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十四届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第十四届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将于2017年09月在天津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全球视野下的制造新生态全球视野下的制造新生态

 ——精益精益•数字数字•智能智能

            

2017年9月27-29日  中国 天津

引领和陪伴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主办单位：制造业国际联盟   爱波瑞集团      

承 办 方：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汇智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特别支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合协办：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   美国IDC国际数据公司   德国PSI软件集团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全球视野下的制造新生态全球视野下的制造新生态——精益精益•数字数字•智能智能

中国制造2025，美国工业互联网和德国工业4.0，目标一致，本质内容一致，都向着一个核心，就是智能制造。美国
工业互联网和德国工业4.0，实施路径和逻辑不同，但目标一致。美国关注设备互联、大数据和云计算，侧重于从软
件出发打通硬件。德国工业技术雄厚，关注生产过程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刻改变，希望可以从硬件打通到软件。中
国则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向工业大国、强国转型，中国工程院主导，工信部参与，做出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以
加快新一代新型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新工业革命之路，正在全球企业的脚
下延展，第十四届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即将拉开帷幕，以“全球视野下的智能制造实现路径”为主题向我们展开丰富画
卷，等待我们开启。

【论坛】【论坛】特色特色

特色特色1:聚焦国际先进制造理念与技术，助力中国制造智能转型聚焦国际先进制造理念与技术，助力中国制造智能转型

）对标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进制造国家理念，探索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路径；

）结合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实践与落地。



特色特色2：可落地的行业解决方案：可落地的行业解决方案

1）打造柔性，高效，具有成本优势的运营体系----精益全价值链解决方案；

2）数据驱动的工业个性化定制----C2B柔性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3）轨道交通、汽车、装备、服装、纺织等行业最佳实践解决方案。

特色特色3：实战案例剖析，成功经验分享：实战案例剖析，成功经验分享

来自中、美、德、日等各国优秀制造业实战改善案例深度解析；

专场导师对案例进行点评、提炼、总结，用于企业应用实践。

特色特色4：中国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白皮书发布：中国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白皮书发布

IDC联合爱波瑞利用近2年时间，通过数十场活动及制造企业走访，以及数百家制造企业调研，权威发布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白皮书；

2017年数字化转型十大预测发布。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场】次安排【场】次安排

09月27日（周三）

09:00-17:00 13:30-17:00 17:00-20:00 20:00-22:00

全天报到

参观线路：（每条线路限25人）

天津市胜美服饰有限公司

西门子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VIP晚会（特邀） VIP共享空间

欢迎晚宴（特邀） 津门夜话：数字化转型成就制造业升级

09月28日（周四）

09:00-12:00
12:00-

13:00

13:30-

18:00

18:00-

19:30
19:30-21:30

平行专场［1］领军者专场（闭门会议）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部署（中方、外方）

午餐 主论坛

（全体会
议）

晚宴

津夜云智：

新经济时代下，智能制造如何重塑
服装行业盈利模式

平行专场［2］精益全价值链管理专场——精益全价值链
与数字化改造的路径

平行专场［3］集团型企业精益运营管理实践专场

大咖夜话

平行专场［4］装备行业精益管理一体化专场

平行专场［5］精益数字化工厂规划与实践专场



中国优秀精益改善案例发布与评选

平行专场［6］精益及智能制造人才育成专场

09月29日（周五）

09:00-12:00
12:00-

13:00
13:00-15:00 15:00-16:30

专场1中国中车智能制造业务创新论坛

全会

专场2服装行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

专场3滨海智声——京津冀背景下的全国、全球大协同 午餐 工业大数据应用

专场4小批量、柔性化制造精益数字化解决方案 午餐 智能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专场5中美最佳实践案例对标 午餐 中国优秀精益改善案例发布与评选

专场6数字定义未来制造 午餐 无

【会】议形式【会】议形式

全体会议 巅峰对话 领袖峰会 落地案例

论坛主旨会议，邀请了来自
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的
领袖级人物就大会主题进行
精彩演讲。

嘉宾就一议题展开激烈讨
论，各抒己见，犀利的观
点和挑战性的争论通过对
话环节碰撞出有价值的结
论。

这是为VIP参会者和特邀的企
业领袖召开的研讨形式的会
议，参会者可在主持人的引领
下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度分析研
讨。

