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年会将于2018年0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工信部华信研究院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 

             《中国信息化》杂志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智能工厂分会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区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协办协办单位：单位：用友网络、浪潮集团、艾普工华、歌尔股份、元工国际、奇步自动化、首钢（青岛）钢业等理事会成员
单位及各地秘书处单位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

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中国工业报、中国新闻网、中国机经网

中国工商、中华工商时报、中华网、凤凰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

……

一、会议背景：一、会议背景：

2018年新春伊始，万象更新，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宣贯十九大会议精神、更好地落实《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
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深度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在
2017年征集“新四基”和优秀服务机构的基础上，特遴选发布“智能制造示范培育30强、智能制造优秀供应商，智
能制造领军人物”光荣榜。



（2017年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年会大合影）

本次大会由工信部华信研究院指导，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通讯工业协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等支
持，由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和《中国信息化》杂志共同主办，智百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工作推进会暨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工作推进会暨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恳谈会恳谈会日程表日程表

1月16日1月16日

12:00-20:00 报到：全国各地参会代表12:00-20:00 报到：全国各地参会代表

2017年1月2017年1月1717日 日 

（实地企业考察游学）（实地企业考察游学）

8:00-9:00 世纪金源酒店乘车去亦庄开发区（1号车北汽集团、2号车京东方、京东、3号车三一集团、北汽福田）

10:00-16:00   参观考察北京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北汽集团（北京奔驰立体沙盘、北汽新能源）、京东方、京东总
部、三一集团、北汽福田

考察内容：智能制造五大新模式新技术应用（离散型、流程型、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
务）。

20120188年1月年1月1818日日  北京北京

08:00~09:00 签到08:00~09:00 签到

09:00-12:00主论坛09:00-12:00主论坛

主持：刘强教授（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北京主持：刘强教授（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北京航空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9:10-9:30

嘉宾致辞：百人会理事长、工信部华信研究院院长 刘九如

嘉宾致辞：百人会专家委主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网络化制造实验室主任 范玉顺

嘉宾致辞：百人会专家委委员、卫华集团总裁 俞有飞（拟邀）

9:30-9:50

专题报告：百人会2017年工作回顾及2018年工作计划

（研究出版计划+考察培训+基地计划）

9:50-10：009:50-10：00

颁发聘书：领导、专家为百人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等颁发聘书（合影留念）颁发聘书：领导、专家为百人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等颁发聘书（合影留念）

10:00-10:10 休息10:00-10:10 休息

10:10-10:30  主旨报告：工信部领导：解读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及2018年工作重点10:10-10:30  主旨报告：工信部领导：解读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及2018年工作重点

10:30-10:50  主旨报告：专家委顾问，智能制造与工业云服务10:30-10:50  主旨报告：专家委顾问，智能制造与工业云服务

10:50-11:10  10:50-11:10  专题报告：复杂服务网络特性分析

演讲嘉宾：百人会专家委员演讲嘉宾：百人会专家委员

11:10-11:30 11:10-11:30 

信息发布：2017智能制造专利百强榜信息发布：2017智能制造专利百强榜

发布嘉宾：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副理事长 徐静发布嘉宾：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副理事长 徐静

11:30-11:50 11:30-11:50 待定（赞助单位）待定（赞助单位）

11:50-12:00 会议总结 11:50-12:00 会议总结 刘强教授（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刘强教授（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12:00-13:00 午餐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休息13:00-13:30 休息

13:30~14:00  13:30~14:00  

主持：程良伦教授（华南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博导）主持：程良伦教授（华南百人会专家委主任、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博导）

嘉宾致辞：百人会专家委员代表、工信部电子元器件中心总工程师 郭源生

嘉宾致辞：百人会专家委员代表、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石勇

嘉宾致辞：百人会专家委员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助理 郑利苗（拟邀）

14:00~14:30  专题报告：数字化车间及航空智能制造实践 

14:30~15:00   专题报告：数字智能构建高绩效智能工厂  （待赞助）

15:00~15:30   

专家对话：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与应用专家对话：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与应用

主持人：中国主持人：中国通信工业协会通信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张彦国张彦国

对话嘉宾：北航教授刘强、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石勇、元工国际董事长丁德宇、奇步自动化设备总经理李



