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二届服装智能制造大会暨柔
性快反技术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第二届服装智能制造大会暨柔性快反技术峰会将于2017年09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第二届第二届服装服装"智能智造智能智造"大会大会
暨暨·柔性快反技术峰会柔性快反技术峰会

特别邀请行业标杆企业、业界精英，大咖专家们一起

讲真话！讲真话！

抛干货！抛干货！

辨方向！辨方向！

智慧生产，唯快智慧生产，唯快”不破！不破！

一场服装人的头脑风暴，

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第一届活动回顾第一届活动回顾

【第一届全国智能智造大会】超700+家大型品牌服装工厂BOSS，及生产供应链总监齐聚温州，一起“谈智能制造落地之术”“论柔性

生产变革之法”▼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此为第一届部分参会企业名单，第二届名单稍后公布......

佐丹奴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梅*鑫

厦门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 卜*莲

迪卡侬 集团（武汉总部） 样板工厂生产总监 费*华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定制部合伙人 闫*玲

郑州领秀服饰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经理 宋*东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监 江*

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 ***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经理 陈*莲

美特斯邦威（薇特智造） C2M业务部总监 陈*强

申洲（国际）集团 集團总工程师 ***

海澜之家集团 供应链负责人 ***

安正（玖姿）时尚集团 生产中心总经理 曾*榜

浙江中纺标检验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封*东

江苏红豆集团 外经部科长 顾*卫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供應鏈总经理 何*生

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石*阳

厦门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林*娜



杭丝時装实业有限公司 lE部經理 张*林

湖南圣得西集团 ODM事业部总监 卢*凤

万家欢乐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飞

杭州项墩头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辉

鸿葳服饰沭阳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华

成都市森浪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体

苏州闰博尔服饰有限公司 CEO 张*

共创物联网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CEO 林*毅

杭州持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邱*西

兆峰服饰（厦门）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宗

北京易百和科技 董事长 陈*伊

深圳市特别特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华

厦门珏鑫制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民

温州深远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李*民

深圳市德聚宝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徐*军

保定华艺帽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

利诚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厉*

浦江优景工贸有限公司 老板 黄*伟

同衣网 创始人 郑*

怀化市东方印象服装有限公司 创始人 蒋*莲

北京优形优品风尚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方*文

港伯服饰 老板 黄*忠

嘉善赵氏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进

厦门弘祺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祺

桐乡市威垚楷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兵

宁波市海之伦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庞*国

杭州云舒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游*军

河南昌华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左*

浙江舜发反光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波

常熟市欣辉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顾*

上海景兴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伶

福州尚飞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嘉善赵氏智能钮扣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进

深圳市雅者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新

领英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中

济宁爱丝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鹏

东阳江北时星服装厂 总经理 王*平

瑞昌市新绅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谋

河南阿尔本 总经理 李*凝

海宁市法瑞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萍

鸿葳服饰沭阳有限公司 总经理 廖*沐

杭州肖邦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肖*中

南通丽澳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姚*磊

江苏创基职业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於*

武汉天南地北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涛

东莞市毛衫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

无锡恒田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乔*



扬州恒依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凤

商丘市汉贝迪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

青岛文森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勇

绍兴灵诺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华

温州瞻旭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木*洁

兆峰服饰（厦门）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森

嘉兴市世纪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萍

苏州优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尹*超

中山美特斯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娟

一米起订网 总经理 潘*良

襄阳市美思达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沭阳凯威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义乌市商捷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蒋*

宁波优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嵊州市威丝丹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钱*万

湖南尧浩妃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良

义乌市揽胜针织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明

安庆市万顺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汪*宇

海宁艾她服饰有限公司 副总 郑*清

鸿葳服饰沭阳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英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副总 龚*新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经理 张*荣

杭州吉源丝绸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晖

中山市领英服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军

厦门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刘*勇

河南万家欢乐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晋*攀

一米起订网 供应链总监 范*宇

宁波市海之伦服饰有限公司 供管部经理 曹*富

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甘*红

湖南圣得西集团 IE技术部经理 许*丽

泰安如意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IT顾问 刘*

南京汤汤服饰设计定制工作室 总经理 汤*琴

上海盎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顾问 巫*

天津天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 崔*叶

佛山市新光针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明

浙江麦娇奴服饰 生产副总 俞*强

厦门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吕*南

浙江中纺标检验有限公司 品牌事业部主任 丁*良

佛山市新光针织有限公司 经理 卢*晖

上海琳瑾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陈*琳

杭州云舒服装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蔡*昌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万*焰

