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Fweek 2017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OFweek 2017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会将于2017年11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各行各业对融合与转型的呼声渐涨，智能化与持续创新，已然成为企业
发展提速的重要途径。科技改变生活的今天，从“互联网+”到“智能+”，学会跨界思考，也是发现、创新的开
始。未来，还将有哪些激动人心的创新科技改变我们的世界，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福利？

 

2017年11月13-14日，科技界将迎来一场万众瞩目的跨界盛会！由OFweek中国高科技行业
门户、高科会主办的“OFweek2017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会”（简称：CHIC2017）将照例于
深圳举办。大会以“智能感知·创新驱动”为主题，作为大会重要环节，今年主论坛的核心议
题将聚焦人工智能和医疗科技，并延伸至智能产业前瞻性话题，带来机器人、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AR/VR、无人驾驶、智慧照明、智能光伏等多个领域最具尖端性、科技感的议
题，同期分论坛还将在往届基础上增设医疗、机器人、锂电等多个专场技术峰会，以及举办
领袖峰会、评选颁奖、投融资路演、创新技术展示。满足高科技人士对热门领域的最新探索
和分享需求。

作为国内高科技领域最重量级的行业盛会，今年CHIC大会的顶级嘉宾中，将邀请多名来自中
国工程院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权威院士以及IEEE Fellow、HTC Fellow和国家千人计划
成员，打造全球范围内民间学术会议的最高规格阵容。我们以期通过产业协同，联合业界各
个领域的领先者，共同探讨未来商业模式的建立、技术方向的确定以及未来布局。届时超过
2000名高科技业界精英为了迎接智能社会，共谋行业发展大计齐聚创新之都，感知多元产业
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剖析产业趋势及投资热点，跨界探讨多元产业的创新服务模式！让高
科技走下神坛，走进寻常百姓家。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领袖峰会领袖峰会

作为大会重要环节，今年主论坛的核心议题将聚焦人工智能和智慧医疗，邀请超过300位来
自中国和全球的富有远见、最具变革力的高科技含行业领袖、各国政界代表、投资界和学术
界权威代表和主流媒体出席的年度会议。

多位院士领衔提示全球技术创新趋势多位院士领衔提示全球技术创新趋势

聚焦人工智能和智慧医疗，并延伸至智能产业前瞻性话题，带来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AR/VR、无人驾驶、智慧照明、智能光伏等多个领域最具尖端性、科技感的议题，
在这些最受关注的前沿领域，全球最为顶尖的科技实验室、学术权威和产业大咖将在这两天
的大会上共同探讨十多个领域的未来趋势和产学研发展方向。对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机遇的
未来拨云见日、指明方向，他们将引领智能产业各领域的技术发展路线和创新创业方向。

明星独角兽公司分享技术创新和管理秘籍明星独角兽公司分享技术创新和管理秘籍



将邀请明星企业的技术领导者参加大会、科技和产业巨头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明星独角兽公
司的技术负责人，全球知名创业公司代表，参与大会发表演讲；

跨学科技术整合 行业把脉跨学科技术整合 行业把脉

人工智能以其广大的市场规模、多学科交叉的技术体系，成为了智能硬件、机器人、智慧医
疗、无人驾驶等技术落地的最大热点。分论坛将会把这些人们关注的热点抽丝剥茧做细致讨
论，无论是对人工智能有懵懂好奇的入门者，还是已经置身事内的人工智能从业者，这都是
最有价值的知识分享机遇。把握未来智能产业风向走势，提前布局未来大市场；用两天的时
间，找到未来5年的路！

数10场专业分会及活动 行业资源汇集数10场专业分会及活动 行业资源汇集

富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热点议题，剖析行业发展方向，探讨行业发展新模式，与行业顶尖科
技专家及大咖面对面，汲取最新科研成果及获得正确解决方案！兼具同期多场深度与广度的
专业会议及评选活动，汇集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知名企业高层、行业资深专家、专业分析机构
等数千位精英，建立业内优势人脉资源；

行业评选行业评选

除了峰会上高浓度的技术与观点碰撞，您还将见证各领域“TOP10创新成长企业榜单”，揭
晓未来之星。富有影响力的年度评选颁奖，梳理盘点行业创新发展成果，褒奖和肯定为高科
技行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引导行业健康正确发展方向。

