师

Ong Chee Ping 
新加坡博彩公司
转型项目办公室及
技术资讯总监

Jane Lim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领域转型组）副局长 

谭乐琼
新传媒集团总裁

Woo Kang Wei 
新加坡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

智慧国工作组
物联网安全主席

Gilbert Tan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首席执行官

Alex Hungate 
新翔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ichard Magnus 
人力资本（新加坡）
管理委员会主席

薛建兴博士
Robobai 亚太地区
（新加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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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Thomas 先生 于 2017 年 10 月获任为 IBM 新加坡董事总经理。在
此之前，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担任 IBM 全球业务服务执行合作伙伴。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底担任南非 IBM 的总经理。目前，他负责 IBM 在新加坡的业务和运
营。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他担任总部在中国的 IBM 增长市场部系统销售、系统和技术组的
副总裁。在这个职位上，他负责 IBM 服务器和存储系统在亚太、拉丁美洲、中东欧和中东地
区的销售，为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在此之前，Abraham 在亚太地区的系统和技术
业务以及增长市场部门担任过各项职务。在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他担任总部设在班加
罗尔的 IBM 印度和 IBM 印度全球服务的董事总经理。Abraham 于 1986 年以中小型业务解决方
案部门的区域代表开始了他在 IBM 的职业生涯。

Abraham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他曾担任新加坡计算机学会执行委员
会委员，并积极筹办社交活动，促进本地资讯科技业的互动。他还是印度工业联合会
的国家理事会成员。在《IT国家商业评论》杂志的一项调查中，他被评为 2001 年十大
IT 高管之一。

Abraham Thomas
IBM 新加坡
董事总经理

Hungate 先生 是新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领导新翔集团。他是董事
会董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Hungate 先生于 2013 年 7 月以执行董事的职位加入新翔，
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目前的职务。在此之前，Hungate 先生是汇丰新加坡的首
席执行官。他于 2007 年加入汇丰，担任驻伦敦的个人金融服务和营销的集团董事总
经理。Hungate 先生拥有超过 25 年的全球领导经验，曾担任路透通讯社驻香港的亚
太区董事总经理，以及路透通讯社驻纽约的美洲联席首席执行官兼全球首席营销
官。

Hungate 先生于 2011 年 7 月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加入新翔董事会。现任大华银行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及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董事。Hungate 先生拥有牛津大学工程学、经济和管
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项目，获贝克学者称号。

Alex Hungate
新翔气团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数字创新和转型不只是流行语，也是当今企业的业务需要。人工智能、云计算、安全和分析等技术在实现转型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与匠心同样重要的是，投资并专注于打造迎接持续学习和技能提升的组织员工队伍，
以及创建不知疲倦和好奇的再创新的文化。”

“创新始于参与。除非人们愿意接受技术，否则实施技术是不可能的。对人员的发展进行投资对于任何技术投资的成
功都是必不可少的。新翔采用以技术为驱动、以人为本的方式实施创新，以实现增长。我们提高员工的技能，重新
设计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为享受最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小企业合作，在开发技
术方面结合集体优势，帮助培养本地的能力，共同实现全球竞争力。”

珠玉之言

珠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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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建兴博士  拥有计算机和医学的博士学位，拥有超过 15 年的澳洲经验，并在 FAST
搜索、微软和 Optus 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经验来自不同的行业和国家，包括医疗、国
防、政府、电信、地理空间智能、分析和数字营销。他在 FAST 搜索和微软任职区域副
总裁和总经理的时候，负责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新电信任职期间，他负责移
动和服务创新，推动了整个澳大利亚和该区域的战略。他在区域的服务和产品的国际化
方面经验丰富，带领着技术、销售和营销团队。

薛建兴博士
Robobai 亚太地区
（新加坡）副总裁

陈祖翰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副校长（研究与技术）
特聘教授

陈祖翰教授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与技术副校长兼特聘教授。也是新加坡全国人
工智能核心的首席科学家，该项目是国家的人工智能项目。

陈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前，他
于 2009 年起，担任美国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David E. Burr 工程学院的教授。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康奈尔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期间，他将该学院提升至
顶尖排名，并发起了多项措施以推进创新、促进研究和教学卓越。1997 年至 2008 年，
陈教授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并于 2007
年至 2008 年担任该系副系主任。