每个分会场都会就某一企业
的实践案例，深度剖析其关
键保障与改善路径，参会者
将参与分析之中，获得启
发。

智能创新 高端酒会 创新大奖 名企考察

引入国际智能先进技术为企
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帮助企业解决自身创
新发展中的组织、管理等问
题。

为VIP开设的交流酒会，温
馨的商务氛围，与世界级
专家、企业家、行业领袖
面对面的轻松交谈。

制造业年度大奖颁奖典礼在此
举行。每年论坛组委会都会
在，众多企业创新实践中，评
出最佳实践企业。

每年度论坛报道当天，组委
会都会组织一批企业管理者
到优秀的标杆工厂去参观、
学习与交流。

【详】细议程【详】细议程 （依时间顺序排列）（依时间顺序排列）

【9月28日 周四】

【平行专场一】领军者专场（仅向特邀嘉宾和VIP开放）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部署》



中国企业如何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资源？如何借鉴外国企业走
进中国的经验进行全球化布局？如何突破走出国门的的“水土不服”？中国企业家唯有互相支招、抱团取暖，抓住关键
问题和核心痛点，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扶持下，走出国门， 实现多赢互利。

拟邀嘉宾：（限额50位企业家）

徐和谊  北汽集团董事长

王水福  西子集团董事长

David Brousell   制造业领袖峰会联合发起人

Steve Meszaros  GE全球副总裁……

【平行专场二】精益全价值链管理专场——精益全价值链与数字化改造的路径（上午）

专场主旨：精益全价值链管理，以企业全价值链为改善方向，突出企业全部门产生的价值功能，以企业整体经营效
果的变化为依据，反映企业综合改善实力，并以战略方针、目标为引领，实践课题为导向的精益全系统全流程管理
模式。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40 《精益全价值链赋能制造新生态》 许立红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09:40-10:20 《中国西电精益管理贡献企业利润率》 张明才   西电集团副总经理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中车浦镇精益全流程9年实践与探索》 施青松   中车浦镇副总经理

11:10-11:50 《精益生产，通往智能制造的必经之路》 胡仲海   施耐德北京公司总经理

11:50-12:00 总结、点评

【平行专场三】集团型企业精益运营管理实践专场（上午）

专场主旨：1.国内外大集团企业，如何进行集团管控下企业群的精益数字化战略转型？其转型关键点、路径，基础
条件与保障措施等。2.国内外企业精益数字化转型案例剖析。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40 《精益数字化运营支撑企业战略解码》 邱  杰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09:40-10:20 《中航发的AEOS》 徐新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质量科技部副部长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卓越绩效管理支撑精益持续改善》 连争气   金泰德胜（KDS）电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10-11:50 《价值创造的原点-精益工厂运营系统》 刘建海   丹佛斯集团中国区精益总监



11:15-12:00 点评：Dr.Martin Menrath 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原布勒集团全球副总裁

【平行专场四】装备行业的精益管理一体化专场（上午）

专场主旨：随着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已经形成一种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装备企业已
经尝试运用精益生产管理思想和方法构建企业自主生产方式，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精益管理已经成为中国装备行业
发展壮大的利器。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30 《精益化管控 一体化运维》 朱钜镔    爱波瑞科技合伙人

09:30-10:10 《以精益管理为抓手，推进企业一体化发展》 刘文平    康尼机电副总裁

10:10-10:20 茶歇

10:20-11:00 《精益数字化在变压器行业的应用》 谢庆峰    西电集团西变副总经理

11:10-11:40 《卡特彼勒的CPS》 王光胜    卡特彼勒天津公司总经理

11:40-12:00 点评：王月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平行专场五】精益数字化工厂规划与实践专场（上午）

如何做好数字化工厂规划，各系统与业务如何结合？各系统的范围与联通？数据之剑如何驱动？

企业重金购买自动化产线，但因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停滞，如何让自动化产线实现柔性化生产？

企业通过精益打通了物流、业务流，而信息化系统形成的一个个信息孤岛如何打通？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40《精益数字化工厂的规划和设计》 全  云   爱波瑞智能制造研究院总监

09:40-10:20《精益与数字化工厂助力大华成为世界级飞轮制造企业》 李凤军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10:20-10:35茶歇

10:35-11:15《华兴的精益与数字化工厂实践之路》 金成灿   爱波瑞智能制造研究院行业总监

11:15-12:00《菲尼克斯的精益数字化之路》 缪竞红   菲尼克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平行专场六】精益及智能制造人才育成专场（上午）

