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十八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十八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将于2016年11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将于2016年11月16—21日在中国深圳隆重举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将于2016年11月16—21日在中国深圳隆重举
行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本届高交会并出席“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高交会由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自1999年首届举办以来，每年在深圳举行，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届，是目前中国规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朱镕基、吴邦国、李长春、吴仪、曾培炎、回良
玉、汪洋、刘延东、胡春华、成思危、周光召、蒋正华、桑国卫、周铁农、路甬祥、万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莅
临了历届盛会。

高交会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项目招商、合作交流于一体，重点展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经过多年发展，高交会已成为中国高
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
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作为高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演讲嘉宾的高规格和权威性而备受瞩目，时任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曾培炎、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中外政府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400多位跨国公
司总裁、企业家、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历届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充分展示了世界科学技术、金融投资等领域最新
的前沿动态和思潮，成为汇聚中西方科技、经济最新动态，加强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本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在2016年11月16日—18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本届高交
会并在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专场发言，我们相信，在您的参与和支持下，本届活动将更加圆满成功！ 

高交会主办单位：

商务部

工信部

农业部

中国科学院

深圳市人民政府

科技部

国家发改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工程院

论坛主办单位： 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

论坛承办单位：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财金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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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2016年11月16-18日    
地点：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楼簕杜鹃厅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式  11月16日上午（10:30-12:10）   簕杜鹃厅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式  11月16日上午（10:30-12:10）   簕杜鹃厅

10：00-10：30   第十八届高交会启动仪式

10：30-12：00   开幕论坛主题演讲（主题：创新驱动  质量引领）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中国科技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科技创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

10:30-10:40  深圳市领导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0:40-11:00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1:00-11:20  德里克•阿博利  美国高通公司总裁

11:20-11:50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1:50-12:10  卡罗•鲁比亚  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与环境委员会(ENEA)前主席

   十三五规划及供给侧改革主题论坛  11月16日 下午（14:00-17:00）十三五规划及供给侧改革主题论坛  11月16日 下午（14:00-17:00） 簕杜鹃厅簕杜鹃厅

表现形式：主题演讲、对话表现形式：主题演讲、对话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十三亓规划解读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发展走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汤  敏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14:00-14:05  深圳市领导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熊群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李晓鹏  中国招商局集团总经理  

王建军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樊  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汤  敏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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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立德•艾勒鲁迈希  巴林王国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拉莎•诺蕾基埃内  立陶宛经济部副部长

云•奥特根巴雅尔  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副部长

贝德日赫•科佩茨基  捷克驻华大使

创新中国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上午（9:30-12:00）  簕杜鹃厅创新中国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上午（9:30-12:00）  簕杜鹃厅

表现形式：主题演讲、对话表现形式：主题演讲、对话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十三亓规划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解读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期的科技企业发展新机遇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09:30-09:35  深圳市领导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张首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富兰克林奖得主

柯睿杰  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田日辉  联想集团副总裁、首席研究员

杨志泽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

倪泽望  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旭辉  汇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

左小蕾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前首席总裁顾问

双创与金融科技峰会   11月17日上午（9:30-12:00）    玫瑰三厅双创与金融科技峰会   11月17日上午（9:30-12:00）    玫瑰三厅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科技金融如何服务“双创”经济

科技创新带来的创业和投资机会

金融科技浪潮下，互联网金融平台该如何放大创新价值?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金融新未来

主持人主持人：赵  卉  宜信致诚信用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贝尔纳多•卡尔萨迪亚•萨米恩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司长

樊建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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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章宏  建银国际董事长兼总裁、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席

王  阳  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兼赛伯乐国际董事长

袁  岳  飞马旅创始人、零点有数董事长

胡  亮  上海乾生乾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CTO

虞咏峰  亿百润CEO

高宏亮  甜橙金融总经理，甜橙征信董事长

陈宜伦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萨拉·莫迪纳  葡萄牙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司(SPI)董事会董事