陈教授于 2015 年至 2017 年担任南洋理工大学 Cheng Tsang Man 访问教授，以及工程学
院院长。他支持招聘教师，并率先在南大工学院推行支持计划，以鼓励校际多学科项
目，配合研究、创新、企业 2020 计划所确定的领域。

“人工智能和云技术正在推进前沿，并开启许多令人兴奋的可能性，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为了真正
与时俱进和保持竞争力，组织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人类和机器在工作环境中的互动方式。

在工业 4.0 时代，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作为一个国家项目，应对影响社会和行业的挑战，以便投资于本地的深
层能力，抓住下次科学创新的浪潮，并鼓励企业进一步采用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珠玉之言

“让技术按照所设计的目的去推进，进而我们会有更多的
时间，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珠玉之言

陈教授也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间担任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在多媒体方面的总编辑，推动这份权威性学术期刊增加出版
次数及页面。他曾获选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信号处理协会的会长（2007 至 2009年）和杰出讲师（2007 至 2008年）。

陈教授于 1993 年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 Charles Wilts 杰出独立研究奖，2000 年至 2003 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
的事业成就奖。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颁发的 Benjamin Richard Teare 教学奖（2006 年）及 Eta Kappa Nu 杰
出教学奖（2007 年），2014 年获康奈尔大学颁发的 Michael Tien 教学奖。

陈教授迄今发表了超过 300 篇技术论文、持有近 30 项美国专利。他是斐陶斐荣誉学会、电气电子工程学会、新加坡工
程师学会的会员。他于 199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电子工程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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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鸿森先生 自 2015 年 11 月 15 日起担任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在他的领导
下，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从知识产权的注册和监管机构发展成为关键的创新机构，利
用其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和网络来帮助驱动新加坡未来的增长。其中包括更新新加坡
的知识产权中心的总体规划，将重点放在知识产权商业化上，以及建立一个 $10亿的
Makara 创新基金，帮助新加坡成为一个创新的本地和外国公司在全球市场扩大规模
和竞争的地方。

邓先生目前在多个国家级、知识产权和创新委员会担任要职。他被选为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常务委员会主席，这是新加坡人首次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该委员会，他带领了讨论全球版权制度的发展。邓先生由于对全球知识产权界的
贡献而备受赞誉，并于2017年被权威行业刊物《世界商标评论》评为 “年度商标人物” 
之一。邓鸿森先生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

Derek Wang 博士
阿里云

首席云架构师

 “全球数字经济正在推动商业转型和经济增长。过去 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全球 GDP 快 2.5 倍。2014 年，跨境
数据流量为全球 GDP 增加了S$28000亿，超过了跨境贸易额带来的GDP。在这个由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未来经济中，
企业和经济价值将日益集中于无形资产：知识产权、数据、商业机密、专有技术等。企业必须了解如何利用这些无
形资产促进业务增长，让员工具备在数字经济中抓住机遇的技能。”

他还担任总理公署旗下的研究、创新和企业战略委员会委员，负责监管新加坡研发部门的发展。他是未来经济委员会创
新与能力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为新加坡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指明方向。2016 年，由于对国家的贡献，他被授予公共
行政奖章（银奖）。邓先生领导了新加坡三项重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EUSFTA)。在TPP中，邓先生担任主席，负责 12 个谈
判方的总的知识产权谈判。

在加入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之前，邓先生曾担任新加坡总检查署国际事务部的高级国家法律顾问，就一系列复杂的国际法
问题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咨询。他是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USSFTA) 的首席谈判代表和首席顾问之一。邓先生拥有新
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二等甲级荣誉学士学位，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硕士学位（成绩优异），他是该中心国际经济法研
究所的教员。2013 年，他参加了哈佛商学院的高级管理课程。