中山美特斯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王*涌

上海袖卉服饰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陈*

平湖市必达制衣有限公司 经理 张*忠

诸暨三合制衣厂 厂长 张*永

科倍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经理 高*



常熟市欣辉进出口公司 国贸部副总 吴*屏

广州市陌上服装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王*光

广州创嘉企业管理咨询 经理 孙*

上海大祥化学 销售经理 吴*

兄弟公司 经理 陈*爱

厦门弘祺服装有限公司 IE经理 邓*庆

广州原上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管理中心 喻*

绍兴恒利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殷*峰

武汉天鸣集团有限公司 it经理 王*

福州尚飞制衣有限公司 改造升级专员 梁*旭

河北保定昂泰裘革制品有限公司 经理 李*利

科倍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叶*

嘉兴森创时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吴*勤

温州源点服装学校 校长 李*

大庄建伟服装厂 车间主任 翟*婧

上海稀德沃纺织有限公司 经理 孟*会

佛山市南海NO.1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李*开

原上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黄*

山东省临清市诚道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赵*伟

尚飞制衣 厂长 杨*树

山东真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划经理 王*晶

嘉兴市世纪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厂长助理 张*斌

中山骏坚服装拉链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谭*民

服装订制 老板 李*

广州市创裕制衣有限公司 总监 危*

圆梦制衣 裁剪 李*燕

美国意联科技公司 销售经理 侯*武

赫基（中国）服饰有限公司 工艺经理 屈*义

潞城 红舞鞋 经理 杨*

千汇购物 总经理 李*

广州原上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方*秀

河南万家欢乐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生产厂长 吴*

上海世梅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詹*主

无锡爱梦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胡*峰

成都朴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秦*梅

厦门弘祺服装有限公司 IE经理 黄*花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朱*艳

无锡爱梦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余*

科倍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经理 Seven*

天津天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 张*茹

温州市文迪服饰有限公司 工艺师 黄*华

广州台一商贸有限公司 供应部 张*

无锡泰伯服饰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刘*忠

华夫服装设计制作工作室 设计 应*兰

东莞蜂群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商品经理 何*璘

浙江乔司镇方桥云舒服饰 厂长 孙*娟

天津天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总助 李*鹏

印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胡*毛



无锡泰伯服饰有限公司 部长 张*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D设计师 胡*强

迪卡侬(武汉样板工厂) 生产主管 冯*明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王*宝

鸿达制衣机械有限公司 经理 郭*

鹰美公司 总监 肖*霞

上海兴诺康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张*芳

湖南尧浩妃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吴*

上海期待服装定制 主理人 王*心

醇色数码科技印花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周*桐

沙澧凡圣瑜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常*

宁波易克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张*

东台市曼娜服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姜*阳

河南万家欢乐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姜*峰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发展规划部部长 刘*生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 王*

上海凌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黄*明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版师研究员 孙*丹

福建尚飞制衣有限公司 助理 陈*

扬州恒依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贾*文

上海新思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金*佳

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 项目组组长 常*

苏州德施普职业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宋*

厦门弘祺服装有限公司 厂长 林*萍

无锡泰伯服饰有限公司 厂长 任*良

张家港市飘飘服装厂 厂长 陈*

江苏金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EO 林*

湖北昕图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艾*

简美诗（深圳）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周*进

杭州缤秀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王*

深圳市易菲妮时装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赵*烽

恒田纺织品有限公司 副总 曾*兰

沂水縣景雅服飾有限公司 经理 孔*新

德施普 IE 宋*兵

福州尚飞制衣有限公司 厂长 李*清

简美诗（深圳）服装有限公司 厂长 黄*龙

嘉兴阳铭服饰有限公司 法人 张*阳

科倍（江苏）服装有限公司 厂长 顾*群

义乌市商捷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孟*杰

温州市东戈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东

上海天麟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胜

广州欧正莎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

上海荷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景*平

浅休服饰衡水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高

好心情羊绒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 卢*萍

福州缔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鸿达制衣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洪*川