专场主旨:该专场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问题展开:1、智能制造的“智慧”从何而来？ 2、智能制造的“智力”如何增长？
3、中外人力资源专家共同探讨，制造业如何迎来智能制造时代？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40 《从精益迈向智能的人才策略与培养路径》 韩文成   爱波瑞精益学院CEO

09:40-10:20 《精益溯源：日本丰田的人才培养机制》 邢跃鹏   原日本丰田人事部长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德国的工匠精神和产业人才如何培养的》 Dr.Tido Janssen    巴伐利亚职业培训公司总经理

11:10-11:50 《西电集团的人才发展战略与培养机制》 李长江     西电集团人才学院院长

11:50-12:00 《沈阳市工业转型发展战略报告—人才育成》 沈阳市领导

主论坛:

主题：全球视野下的制造新生态——精益•数字•智能（13:30-18:10）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3:30-

13:4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13:40-

13:48
论坛主旨解读与导引

王洪艳 爱波瑞集团董事长、制造业国际联盟
执行主席

13:48-

14:08

《从国家层面盘点中国制造行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障碍、痛点
与策略》

朱森第  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14:08-

14:28
《北汽集团的全球化战略运营》 徐和谊  北汽集团董事长

14:28-

14:33
议题嘉宾：付于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14:33-

15:03
《制造4.0下的领导力价值》

David Brousell   全球制造业领袖峰会联合发
起人

15:03-

15:08 议题嘉宾：何  桢   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

15:08-

15:28
《精益与数字化践行之路——亨通的智能制造》 崔根良  亨通集团董事长

15:28-

15:33
议题嘉宾：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15:33-

15:53

《消费升级、模式转型、技术助力、数据互联，服装产业的
跨越式转型》

京东集团副总裁



15:53-

15:58
议题嘉宾：

15:58-

17:00

多边对话:

《探索中国制造2025最佳路径的中国方案》

主持人：李杰

智能维护系统中心主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

朱森第  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徐和谊  北汽集团董事长

Steve Meszaros   GE全球副总裁

David Brousell   全球制造业领袖峰会联合发
起人

17:00-

17:20
《中国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白皮书联合发布

许立红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Christopher Holmes   IDC(国际数据公司）
亚太区总裁

17:20-

17:40
总点评：王  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17:40-

17:55
中国精益智造大奖颁奖典礼

17:55-

18:10
全体大合唱

【9月29日 周五】

【平行专场一】中国中车智能制造业务创新论坛

专场主旨：轨道交通业的飞速发展，给全球轨道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本专场重点阐述了轨道交通车辆制
造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发展现状，重点阐述了轨道行业如何实现智能制造的探索与建设思路。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30 《智能制造的开端——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工厂》 王  军  中国中车副总裁

09:30-10:00 《中车的智能化实施路径》 中国中车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轨道交通行业的精益检修》 王肃宸    爱波瑞科技高级顾问

10:45-11:25 《轨道行业的智能制造》 Lars Pischke   PSI中国区总裁

11:25-12:00 《四方股份的精益与数字化转型思考与实践》 柳少华    四方股份信息部部长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智能战略，数字工厂，精益为基》 王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13:30-14:00 《德国铁路的中国采购战略》 德国铁路

14:00-15:00 对话：《轨道行业的智能制造》

【平行专场二】服装行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

专场主旨：服装行业如何扩增订单流量？线上线下？直营or代理？定制or批量？服装行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
现柔性制造模式？服装行业如何与资本资源无缝对接，助力服装行业企业打造创新盈利模式？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

09:10
致辞 中国服装协会领导

09:10-

09:30

《消费即升级、模式转型。技术助力、数据互联、服装产业的跨越式
转型》

京东集团副总裁

09:30-

09:50
《定制，让服务消费变得更奢侈》

BOSS/Armani/Burberry亚太区高
管

09:50-

10:20
《解密基于C2B商业模式的柔性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王  萍  汇智瑞达技术合伙人

10:20-

10:30
茶歇

10:30-

11:00
《消费即服务——京东的消费品定制战略及落地》 京东云专家

11:00-

11:20
《快反云制造，服装企业新时代的华尔兹》 夏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11:20-