珠玉之言

“技术已经使竞争环境趋于公平，而易于获得基于云技术的解决方案意味着中小
企业可以与规模更大的企业一样拥有竞争优势。云技术使他们能够优化跨销
售、支付、产品开发、供应链、物流和未来规划的运营。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更
多地接触到全球市场的动态性，它们现在属于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也让误差空间
很小。为了保持与时俱进和持续增长，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必须采用创新和集成的
数字优先思维，而不是简单地按原样实施最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Derek Wang 博士 是阿里云的首席云架构师，带领着分布在美国、欧洲、
亚细安、澳洲、新西兰、中东和北非、北亚和印度等分布在多个区域的全球技术团队。
他的团队负责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高质量解决方案的设计和服
务，以确保所有客户在阿里云平台上成功构建应用程序，并拥有多项大数据相关专利。
他还带领着国际 IDC 规划、战略项目管理、咨询服务、产品需求管理、培训和认证、
重点项目交付的中层团队。
珠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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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Tan 先生 于 2009 年加入了 NTUC 的 e2i，通过提供更好的工作、发展更好
的技能、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并为员工获得收益，来为更好的就业和就业能力创建解
决方案。自那个时候开始，e2i 推出了增长与同惠计划，以驱动以生产力为主导的低
收入工人的工资增长，并率先通过专业发展项目提高专业人员、经理、执行员与技师
（PMET）的能力。除了加深技能，e2i 还为 PMET 提供就业能力和横向技能，使其能够
保持与时俱进和部门内以及跨部门的发展。

在 Gilbert Tan 先生的领导下，e2i 率先与高等教育学院 、行业协会、商会与商团和社
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为更多的新加坡人提供职业辅导、培训咨询服务和行业
转型的解决方案。随着 e2i 的角色不断扩大，e2i 在大巴窑的建屋局中心、中央商业区
和本地的社会服务中心建立了服务点，来有效地接触到这些地区的更多的求职者、工
作人士、雇主和合作伙伴。他的团队开发的新项目包括 “U职业联系网” 和未来的学习模
式：读书乐。

Gilbert Tan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首席执行官

“读书乐开始于需要持续、相关和方便的学习问题。这种获取知识的新模式使每个人都能快速获取信息、提高技
能，以参与行业转型。目前，我们有1万多名活跃的学员学习了这款应用的课程或/和参加了讨论。”

“这次高级大会发生在一个转折性的时刻，新加坡正在向智慧国迈进。新加坡汇聚
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专家以及海外专家，这次大会将捕捉到这个历史性的
时刻。这次活动汇集了不同的思想，共同引领新加坡、亚洲乃至全球迈向新的智
慧时代。”

何玉珠女士是人力资本（新加坡）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精深技能发展局旗下
的人力资源持续教育与培训中心。她具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超过 40 年的经验。她
曾任国会议员、获选新加坡人力资源学院主席、亚太人力资源管理联合会主席、家庭
护理基金会理事、莱佛士书院理事会理事、Ezra, Swissco 和 Select Group 的独立董
事。

她目前的职位包括，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主席、董事会成员、新保集团基金会成员、
新跃社科大学客座教授、莱佛士书院编制委员会成员。

她早期曾任职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公共部门，她就职于新加坡标准与工业研究院、
樟宜国际机场服务部和新加坡航空公司。在私营部门她任职于大华银行和美能达。

珠玉之言
何玉珠

人力资本（新加坡）
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

Gilbert Tan 先生现任 NTUC 的助理署长，也是以下组织的成员：义安理工学院理事会、工艺教育学院理事会、南洋理
工大学理学院咨询委员会、共和理工学院理事会、新加坡管理大学学院咨询委员会。他也是华社自助理事会的成员。

Gilbert Tan 先生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了理学学士荣誉学位，拥有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娱乐管理硕士学
位。

珠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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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Lim 女士 是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领域转型组的副局长。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变化，企业需要转变流程、模型和系统，以保持竞争力，并抓住新
的商业机会。Jane 率先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合作，推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利用人工智能和分析、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一系列技术，加速新加坡数字经济的增
长。领域转型小组包括的行业领域有贸易和连通性、建筑环境、生活方式、现代服务
和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计划。Jane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共部门领导人，她带领过经济
和社会部门的团队。在加入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之前，她是财政部社会项目部的主
任，她帮助制定了关键的社会政策，并确保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和社会
转移具备可持续的资金。她也是能源市场管理局的部门主管，负责新能源技术的试验
和未来电力基础设施的规划。此外，她也拥有人力规划和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发展的
经验。