杭州廷镁家居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方*兴



绍兴芙兰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顾*龙

广州傲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长 王*书

无锡市青龙针纺织品厂 法人 史*青

惠州市明佳豪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 李*云

北京欣润月上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牛*来

温州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俊

广州叁洋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

海口柯梦德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海悦制衣厂 总经理 赵*

杭州江财浪子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军

新德集团-浙江宝曼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卫

北京宇田相变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平

温州英伯利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杭州烈风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冯*备

中山市永利来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来

杭州西秀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芬

汕头市嘉时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蓉

绍兴市汇盈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昌

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洪*煌

织梦者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媛

东莞市天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庆

华杰制衣 总经理 卢*杰

慈溪市众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立

广州天思品汇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正

宁波美亦韩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杰

浙江朗美睿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朗

青岛墨香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杭州品涵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根

武汉新异捷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军

无锡东信软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冬

北京金海易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银

绍兴市华品定制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亮

广州春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阿*

广州极范定制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鹏

河北永亮亮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涛

河南棉娃娃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

西安慕荣服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朱*华

上海珀斯服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周*

江苏联宏纺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锋

苏州市宏宇印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刚

陕西雅尔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朱爱华

嘉兴市世纪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服装经营顾问 林*德

北京艾斯蓝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理 周*

金特佳服裝有限公司 经理 謝*鈉

上海珀斯服饰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 陈*

温州市文迪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赵*斌

温州艾莫尔服装公司 版师 陈*方

北京欣润月上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牛*玲



FDC面料图书馆 项目主管 张*冬

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张*

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部长 黄*

金特佳服装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方*

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部经理 高*坭

上海丝诚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宋*

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业务代表 黄*

泉州恒丰化纤有限公司 部长 吴*云

东阳市集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马*

歌蒂诗服饰有限公司 厂长 赖*飞

广州雅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唐*平

江阴三久针织时装有限公司 经理 吴*

浙江所罗服饰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总监 吴*梁

深圳市爱谛龙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李*革

广州雅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杨*东

绍兴市博亚服饰有限公司 厂长 亓*先

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部副总 张*霞

浙江新德进出口又限公司 生产经理 刘*华

蓝豹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史*静

深圳市爱谛龙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杜*

浙江嘉兴森创时装有限公司 IE经理 刘*

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蓝*

广东歌蒂诗服饰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总监 邓*富

广东歌蒂诗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毛*军

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顾问 刘*锋

绍兴市华品定制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周*峰

嘉兴森创时装有限公司 科长 谢*根

泉州恒丰化纤有限公司 实验室主任 洪*杰

江南大学 副教授 苏*强

浅休服饰衡水有限公司 生产总经理 韩*强

广州欧正沙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郭*林

浙江朗美睿服饰 计控经理 姚*宝

中国杭州蕊婷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洪*

派蒙防辐射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秦*霞

无锡恒田纺织品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王*

一可线业 负责人 潘*可

力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谢*先

国人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陈*河

浅休服饰衡水有限公司 经理 李*洪

合肥奥瑞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区域负责人 桑*林

虎都(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组长 陈*

浙江汇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经理 余*

国人西服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李*辉

杭州邦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荣

嘉兴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敏

青岛万向红利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利

中山市精易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甘*利

常熟市天鹰制衣厂 总经理 蒋*彬



江门瑞坤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珍

滨州壹珈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华

东莞市衣匠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东

常州飘韵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娟

江阴枞扬纺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中

厦门泰琦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泰

浙江几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

常熟市天鹰制衣厂 总经理 吴*妮

衡水市华富隆晟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安徽绅豪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恩

河北万发服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姜*香

福建创乐叶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邹*伟

浙江爵帅制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莹

重庆立泰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书

焦作市劲采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新

江阴市江洲印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顾*春

利华成衣集团 总裁 刘*诚

深圳市格林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 张*

台州飞跃双星成衣机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吕*

丽煌制衣有限公司 总裁 黄*

台州飞跃双星成衣机械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邢*琳

集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董*生

绍兴市博亚服饰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林*德

深圳森泓服饰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娟

奥瑞科技江苏分公司 区域经理 田*

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 信息化经理 张*林

桓通服装公司 设计师 王*敏

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 采购部经理 汪*苏

无锡东信软件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龚*琪

常州前舍服装有限公司 经理 祝*喜

东莞市衣匠制衣厂 生产经理 苏*春

崑洲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IE经理 郭*靖

江苏三江纺织有限公司 经理 殷*玲

苏州琼派瑞特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东

温州大学 教授 陈*艳

江门瑞坤实业有限公司 经理 潘*云

宁波和炫软件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李*

河北奥莱克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简*锋

东莞茶山衣匠服饰有限公司 采购 钟*鹃

宁波和炫软件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 郭*阳

崑洲實業(上海)有限公司 副廠長 黃*杰

宿迁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开 开发部经理 张*

苏州琼派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经济 王*刚

河北奥莱克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李*浩

上海力诺服饰辅料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薛*芹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刘*华