投融资及项目路演投融资及项目路演

成功的投资人看得总比常人更远一些。大会将邀请来自各大顶级投资机构对高科技产业未来
投资趋势，以及发掘高科技产业独角兽的心得。寻找机会与投资人面对面交流，一定会有收
获。同时大会将筛选一批优质的高科技项目参与路演对接。精华提炼，少走弯路，为您理清
投资思路，发现前景最看好、利润最佳的高科技产业。

现场展示现场展示

人工智能、智慧医疗、机器人、AR/VR、智能家居等，总是会被带上深奥甚至科幻化的色
彩，事实是各大热门领域应用中，有些技术已经具体到人们可以应用的程度。在此次CHIC大
会上也会有技术应用的实例演示与讲解，在会场外围的展区，也将有趣味应用体验。最广泛
的智慧生态展示，带来最丰富的跨界创新元素；

高效参会高效参会

作为大会重要环节，今年主论坛的核心议题将聚焦人工智能和智慧医疗，邀请超过300位来
自中国和全球的富有远见、最具变革力的高科技含行业领袖、各国政界代表、投资界和学术
界权威代表和主流媒体出席的年度会议。

品牌品牌宣传宣传

360度全方位推广媒体，大会将对优秀项目及成果提供专访报道的机会，量身定制事件公
关，挖掘新闻点，搜索引导等。将运用国内外全方位媒体资源，并邀请知名主流媒体现场驻
阵，进行360度跟踪报道，有效助力企业拓展品牌和影响力，捕捉更多市场机会。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11/13 HALL A厅（闭门）2017/11/13 HALL A厅（闭门）

大会开幕式大会开幕式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08:30 - 09:00 来宾签到/产品展示/互动交流。

09:00 - 09:30
开场致辞，主办方领导致辞。
CHIC2017启动仪式

主论坛 · 中国高科技领袖主论坛 · 中国高科技领袖年会年会

09:30 - 12:00

探讨话题：
-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如何引领商业变革
-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医疗技术的融合
- 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的技术融合与应用前景
- 传感器技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的应用
- 医疗人机语音交互技术趋势与机遇……
-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现代医疗
- 大数据时代的模式识别
- 物联网的应用前景与发展趋势
- 新能源汽车的“双积分政策”时代
- 储能产业的商业化之路
- 分布式光伏3.0时代的探索与畅想……

12:00 - 14:00 午休/产品展示

“OFweek财富之夜”贵宾欢迎晚宴“OFweek财富之夜”贵宾欢迎晚宴

限特邀嘉宾；
同期举办“维科杯”OFweek



18:00 - 21:00 2017 中国高科技产业年度评选
颁奖盛典

 

2017/11/13 HALL B厅（闭门）2017/11/13 HALL B厅（闭门）

分论坛•人工智能专场分论坛•人工智能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14:00 - 17:00

AI技术专场
探讨话题：
-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的现状和突破点
- 国内外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 群体智能关键技术的研究进展和应用
- 深度学习的迁移模型、发展阶段解析
- 智能语言与应用、自然语音处理面临的挑战与痛点
- 机器视觉产业发展前景与分析
- 云+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挑战和解决之道
- 人脸识别关键技术研发进展分析
- 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研究进展和应用案例

17:00-17:30

OFweek 2017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年度评选颁奖礼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奖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人工智能优秀服务平台奖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人工智能最具成长力企业奖

 

2017/11/13 HALL C厅（闭门）2017/11/13 HALL C厅（闭门）

分论坛•医疗科技专场分论坛•医疗科技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14:00 - 17:30

健康医疗大数据专场
- 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趋势与应用创新
- 大数据将如何带动和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 大健康大数据时代医疗科技产业现状及未来投资机会
- 智能可穿戴设备与健康大数据
-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
- 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影像诊断
- 数据挖掘技术在健康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2017/11/13 HALL D厅（开放）2017/11/13 HALL D厅（开放）



分论坛•锂电专场分论坛•锂电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13:30-13:55 签到+领取资料袋+社交/展示

13:55-14:00 会议开始，欢迎致辞

Part One 主题：锂电市场发展与未来趋势

14:00-15:00

议题：
- 国内锂电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 后补贴时代,动力电池行业如何应对
- 新能源汽车对动力锂电性能要求与发展趋势
- 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市场潜在挑战与风险
- 储能应用能否成为下一个增长点