12:10
对话：《新商业环境下的服装智造生态圈》

12:10-

13:00
午餐

13:00-

13:20
《揭秘服装快时尚的神奇供应链》 优衣库/Inditex集团

13:20-

13:50

《新电商模式下的柔性智能服务定制最佳实践案例——VOA电商定制
案例》

姚  锦   VOA服饰副总经理

点评人：何梓杰



13:50-

14:10
《资本力量——服装行业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达晨创投/赛伯乐投资

14:10-

14:30 《纺织柔性智能制造最佳实践案例——华兴智能纺案例》 王广明    汇智瑞达高级咨询顾问

13:40-

15:00
对话：《服装C2M，资本的下一个发力点》

【平行专场三】滨海智声——京津冀背景下的全国、全球大协同（上午）

专场主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全国大协同，全球大协同，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发挥共享经济的全新商业模
式，达到所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05开场 石述思  资深媒体人

09:05-09:25致辞 滨海新区领导

09:25-10:15《中小企业的融资创新与模式转变》 马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

10:15-10:45《京津冀的协同、创新、合作、共赢》 姚劲波  58同城总裁

10:45-11:25
圆桌对话

主持人：石述思  资深媒体人

李  坤  天津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会长/重钢机械公司董事长

马光远   经济学家

姚劲波   58同城总裁

滨海新区领导或市中小局领导

11:25-11:45京津冀中小企业协会协作同盟仪式

11:45-12:00市中小局领导或滨海新区领导讲话

【平行专场三】工业大数据应用（下午）

专场主旨：人类正从IT时代走向DT（数据技术）时代。伴随着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蓬勃发展，大数据郑越来越成为
信息社会的一大特征。无论当前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科学技术，无一例外的以数据作为基础要素，大数据
产业将迎来发展新高峰。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3:00-13:05 致辞 天津市工信委领导



13:05-13:35 《沉默的数据会“说话”——阿里的ET工业大脑》 阿里云高管

13:35-14:05 《轮胎行业的工业大数据应用案例》 中策橡胶高管

14:05-14:35 《工业大数据在光伏行业的实践案例》 苏州协鑫光伏高管

14:35-15:00 《ET工业大脑——中国智造1%》 阿里云高管

【平行专场四】小批量、柔性化制造精益数字化解决方案（上午）

专场主旨：本专场旨为当今市场订单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换线频繁，需要柔性生产线的灵活性，积木式组合结
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产品变型过程特点的产品特性的企业，提供精益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参考案例。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40 《精益的真知与实践》 周红侠   爱波瑞科技高级合伙人

09:40-10:20 《东北工业的DBS打造》 姬剑锷   东北工业集团精益副总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精益为基，智能升级》 蔡显勇   亨通集团精益总监

11:10-11:50 《SMC的小批量精益改善案例》 马清海   北京SMC副总经理

11:50-12:00 总结：李捷晖   爱波瑞科技高级合伙人

【平行专场四】智能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场（下午）

专场主旨：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供应链协同思想，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协同化的管理策略使供应
链各节点企业减少冲突和内耗，更好地进行分工与合作。要实现供应链的协同运作，关键是供应链企业之间实现协
同，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必须树立“共赢”的思想，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13:10-13:30 《客户需求拉动的端到端供应链管理战略》 李捷晖  爱波瑞科技公司高级合伙人

13:30-14:00 《精益物流与数字化供应链管理》 董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院长

14:00-14:30 《工位制节拍化精益智能物流》 李立    中车南京浦镇智能物流公司总经理

14:30-15:00 《智能物流加速价值倍增》 范晋    同日智能物流总经理

【平行专场五】中美最佳实践案例对标（上午）

专场主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成功地从要素驱动转向了效率驱动，并且在很多领域已经领先世界，未来中国制



造的课题将是从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移，这意味着企业会更加重视客户的价值创造，而不仅仅是需求满足，美
国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世界经济报告数据），其经验值得借鉴，其研究方向与输出成果更
值得中国企业深入探究，中美专场将带您面向未来，站在世界创新变革的前沿。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

09:40
《供应链可视化助力企业数字化整合》 Jim Hilton 斑马科技 全球制造移动技术负责人

09:40-

10:20 《产业物联网——链接未来的最佳投资
机会》

Bryan Kester  Autodesk物联网总监

10:20-

10:30
茶歇

10:30-

11:10
《颠覆式创新技术与卓越产品》 Bastian Scheafer   空客新兴技术与概念负责人

11:10-

11:50

《新技术时代下的精益战略与全球化运
营》

Dr. Martin Menrath     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原布勒集团全球
副总裁