南京路否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周*

江西服装学院 教师 章*霞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莫*叶

临清鑫源制衣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冯*伟

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 IT项目经理 唐*江

湖北天和动能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 姜*青

南京路否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卫*华

博瑞夫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总监 熊*华

长春市朗郡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严*心

嘉兴润运羊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殷*亮

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主任 杨*军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邹*

江西服装学院 教师 涂*明

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 工程师 张*伟

江西服装学院 主任助理 陈*强

南京路否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 胡*涛

江西服装学院 教师 崔*琳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舒*业

第二届名单稍后公布......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报名费：报名费：1280/人人

含：活动策划、场地、道具、中餐、晚餐及邀请嘉宾差旅费用。注明：由于注明：由于酒店酒店及活动相关设备以确定，因此已经及活动相关设备以确定，因此已经
报名成功人员不接受活动前退费报名成功人员不接受活动前退费

 

活动免责申明：

1、本次活动性质纯属于同行朋友间的技术交流、经验分享及娱乐活动。

2、本次活动采取自愿参加、风险自担、责任自负、费用分摊的原则。

3、凡报名本次活动的参加者应为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接受本次活动的免
责声明。未满18周岁、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发起人（联系人）谢绝其参加本次活动。

4、本次活动中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活动的开展顺利与否完全依赖各参加者的热心支持和自我奉献。

5、发起人（联系人）在本次活动中仅起到活动策划、联系沟通以及活动进程协调与控制。发起人（联系
人）仅向参加者收取本次活动的成本分摊费用。

6、各参加者因参加本次活动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均自行负担。

7、本次活动的通知、说明和安排均为设想，不排除在本次活动的筹划阶段或开展阶段因受人为或自然因
素影响导致的对本次活动的取消、变更或终止。如发起人（联系人）决定取消、变更、终止本次活动
的，发起者仅保证在取消活动或变更相关内容前，尽可能通知到各参加者，但不承担由此给参加者造成
的损失。相应损失由参加者自行承担。

8、除需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外，发起人（联系人）不承担其任何过失行为给参加者造成的损失。

9、参加者清楚地知道发起人（联系人）组织和发起本次活动之行为不构成发起人（联系人）的经营行
为。发起人（联系人）不对任何个人或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补充民事赔偿责任，不对任何参加者的
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提供担保。在任何情况下，发起人（联系人）组织和发起本次活动之行为，亦不
构成违反对设施设备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不构成违反服务管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不构成违反防范制止
侵权行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也不构成对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

10、在本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如发生危险情况或疾病等不可预测因素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发起人（联



系人）和其他参加者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予他人帮助和救护，但发起人（联系人）和其他参加
者提供帮助和救护并不构成法律上的义务，发起人（联系人）和其他参加者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直接
或间接的责任。

11、本次活动开展过程中或结束后，若其他任何第三方获悉了参加者的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
供职单位、联系电话等），发起人（联系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12、参加者如恶意侵犯他人或其他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则不在此免责范围内，必须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13、参加者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提倡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自觉维护活动现场的秩序，服从发起
人（联系人）的安排与指引，并对提供分享的参加者和组织本次活动的发起人（联系人）予以必要的尊
重，尽量避免有不利本次活动开展的言行发生。若有疑问，可私下向发起人（联系人）提出。

14、参加者可以自行选择交通方式到达指定活动地点。开车的参加者请充分考量自己的身体因素和驾驶
技术水平，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谨慎驾驶，确保安全。在拼车出行的情况下，若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免费搭乘的参加者受到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除负责驾驶的参加者或车辆所有权人存在故意之情
形外，免费搭乘的参加者同意不追究对负责驾驶的参加者及车辆所有权人的一切赔偿责任，即损害后果
由免费搭乘的参加者自行承担。

我已详细、认真阅读了本免责声明，理解并同意上述声明的各项条款（参加即视为同意）。（参加即视为同意）。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