Jane 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 MBA 学位。她还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硕
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生物科学和管理系双学位。她目前已婚，有
两个可爱的女儿。

何德华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高级副校长兼教务长

何德华教授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副校长兼教务长，也是该校陈振传百年纪念
教授。他也是国家研发项目人工智能核心计划的执行主席，也是新加坡数据科学联合
平台的主席。陈教授是杰出的行为科学家，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决策科
学博士学位。他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工程一级荣誉学士学位，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硕士学位，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硕士学位。

2011 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兼职担任研究战略副校长，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行为
经济学中心的主任。2015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与技术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之
前，陈教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威廉·哈尔福德家族的营销学教授。1999
年，他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授予的终身教授职位，也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安德森管理学院担任营运与技术管理专业的助理教授。

何教授曾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过大量重要论文，探讨范围主要是经济学、管理科学以及市场营销。何教授是第一位当
上美国权威杂志管理科学主编的非美籍外国人。这份期刊是美国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研究协会最重要的期刊，同时是以
管理学科研成果为主题的世界顶尖期刊之一。何教授也曾担任营销研究与营销科学杂志副主编，以及营销学基础与趋
势的联合主编。在哈斯商学院任职期间，何教授荣获 2015 年哈斯商学院最高学院奖威廉姆森奖。 这个以 2009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命名的奖项，旨在表彰那些最能体现与威廉姆森的学术论著与精神遗产相关的特质和品格
的教职人员。更早之前，他曾于 2010 年获颁极负盛名的伯克利杰出教学奖，并于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
摘得厄尔·切特 杰出教学成就奖。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而言，从 “冲击” 到 “机遇” 的心态转变，都是在数字革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人工智能被视
为冲击了传统企业，但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企业，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利益。人工智能会使一些工作过时，但这
些工作通常是重复性的、狭隘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创造了许多可能更有意义和更高目标的新工作。在全国人工
智能核心计划中，我们支持企业和个人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中获益。”

珠玉之言

Jane Lim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领域转型组）副局长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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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ya Tsubota 先生 曾在 IBM 日本和亚太总部担任过多个人力资源职位，
主要在劳动力战略和规划领域，以及薪酬和福利方面。1998 年，他被分配到 IBM 
公司纽约总部，先是担任高管的薪酬经理，然后成为新成立的全球业务部门集成
技术服务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战略师。他于 2001 年返回日本，并被任命为 IBM 亚
太区薪酬福利总监。随后，在 2004 年，他被任命为 IBM 亚太地区最大的业务部门
亚太地区全球服务部的人力资源总监。2006 年，他被任命为 IBM 日本公司的人力
资源副总裁，这是 IBM 仅次于美国的业务第二大的国家，年收入 $100 亿。2011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 IBM 公司薪酬及表彰的副总裁，领导 IBM 全球的薪酬工作，并
第二次任职于纽约。

2013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 IBM 研究、知识产权和企业转型副总裁，负责 IBM 研究
和企业转型的所有人力资源管理，涵盖 IBM 全球所有研究实验室和技术人才。

鸿毅 带领着由工程师、设计师和产品经理组成的团队，他们为公众利益打造
技术。他们从事的项目包括代替停车优惠券的应用程序 Parking.sg 和政府的开放
的数据库 Data .gov.sg。他相信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为用户进行构建，并推动
变革。

在加入公共部门之前，鸿毅在谷歌工作，负责分布式数据库和图像搜索团队。他
之前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学位。在空闲时间，他从
事个人项目，如 typographing.com 和 chatlet.com。

Kuniya Tsubota 
IBM 亚太地区
人力资源副总裁

李鸿毅
政府科技局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署
副署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寻求采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热门的阶段。人们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如何支
持和转变员工和经理的经验，以及人工智能如何主动支持企业领袖/经理做出更好的人力资源决策。”

2014年9月，他被任命为 IBM 亚太地区人力资源副总裁，负责 14 个国家，超过 12 万名员工，并从纽约调任至新加坡。

Kuniya Tsubota 先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获得经济和历史学士学位。在搬到美国之前，他毕
业于瑞士日内瓦国际学院。

珠玉之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设计是为了用户”

珠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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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Feng Yuan
基础人工智能