11:50-

12:00
总结

【平行专场五】中国优秀精益改善案例发布与评选专场（下午）

专场主旨：为国内制造企业提供最专业的精益管理交流平台；为优秀精益企业提供最权威的成果评价平台；为国内
推进精益管理变革者提供最广泛的经验学习借鉴平台。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13:00-13:25 《瓦轴的精益改善案例》 姜树波   瓦轴集团精益部长

13:25-13:50 《特锐德的精益改善案例》 王海波   青岛特锐德总监

13:50-14:15 《大飞机时代的最佳品质管理》 孟淑红   中国商飞质量负责人

14:15-14:40 《精益生产在高压开关制造过程中的应用》 陈峰辉   西开有限精益办副主任

14:40-15:00 点评、总结

【平行专场六】数字定义未来制造（上午）

重点领域：制造业的数字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正在改变和定义着制造业，该专场将展示制造业与数字化的深
度结合，并以实体价值为导向，实现企业永续经营与持续发展。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10 致辞 霍锦洁   IDC中国区总裁

09:10-09:30 全球智能制造未来发展趋势 Christopher Holmes  亚太区Insights总裁

09:30-09:50 云制造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石 华为

09:50-10:10 “机器人+AI”-下一个智能制造风口 PTC／Siemens/微软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IT解决方案分析与预测 赵潇  IDC制造业高级研究经理

10:45-11:05 如何做好商业模式转型 沈阳机床／徐工

11:05-11:25 物联网改变传统制造 SAP／Inter/IBM

11:25-12:10 “工业4.0”背景下的中国智能制造 武连峰  IDC中国副总裁

全会：精益与数字化，链接智能制造（15:00-16:30）

时间 主题 拟邀嘉宾

15:00-15:30 《ET工业大脑在做的事》 刘   松    阿里巴巴副总裁

15:30-15:55 《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 黄群健   GE智能制造技术总监

15:55-16:25 锵锵二人行

16:25-16:30 总结、展望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谁】【谁】将参加将参加 

政要政要

国家工信部、中国工程院、市政府领导

全球知名专家、学者全球知名专家、学者

来自中美德日四国的专家代表团给您最权威、前沿的研
究与实践成果

制造业领军企业制造业领军企业

在商业模式、管理水平等方面明显处在行业领导者地位
的企业董事长、总裁

技术先锋技术先锋

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
技术创新者

金融金融投资家投资家

他们为制造业创新项目而来，关注互联网在制造业的应
用创新

管理精英管理精英

来自制造型企业的采购、制造、研发、供应链、市
场、HR等各部门的高级管理者



快速成长型企业快速成长型企业

正处在快速发展期，具有发展潜力，有望成为行业领袖
企业的总裁、CEO

知名媒体知名媒体

主流媒体、专业媒体主编，记者

【导】【导】师嘉宾师嘉宾 （部分为拟邀）（部分为拟邀）

高红卫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刘化龙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和谊 北汽集团董事长

张雅林 中国西电集团总经理

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孟  伟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德进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水福 西子集团董事长

崔根良 亨通集团董事长

陈建成 卧龙集团董事长

曹湛斌 广东坚美集团董事长

刘  东 埃森哲北京研究院院长

Jay Lee李杰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智能维护中心
（IMS）主任，美国白宫信息物理系统专家组顾问

David Brousell,  美国制造业领袖峰会联合发起人

Bryan Kester, Autodesk 德国物联网产业总监

Detlef Zühlke，KL智能工厂总裁，原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
任

Martin Menrath, 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原布勒集团全球副总裁

Birgit Vogel-Heuser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

Steve Meszaros  GE全球副总裁，中国供应链总裁

Christopher Holmes, IDC(国际数据公司）亚太区总裁

Harald Schrimpf   德国PSI软件集团首席执行官

Dr.Martin Menrath 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原布勒集团全球副
总裁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费普通参会费:￥5900元/人（您可参加除闭门会议和特邀场次外的所有活动）

VIP参会费参会费:￥19800元/人（您将受邀参加仅对VIP开放的闭门会议，并可参加除特邀场次外的所有活动）以上参会费
中均包括会议费、资料费、茶歇费及午餐费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