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全球
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三届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全球年会将于2017年11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年11月24 - 25日  深圳 · 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第三届“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全球年会”（IMGAC）盛大绽放！

本届年会以“智能制造全球实践和系统集成”为主题，将延续前两届IMGAC的高端性、专业性和精准性。

家门前的全球盛会，期待与您同襄共赏！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

国研经济研究院

华制智能

达晨创投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全球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硅谷）

德国工业4.0研究院

中德智能制造联盟

深圳工业总会

平板协会

智库支持：智库支持：新华社瞭望智库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新华网、央视网、人民网、光明网、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京报网、环球网、中国新闻
网、凤凰网、东方财富网、网易、路透中文网、FT中文网、全景网、赛迪网、参考消息、中华网、ZD至顶网、物联
网技术、机器人库、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环球时报、中国商报、人民日报 中华显示网

 

尊敬的先生尊敬的先生/女士：女士：

纵观全球，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中国制造2025、英国工业2050……一个个国家级战略部署正在加快推动
新一轮产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智能制造已成为新的时代坐标，新的战略制高点，其速度、广度、深度
前所未有。

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体，正处在提质升级的关
键阶段，而智能制造也将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新经济、新常态、新动力，中国制造离智能制造有



多远？中国制造的差距在哪里？全球智能制造的最佳实践有哪些可以借鉴？硬件与软件如何有效系统集成？走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智能制造发展之路、走向2025。

凝聚全球力量，探索发展之路。第三届“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全球年会”（IMGAC）将于2017年11月24日-25日在
深圳盛大举办。本届年会承续前两届年会的高端性、专业性和精准性，以“智能制造全球实践和系统集成”为主题，与
趋势为伍，与时代同步，与国策共振，助力中国梦。

世界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软件与硬件急速融合，站在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的风口，汇聚全球资源，中
美德日，四国联动，全球实践，系统集成，如此盛宴，值得您来！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全国工信、发改、科技部门相关负责人；

制造业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发、制造、信息化负责人；

智能制造领域解决方案集成商，软、硬件供应商；

工业4.0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投资机构、联盟、协会等组织。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时时  间间 年会论坛年会论坛 主题内容主题内容 地点地点

11月24日 主论坛

开幕式·致辞

主旨演讲

主题晚宴

中国·深圳

11月25日 平行分论坛

主题一：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专题论坛——产业集成  创造价值

主题二：

智能制造前沿技术专题论坛——智能时代  科技创新

主题三：

智能制造国家试点专题论坛——试点示范  标准先行

主题四：

智能制造金融资本专题论坛——产融结合  双轮驱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主论坛：主论坛：

智能制造的全球实践和系统集成

时  间 主  题 拟邀演讲嘉宾



08:00-09:00 注册、签到

09:00-09:10
开幕式     

政府领导致辞/主办方致辞

09:10-09:40 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李毅中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09:40-10:10 工业4.0，数字化世界的到来

Henning   Kagermann

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长

德国总理署科技发展首席顾问

德国“工业4.0概念的发起人”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数字颠覆：工业互联网重塑制造业
Joseph J.   Salvo

工业互联网联盟理事长、白宫工业顾问

11:00-11:30 深圳如何占领世界制造高地
吴思康

深圳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

11:30-12:00 认知革命及未来技术趋势   
赵  胜

硅谷创客资本创始人、以色列洼地创始人

12:00-13:30 午    餐

13:30-14:00
共筑工业互联网的未来——

工业互联网的变革和机遇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院总工程师

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14:00-14:30 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化工厂

Jan   Michael Mrosik

西门子集团执行副总裁

西门子数字化工厂集团首席执行官

14:30-15:00 智能商业时代的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
曾鸣

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



15:00-15:20 休    息

15:20-15:50 新能源、新智造——比亚迪工业4.0智能工厂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5:50-16:20 通用电气的数字化变革之路
杨  涛

通用电气（GE）公司工业互联网大中华区总经理

16:20-16:50 中航通飞智能制造的实践与发展
吴光权

中航通用飞机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

16:50-18:00 休息

18:00-20:00 “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全球年会”主题晚宴

平行分论坛一平行分论坛一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专题论坛——产业集成  创造价值

时  间 主  题 拟邀演讲嘉宾

09:00-09:40 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李  强

SAP公司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

09:40-10:20 物联网驱动产业创新
沈晓卫

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IBM中国研究院院长

10:20-10:40 休    息

10:40-11:20 丰田——赢得创新与转型的未来
大西彰（Akira Onishi）

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总裁

11:20-12:00 云化智造,释放工业大数据红利
贺东东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2:00-13:30 午    餐