首席执行官
兼联合创始人

Chee Ping 目前是转型项目办公室和技术咨询小组的总监，负责监督新加坡赛马博
彩管理局的新加坡博彩公司实施战略举措和技术创新。新加坡赛马博彩管理局由新加
坡博彩公司和新加坡赛马公会组成。在加入新加坡博彩公司之前，Chee Ping 在一家
全球管理咨询和专业服务公司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重要时期，他在这家公司负责技术
咨询和转型项目。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负责了大量的大型复杂项目的实施，管理了跨越新加坡、马来
西亚、菲律宾、印度、希腊和中国等地的多文化的境内和境外的交付团队。作为一名
思想领袖和主题专家，Chee Ping 热衷于帮助企业在当今数字时代中找到方向，重塑
公司业务。Chee Ping 毕业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获得一等理学士学位。

Richard Magnus 
人力资本（新加坡）

管理委员会主席

“我们需要我们的技术具有变革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一点一点或渐进地采用技
术。否则，我们的公司可能是二流或三流的公司，或可能不再与时俱进。现在，
让我们参与这场竞赛，成为数字 4.0 和服务 4.0 的一部分。”

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企业面临着两个挑战，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挑战似乎是对
立的。首先，他们需要加快采用人工智能来推动决策，并让人工智能超越创新剧
场，进入对业务产生影响的现实世界的系统。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管理并让人工
智能可靠。人工智能系统不能是黑盒子，它们必须是可解释的，偏差必须是明确
的，并帮助那些受到这些系统的负面影响的人。

Richard Magnus 先生 是人力资本（新加坡）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几家公司
的董事会中担任主席或董事，包括他目前担任的公共交通理事会的主席。除了是一名
退休法官，Magnus 是一些公共机构的监管者、主席或成员。他刚刚被选为联合
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编辑了五本律师书籍。他
也是新加坡第一个参加亚细安跨政府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因其卓越及杰出的公共服
务，他获得了 MSF 颁发的卓越功绩服务奖 、公共服务之星、太平绅士及杰出义工奖。

珠玉之言

Feng Yuan 是基础人工智能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基础人工智能是一家初创
企业，能够帮助数字企业构建可扩张也可缩小的可靠的人工智能。在此之前，他是政
府科技局的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主管。Feng Yuan 以总统奖学金毕业于牛津大学。

珠玉之言

Ong Chee Ping
新加坡博彩公司
转型项目办公室
及技术咨询总监

珠玉之言

“没有一家企业或政府能免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它们将对客户期望、产品设计、合作创新和组织结构产生影
响。我们有必要让我们的业务不受未来的负面影响，让我们的员工为这场数字变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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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进国博士  是叶水福集团的主席，该集团是新加坡领先的端到端的供应链管理
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叶博士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领域发
挥了关键作用。叶博士是领先的信息技术和供应链解决方案公司 Y3 Technologies
的创始人和主席、企业风险基金 Supply Chain Angel 的主席，Supply Chain City 的
创始人兼主席，该公司是亚洲首要的卓越供应链中心、亚洲供应链的主席，该社区
包括超过 45,000 名行业专业人士。

2014 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杰出校友奖，2013 年获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终身成就
奖（物流）。叶博士因其远见卓识的领导能力而受到认可，在许多本地和国际平台
担任顾问。由于他的贡献，他被授予公共服务奖章。叶博士是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
会的主席，以及亚细安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2018年）。他为未来经济委员会和重
庆的政府间项目的联合执行委员会做出了贡献。

叶博士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以及威斯康辛国际大学工商管理荣誉
博士学位。他是哈佛商学院 opm21 项目的校友。2009 年至 2012年 ，获香港城市大
学商学院委任为名誉副教授。

叶进国博士
叶水福集团主席 

陈先生 于 2017 年 1 月获委任为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首席执行官及个人资料保护
委员会的总监。

加入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之前，陈先生曾担任通讯及新闻部网络及技术部副秘书，
与网络安全局一起完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陈先生曾任职于前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协助制定智能国家 2015 计划，并推行下一
代全国宽频网络。他还曾在财政部和建国一代办事处任职。

陈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也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
的梅森学者。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和
经济学学士学位。

