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十九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将于2017年11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将于2017年11月16—21日在中国深圳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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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等部
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自1999年起每年在深圳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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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
召、蒋正华、桑国卫、周铁农、路甬祥、万钢等时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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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举办的第十八届高交会上，总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有37个
国家的3533家参展商、23334个项目参展和入库，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58.9万人次观众参观了主会场和分会
场，331家海内外媒体的2441名记者参与了本届高交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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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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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以“聚焦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为主题，于2017年11月16日—18日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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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衷心地感谢您对高交会的支持与关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一、论坛日程（勒杜鹃厅）一、论坛日程（勒杜鹃厅）

11月月16日日 11月月17日日 11月月18日日

上午上午

（10:3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开幕论坛

（9:30-12:00）

创新与未来技术

主题论坛I

（9:30-12:00）

科技改变生活

主题论坛I

下午下午

（13:30-17:30）

创新提升供给质量

主题论坛

（13:30-17:30）

创新与未来技术

主题论坛II

（13:30-17:30）

科技改变生活

主题论坛II



二、议题及嘉宾二、议题及嘉宾

1111月16日10:30-12:00 簕杜鹃厅月16日10:30-12:00 簕杜鹃厅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论坛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论坛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 主题演讲（中英同声传译）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国际科技合作前景展望

中国科技创新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塞尔吉奥•吉列尔莫•·卡萨斯  阿根廷拉里奥哈省省长

丽娜•萨白帖涅  立陶宛共和国经济部副部长

佩卡•索伊尼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局长兼首席执行官

徐扬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姚期智  2000年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1111月16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月16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

“创新提升供给质量”主题论坛“创新提升供给质量”主题论坛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主题演讲（中英同声传译）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如何以创新打造供给侧新优势

集聚全球创新能量，增强供给竞争力

资本与创新

主持人：主持人：邢早忠  金融时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深圳市政府领导（待定）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凌  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华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柯  曼  SAP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网络总裁，快速增长战略市场总裁

杨  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王  宏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许晓军  启迪协信执行总裁

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周松波  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戚  巍  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总裁

1111月17日 9:30-12:00簕杜鹃厅月17日 9:30-12:00簕杜鹃厅



“创新与未来技术”主题论坛I“创新与未来技术”主题论坛I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研究报告发布、主题演讲、对话（中英同声传译）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n. 9:30-9:45  9:30-9:45  科技研究报告发布科技研究报告发布

发布内容：发布内容：

发布嘉宾：发布嘉宾：唐睿思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亚洲半导体咨询业务领导人

n. 9:45-12:00  9:45-12:00  洞见科技未来——洞见科技未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专题专题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深圳市政府领导（待定）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石博盟  谷歌大中华区总裁

邹作基  微软公司副总裁，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李德胜  英特尔中国战略合作部总经理 、英特尔创新加速器总负责人

高圣元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区长

沈晓卫  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IBM中国研究院院长

王海峰 百度副总裁、AI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

陈  磊  迅雷集团CEO、网心科技CEO

汉斯•乌思克尔特   欧洲科学院院士、DFKI科学总监、AITC院长、联想集团人工智能首席顾问

濮冠楠  脸谱公司（Facebook）科技专员、亚太区合作关系总裁

1111月17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月17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

“创新与未来技术”主题论坛II“创新与未来技术”主题论坛II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研究报告发布、主题演讲、对话（中英同声传译）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n. 13:30-15:00  13:30-15:00  洞见科技未来——石墨烯专题洞见科技未来——石墨烯专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冯冠平  深圳市石墨烯协会会长，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石墨烯创新中

心专家委员会顾问

李  伟  多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建新  青岛华高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俊中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博导、江西烯牛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n. 15:00-15:30  15:00-15:30  洞见科技未来——洞见科技未来——生命科学生命科学专题专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  俊  碳云智能创始人、CEO

朱岩梅  华大基因集团执行副总裁

n. 15:30-17:30  15:30-17:30  洞见科技未来——科技创新专题洞见科技未来——科技创新专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保罗•艾瑞蒙科   空中客车首席技术官

王小川 搜狗首席执行官

王士平  云桥OpenBridge董事长

对话：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融合对话：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融合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中关村信息谷

刘自鸿  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李德胜  英特尔中国战略合作部总经理 、英特尔创新加速器总负责人

李  刚  小蓝单车联合创始人、CEO

潘  昊  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CEO

康敬伟  科通芯城集团董事长兼CEO，硬蛋创始人

乌勒•泽塔贝尔  瑞典斯德哥尔地区投资促进局CEO

1111月18日 9:30-12:00 簕杜鹃厅月18日 9:30-12:00 簕杜鹃厅

“科技改变生活”主题论坛I“科技改变生活”主题论坛I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研究报告发布、主题演讲（中英同声传译）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n. 9:30-9:45  9:30-9:45  科技研究报告发布科技研究报告发布

发布内容：发布内容：

发布嘉宾：发布嘉宾：吴  琪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副主席

n. 9:45-12:00 �9:45-12:00 �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生活因科技而改变——生活因科技而改变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

深圳市政府领导（待定）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梁乃明  Siemens PLM Software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胡自强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TO、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

杨志泽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

周  剀  湖南省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高级工程师

罗文中  霍尼韦尔科技事业部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王  熙  飞利浦中国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杨永东  Beone品牌创始人、重庆金鑫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  铭  3M大中华区研发副总裁、 3M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

颜水成  360副总裁、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向江旭  苏宁云商集团IT总部执行副总裁、苏宁技术研究院院长

1111月18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月18日 13:30-17:30 簕杜鹃厅

“科技改变生活”主题论坛II“科技改变生活”主题论坛II

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研究报告发布、主题演讲（中英同声传译）

主持人：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n. 13:30-13:45 13:30-13:45 科技研究报告发布科技研究报告发布

发布内容：发布内容：

发布嘉宾：发布嘉宾：罗奕智  安永亚太区科技、媒体与电信行业主管合伙人

n. 13:45-17:30 13:45-17:30 智能制造变革生产方式智能制造变革生产方式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蒋  健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红忠  慧与（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贺东东  三一集团高级副总裁、树根互联CEO

封兴良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夏洛特  安利马赫公司首席技术官、原瑞典创新局局长

包锐理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中国区首席代表

许天燊  中芯国际公司全球市场资深副总裁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代表参会 ：5800元代表参会 ：5800元，

参加三天会议，含中餐与会议资料 。

嘉宾参会：58000元嘉宾参会：58000元

1. 参观高交会展览，附赠门票3张
2. 以嘉宾身份参加高新技术论坛，同时可以参加高交会开幕式。
3. 嘉宾身份参会，佩带嘉宾证或贵宾证，入座嘉宾席，有嘉宾席卡；
4. 出席高交会政府欢迎宴会；
5. VIP贵宾室交流与贵宾合影； 
6. 提供嘉宾食宿（五星级酒店一间三晚）； 
7. 得到全套会议资料；
8. 会议现场统一发放贵单位提供的宣传资料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