Part Two 主题：锂电技术创新与应用

15:00-16:40

议题：
- 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现状以及趋势
- 动力锂电技术方向及对关键材料的性能需求
- 动力锂电先进制造工艺与单体电芯一致性
- 正极材料技术发展趋势：比容量、成本、循环特性和安全性
- 隔膜和电解液对电池安全性和成本的影响
- 负极材料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的影响
- 锂电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及制造工艺
- 电池管理系统（BMS）技术与动力锂电安全性

Part Three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锂电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与应用

16:40-17:30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锂电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与应用

17:30 互动交流，会议结束，凭调查问卷换取纪念品用

 

2017/11/13 HALL E厅（开放）2017/11/13 HALL E厅（开放）

分论坛•分论坛•LEDLED照明专场照明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13:30-13:55 签到+领取资料袋+社交/展示

13:55-14:00 会议开始，欢迎致辞

Part One Part1



14:00-15:00

议题：
- 国内锂电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 后补贴时代,动力电池行业如何应对
- 新能源汽车对动力锂电性能要求与发展趋势
- 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市场潜在挑战与风险
- 储能应用能否成为下一个增长点

Part Two 主题：锂电技术创新与应用

15:00-16:40

议题：
- 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现状以及趋势
- 动力锂电技术方向及对关键材料的性能需求
- 动力锂电先进制造工艺与单体电芯一致性
- 正极材料技术发展趋势：比容量、成本、循环特性和安全性
- 隔膜和电解液对电池安全性和成本的影响
- 负极材料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的影响
- 锂电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及制造工艺
- 电池管理系统（BMS）技术与动力锂电安全性

Part Three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锂电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与应用

16:40-17:30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锂电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与应用

17:30 互动交流，会议结束，凭调查问卷换取纪念品用

 

2017/11/14 HALL C厅（闭门）2017/11/14 HALL C厅（闭门）

分论坛•人工智能专场分论坛•人工智能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09:00-11:00

AI+智能硬件专场
- AI在智能终端领域的创新应用
- 视觉识别技术与智能家居产品的融合发展
- 人工智能在智慧家庭中的使用与案例
- 自动驾驶技术现状与趋势
- 无人驾驶汽车市场发展概况及未来发展前景
- AI为智能硬件行业的创造的机遇与竞争
- 左拥自动驾驶，右抱物联网--AI传感器的前景分析

11：00-12:00

OFweek 2017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年度评选颁奖礼--智能硬件领域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智能硬件创新技术产品奖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智能硬件最佳方案奖
OFweek 2017“维科杯”中国智能硬件最具成长力企业奖

AI+机器人专场
- 国内机器人未来发展方向及路线
- 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融合发展
- 国内医疗机器人发展现状及趋势



14:00-17:00 - 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生态现状及未来
-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 边缘计算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 虚拟仿真技术与智能制造
- 融合AI技术的机器人应用现状及趋势

17:00-17:30
OFweek 2017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年度评选颁奖礼--机器人领域
OFweek 2017“维科杯”最佳服务机器人人气产品奖
OFweek 2017“维科杯”最佳服务机器人应用案例奖

 

2017/11/14 HALL B厅（闭门）2017/11/14 HALL B厅（闭门）

分论坛•医疗科技专场分论坛•医疗科技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09:00-11:00

精准医疗专场
- 全球精准医疗发展趋势与挑战
- 基因检测技术的应用方向和领域
- 基因编辑在细胞研究中的应用
- 基因测序技术从科研走向临床
- 肿瘤个性化精准治疗焕发全新魅力
- 探讨细胞免疫疗法的创新与应用
- 精准医疗仪器设备开发
- 3D打印技术在精准医疗的应用与发展

14:00-16:30

互联网医疗专场
- 互联网医疗产业现状及未来趋势
- 移动医疗技术的创新应用
- 可穿戴医疗的突围之路
- 互联网+时代，传统医械厂商如何转型？
- 互联网时代医院之机遇和挑战
- 3D可视化在医疗中的应用
- 互联网医疗打造家庭就医新模式
-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云健康信息管理

16:30-17:30

中国医疗科技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
OFweek 2017“维科杯”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奖
OFweek 2017“维科杯”移动医疗最佳应用案例奖
OFweek 2017“维科杯”医疗科技创新方案奖
OFweek 2017“维科杯”医疗科技行业最具创新力企业奖
OFweek 2017“维科杯”医疗科技行业最具成长力企业奖

 

2017/11/14 HALL D厅（闭门）2017/11/14 HALL D厅（闭门）

分论坛•医疗健康投融资专场场分论坛•医疗健康投融资专场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09:00 - 12:00