13:30-14:10 博世工业4.0——基于物联网平台的互联制造
贺柏睿（Dr. Patrick Leinenbach）

德国博世汽车电子中国区总裁

14:10-14:5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中的新挑战
吴丰礼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50-15:10 休    息

15:10-15:50 智能工厂的进阶之路——电装工厂物联

宇佐美幸治

日本株式会社电装（DENSO）自动识别&机器人

负责人

15:50-16:30 智能制造换道超车——金蝶云的创新与实践
孙雁飞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16:30-17:30

圆桌交流：量体裁衣——探寻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对话嘉宾：

聂卫华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文皓  麦肯锡工业4.0资深专家

杨    娅    连硕科技董事长

吕青海  华制智能副总裁

平行分论坛二平行分论坛二

智能制造前沿技术专题论坛——智能时代  科技创新

时  间 主  题 拟邀演讲嘉宾

09:00-09:40 智能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发展趋势
Oussama Khatib

斯坦福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教授

09:40-10:20 工业4.0——数字化成为常态
Jivka Ovtcharova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工程信息学院管理院长

10:20-10:40 休    息

10:40-11:20 微软人机交互技术的应用
Jarek Kazmierczak

硅谷微软技术中心首席架构师

11:20-12:00 人工智能最新进展及典型应用

刘庆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2:00-13:30 午    餐

13:30-14:10 探知工业4.0时代的未来工厂
Thilo Zimmermann  



德国弗朗霍夫协会未来工作实验室负责人

14:10-14:50 VR和AR世界的探索
Amit Singh

谷歌虚拟现实（VR）部门商务运营副总裁

14:50-15:10 休    息

15:10-15:50 华讯方舟的“中国芯”
吴光胜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5:50-16:30 人工智能的产品化鸿沟
曹  虎

科特勒咨询集团（KMG）全球合伙人、中国区总裁

16:30-17:30

圆桌交流：智能技术驱动工业变革

对话嘉宾：

陆  薇  昆仑智汇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

黄鼎隆  深圳码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孙  立  上海影创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余凌云  旭鑫智能总经理

平行分论坛三平行分论坛三

智能制造国家试点专题论坛——试点示范  标准先行

时  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09:00-09:40 紧抓智能化机遇，力促企业转型升级
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室主任

09:40-10:20 先进标准引领智能制造发展
韦  莎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智能制造所所长

10:20-10:40 休    息

10:40-11:20 恒安的变革之道
许连捷

恒安集团董事长

11:20-12:00 复晟铝业智能转型之路
樊俊红

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2:00-13:30 午    餐



13:30-14:10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王鹏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中德智能制造联盟秘书长

14:10-14:50 尚品宅配的工业4.0实践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50-15:10 休    息

15:10-15:50 从中医药全产业链探索智能制造
韩中伟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5:50-16:30 宝武集团智能制造实践
陈江宁

宝武西门子联合探索工业4.0项目负责人

16:30-17:30

圆桌交流：“智造”路径，践行模式

对话嘉宾：

高云峰  大族激光董事长

李德芳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进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黄大祥  中车株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平行分论坛四平行分论坛四

智能制造金融资本专题论坛——产融结合  双轮驱动

时  间 主  题 拟邀演讲嘉宾

09:00-09:30 智能制造产业机遇
任俊照

深圳达晨创投智能制造投资负责人

09:30-10:00 智能制造转型中的未来经济和资本
吴克忠

优势资本（私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10:00-10:20 休    息

10:20-10:50 变革引发的产业投资风口
孙  谦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10:50-11:10 制造业的风口是智能工厂
王红波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1:10-12:10

圆桌交流：资本撬动智能制造热潮

对话嘉宾：

程  浩  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启文  基石资本合伙人、总裁

祝晓成  臻云创投合伙人

李朝晖  腾讯投资管理合伙人

12:10-13:30 午    餐

13:30-17:00 项目路演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贵宾席：贵宾席：8800元元/人人    上限上限100

1.含VIP贵宾席费用

2.含会议期间午餐费用

3.含主题晚宴贵宾席

4.不含交通及住宿费用

单人费用单人费用 ：：5800元元

三人套票三人套票 ：：13920元元    

1.含参会费用

2.含会议期间午餐费用

3.不含交通及住宿费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