品质革命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下午（14:00-17:00）  簕杜鹃厅品质革命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下午（14:00-17:00）  簕杜鹃厅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探寻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下的中国企业新机遇

智能制造引领工业变革，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14:00-14:05 深圳市领导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彼特·梅杰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  

杨海成  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科技部“十三亓”先进制造领域规划专家组组长

余新国  中共深圳市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胡晓清  中共深圳市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龙华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周  剀  浏阳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陈玉东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赵钧陶  爱立信中国区总裁

侯胜利  思科中国区副总裁

李河君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胡自强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

冯博文  德国纽伦堡工商联合会主席

蔡洪平  汉德工业4.0促进基金主席

中关村专场：协同创新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下午（14:00-17:00）   玫瑰三厅中关村专场：协同创新主题论坛   11月17日下午（14:00-17:00）   玫瑰三厅

14:00-17:00  中关村专场：协同创新主题论坛

14:00-15:10    领导致辞及主题演讲

主持人：主持人：中兲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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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及演讲嘉宾：致辞及演讲嘉宾：

深圳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领导

保定城市、徐州城市、南宁城市领导

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家代表

信息/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家代表

15:10-15:20  主题报告

主持人：主持人：中兲村代表

发言主题及发言人：发言主题及发言人：

结合城市优势和中兲村特色探索协同发展的全新路径

——北京中兲村信息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石七林

15:20-15:30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5:30-16:30   对话交流：协同创新 在变革中共享机遇

企业专场   11月18日 全天（10:00-15:00）    勒杜鹃厅企业专场   11月18日 全天（10:00-15:00）    勒杜鹃厅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主题演讲、研讨会等等（具体内容及形式由企业自行安排）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展现高科技前沿领域内突破性、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研究

探讨科技创新浪潮及行业发展趋势

场次安排：场次安排： 13:30-15:00  联想创投专场

专场主题：专场主题：寻找联想科技的未来

场次一：场次一： 国民认证科技

话  题：话  题： 集聚产业力量 FIDO中国助力本土移动支付标准化

演讲人：演讲人： 柴海新，国民认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场次二：场次二： 联想云

话  题： 话  题： 联想超融合：重塑IT架构 释放业务活力 演讲人： 高志国，联想超融合产品总监

企业专场  11月19日 全天（10:00-15:00）    勒杜鹃厅企业专场  11月19日 全天（10:00-15:00）    勒杜鹃厅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主题演讲、研讨会等等（具体内容及形式由企业自行安排）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展现高科技前沿领域内突破性、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研究

探讨科技创新浪潮及行业发展趋势 场次安排：

10:00-11:30  中国科学院专场

13:30-15:00  中关谷专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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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会长  

蔡洪平
汉德工业4.0促进基金

主席  

樊建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院长  
汤 敏

国务院参事  

胡章宏
建银国际

董事长兼总裁  

贺志强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首席技术官  

袁岳
飞马旅创始人

零点有数董事长  

胡自强
美的集团副总裁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  

萨拉.莫迪纳
葡萄牙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

董事  

彼特•梅杰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主席  

左小蕾
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韦在胜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杨洪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

总裁  

王阳
赛伯乐集团

总裁  

杨海成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总工程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1、代表参会A: ￥5800元/人，参加三天会议，含两中餐与会议资料；（不含住宿）。1、代表参会A: ￥5800元/人，参加三天会议，含两中餐与会议资料；（不含住宿）。

2、代表参会B: ￥8800元/人，参加三天会议，含三天食宿及会议资料。2、代表参会B: ￥8800元/人，参加三天会议，含三天食宿及会议资料。

3、嘉宾参会A：￥4.8万元/人，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等嘉宾礼遇：3、嘉宾参会A：￥4.8万元/人，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等嘉宾礼遇：

嘉宾身份参会，佩带嘉宾证；

出席嘉宾欢迎宴会与嘉宾交流；

安排和部分与会嘉宾合影； 

提供嘉宾食宿（五星级酒店一间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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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套会议资料；

免费增加一名A类代表参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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