OFweek 2017 医疗健康投融资项目路演会
- 大健康产业的投资机遇
-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 人工智能医疗投资策略探讨
- 互联网医疗发展现状和投资策略分析
- 精准医疗资本布局与未来投资机会
- 项目路演+互动交流

分论坛•高科技投融资专场

14:00 - 17:30
OFweek 2017 （第四届）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融资论坛暨项目路演会
探讨话题：商业模式创新、投资趋势、项目路演等

 

2017/11/14 HALL E厅（开放）2017/11/14 HALL E厅（开放）

分论坛•光伏专场分论坛•光伏专场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Part One 主题演讲：光伏行业市场发展和未来趋势

9:00-12:00

主题演讲：光伏行业市场发展和未来趋势
- 晶硅/薄膜电池的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
- 薄膜光伏应用市场的潜力及开拓
- 光伏运维及监控技术的未来市场潜力
- 光伏扶贫项目开发及投资前景分析
- 光伏产业商业模式及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价值及前景预测
- 互联网+时代的光伏跨界创新和融合

Part Two 主题演讲：光伏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

14:00-16:00

主题演讲：光伏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
- 晶硅电池技术提升与突破之路
- 光伏电站智能化运维技术革新
- 光伏逆变器在智能光伏电站中的创新发展
-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系统的设计
- 智能光伏电站的关键技术探讨
- 新材料及器件在光伏产品中的创新应用
- 高效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解决方案

Part Three 颁奖典礼

16:00-17:30 OFweek 2017中国太阳能光伏行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门票名称门票名称 单价单价 截止 时间截止 时间

两天会议套票8折 ￥4,799原价：￥5,999 2017-09-30 23:59

人工智能专场套票（闭门）8折 ￥2,800原价：￥3,500 2017-09-30 23:59

医疗科技专场套票（闭门）8折 ￥2,800原价：￥3,500 2017-09-30 23:59

投融资专场票（闭门）8折 ￥1,439原价：￥1,800 2017-09-30 23:59

晚宴票8折 ￥1,200原价：￥1,500 2017-09-30 23:59

参会权益：参会权益：

两天会议套票：可参与全部活动，与核心嘉宾深入交流，获得全部服务权益； （享受权益：VIP区座位，大会会
刊，五星自助午餐及晚宴交流机会。）

人工智能专场套票（闭门） ：含主论坛和人工智能分论坛2天参会资格，与核心嘉宾深入交流，获得全部服务权
益；（享受权益：优先座位，大会会刊，五星自助午餐交流机会。）

医疗科技专场套票（闭门） ：含主论坛和医疗科技分论坛、医疗投融资论坛2天参会资格，与核心嘉宾深入交流，
获得全部服务权益；（享受权益：优先座位，大会会刊，五星自助午餐交流机会。）

投融资专场票（闭门）：可参与医疗投融资、高科技投融资1天闭门论坛及所有开放论坛（享受权益：优先座位，大
会会刊，五星自助午餐交流机会。）

晚宴票：享受权益：优先座位，大会会刊，领袖晚宴及颁奖典礼交流机会。

 

备注： 备注： 所有票种最终解释权归OFweek中国高科技行业门户所有。

1）为支持科研，科研院所及学生报名可享8折优惠（须出具单位盖章或学生证明材料）；



2）以上注册费优惠期限以到款时间为准。5人以上团队订票享7折优惠（此优惠不与其它优惠同享），请直接与客
服联系。9月30日前报名享8折，10月31日前报名享9折优惠，之后恢复原价；

3）因大会现场参会人数众多，为给注册观众提供更好服务，所有闭门会议现场不接受临时售票，请有需要参会的观
众提前申请。会议报名申请截止日期：11月10日。听众现场报到时凭参会确认码及名片签到入场即可。未经提前登
记报名确认的听众，恕现场不予接待。

4）如需代为安排住宿，请一并告知，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退票注意事项 ：退票注意事项 ：如您在购票后因故不能参加大会，请您务必在11月1日前凭发票或汇款凭证与会务组联系，办理退
票；11月1日之前退票，扣除30%的手续费；11月1日之后（包括11月1日）恕不退票；

          退票流程：请在有效时间内，与会务组联系办理退票手续    办理退票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7:00 （除
12:00-14:00午餐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会务组核定信息后，15个工作日把相应票款打到您的账户。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