陈先生现为政府科技局及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董事。

珠玉之言

“如今，企业必须专注于在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中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将业务流程数字化以提高应对能力和提高生
产率只是开始。适应不断变化的敏捷思维是成功的关键！”

陈杰豪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

主持人



28

谭女士是业内资深人士，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尤其是在内容和营销方面。她曾在
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亚洲主要运营商担任地面免费电视、收费电视和宽带服务的
高级管理和领导职务。谭女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1988 年开始在新传媒集团的
前身新加坡广播公司工作了 8 年。从那以后，她在亚洲领先的媒体公司创建了成功
的职业生涯，先后担任台湾宽频通讯总裁和 NOW TV 的负责人。NOW TV 是香港不
同时期最大的付费电视运营商。2015 年，她被评为亚洲内容传媒年度女性，以表彰
她多年来对亚洲付费电视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谭乐琼 
新传媒集团总裁

Woo Kang Wei 博士 是新加坡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智慧国工作组的物联
网安全主席。应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邀请，他带领新加坡团队（CSA,、政府科技
局以及技术合作伙伴们) 参加了由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联合
举办的 2018 全球城市团队挑战赛。他定期参加行业圆桌会议并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他被格拉斯哥大学任命为名誉讲师。

Woo 博士拥有 20 年的经验，为财富 100 强企业以及咨询通讯初创企业做出了贡献。
他曾任新加坡计算机工程设计中心主任，以及 NEC 全球安全部门架构委员会主席。

Woo 博士专注于理论物理和数学、加密算法、网络实体安全、云架构和
DevOps、区块链、贝叶斯和神经网络以及相关领域。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物理和数
学专业学士学位，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理论高能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对于新传媒来说，数字转型不仅仅是对冲击和变革的回应。这是关于以新的、更好的方式为我们的消费者和广
告商服务。”

”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之间的协同，以及基础的云原生的方法，正处于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效益的关键时

刻。

只要我们给自己机会去准备和利用经济的各个领域的利益，工业 4.0 革命并不一定会带来附带的冲击。”

Woo Kang Wei 博士

新加坡信息技术标准委
员会智慧国工作组的物
联网安全主席

主持人

珠玉之言

珠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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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cs.com.sg 
company/human-capital-singapore
HumanCapitalSingapore 
TheHCSChannel

Human Capital (Singapore) Pte Ltd.
11 Eunos Road 8, #05-01,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 Singapore 408601
Tel: (65) 6423 0388 Fax: (65) 6423 0963

HCS 学院
HCS 学院提供新加坡精深技能发展局人力资源新技能资格系统旗下的全方位的课程，帮助推动企业各级员工的发展。我们
培训和发展人事经理，使他们能够重新设计关键的人力资源流程，识别和建立必要的能力，并部署最佳的人力资源实践，
以满足行业不断增长的期望。HCS 学院也被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任命，提供应变与提升计划之下的职业讲习班。

HCS 咨询
HCS 咨询提供资源、知识和共享服务，帮助企业在组织发展的所有领域获得和应用新的流程和最佳实践。HCS 咨询帮助企
业获得新加坡企业发展计划的津贴，以及帮助企业通过人力部旗下的雇佣标准合规性审计。

HCS 教育
HCS 教育与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例如，美国乔治诚大学合作，提供更高水平的学习机会，拓宽和深化全球商务和领导能
力的卓越技能。

HR 实践社区
实践社区是一个社会学习的平台，它为各行各业的企业领袖和人事经理提供机会，让他们参与良好的人力资本管理实践，
获得协作学习的新能力，并为他们的工作场所发展新的战略人力资本解决方案。

基于 HR WSQ  能力的培训
人力资源 WSQ 框架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和人事经理制定了清晰的绩效标准和职业发展路线。HCS 在 HR WSQ框架下提供
了超过100个基于能力的课程，涵盖了人力资本管理和发展的 8 个职能领域。

HCS GO-SMART
HCS GO-SMART 与 NTUC 的 e2i、IMDA、阿里云、IBM、QuantumCIEL、BiTs 和 DOT Digital Group 合作提供数字培训和教
育，所包含的领域有：云原生、人力资源技术、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HCS 将与新加坡人士和国际专家一起，继续成为让
员工和企业转型和迈向智慧国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