奇、福田集团副总经理杨国涛

圆桌话题1：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圆桌话题2：工业大数据？

圆桌话题3：后服务时代工业云平台如何接地气？

15:30~15:50   

专题报告：智造+  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演讲嘉宾：浪潮集团供应链与制造业产品部总经理 焦学瑞

15:50~16:10  

专题报告：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在“中国制造2025“ 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演讲嘉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与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研究院院长司良信教授

16:10~16:40  

专家对话：专家对话：““制造业+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融合发展面面观融合发展面面观

主持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吴文俊人工智能主持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科学技术奖办公室主任余有成技术奖办公室主任余有成

对话嘉宾：大任智库董事长卜安洵、正益移动副总经理冉长峰、3D打印时空董事长李培学、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张
云泉

16:40~17:00  休息

17:00~17:30  

项目路演1：智造单元的生态系 北京奇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奇

项目路演2：科工网董事长 王禹智

项目路演3：待赞助

17:30~18:00 

专家对话：产融结合、协同发展专家对话：产融结合、协同发展

主持人：中欧工业升级发展主持人：中欧工业升级发展基金基金管理合伙人 阚雷（兔哥）管理合伙人 阚雷（兔哥）

对话嘉宾（拟邀）：北大创投毛铤、中信国安创客投资公司张丽文、金沙江创投王晓研、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柳
艳舟、北邮在线工业机器人培训学院院长陈晓华

圆桌话题1：2018年工业升级还有没有风口？

圆桌话题2：工业升级的投资逻辑和TMT的投资逻辑有哪些区别？

圆桌话题3：如何看待工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

18:30~20:30 

信息发布：201信息发布：20177智能制造示范培育30强智能制造示范培育30强

发布嘉宾：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秘书长刘明雷发布嘉宾：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秘书长刘明雷

颁奖典礼晚宴：智能制造优秀供应商、 优秀服务颁奖典礼晚宴：智能制造优秀供应商、 优秀服务供应商供应商、、优秀组织机构、创新人物、优秀组织机构、创新人物、领军人物领军人物等等颁奖颁奖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已确认参会嘉宾：已确认参会嘉宾：
刘九如  工信部华信研究院 院长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范玉顺  清华大学国家CIMS中心 副主任
徐 静  工信部华信研究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所长
石 勇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副院长
刘 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博导
符 刚  中车集团 副总工程师
杨国涛  北汽福田 副总经理
徐 方  新松机器人中央研究院 院长
陈吉红  华中数控 总裁
张启亮  徐工信息 总经理
夏玉雄  福建华鼎智造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 旭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未来网络实验室 主任
卜安洵  大任智库 董事长
李 奇  奇步自动化设备 董事长
杨 宏  宏扬教育 创始人
阚 雷  黑派科技联合创始人、法大创投秘书长
熊 伟  《中国信息化》杂志 执行社长
于振中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高级副总裁
牛怀新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闻晓 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总师
高小平  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陈希军 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
王昭东  熊猫金控-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 CEO
马宏宾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李卫忠  DOIT 总编
杨 俊  北京紫藤科技 事业部经理
刘 建  山东严管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希杰 山西思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卜安洵 我做网 会长
何东霞 广州东诣诣有限公司 总经办
孙德祥 安徽来安汊河新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盛 雷  奥银湖杉投资基金 创始合伙人
王占士 必化暖气 总经理
王刚志 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联刚 长治市潞安合力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德宇  元工国际 董事长
杨 凯  艾普工华 市场咨询总监
周才健  杭州汇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吉丰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系教授
崔启佳   飞鹤乳业 信息总监
左光申    广州通泽机械 董事长
黄雅琳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 主任
喻继鹏   美团点评 资深产品专家
王文明  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
史亚斌   中国西电集团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所 所长
王慎新   山东正方实业 董事长
何丹涛   苏宁云商集团 公共事务部 副总裁
崔健斌 白云山中一药业 信息部副部长

堵晓青  沧州渤海新区招商三局 

张智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组主任
周海威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售前顾问
刘   冰  上海品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根平  三花控股集团 CIO
宋  谠   安徽省两化融合专委会 主任
黄若文  哥得堡和缘 CEO
明占喜  沈阳市中科佑铭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华 陕西彩虹玻璃 CIO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980元/人（含会议费、自助午餐、晚宴、会务资料及礼品）

VIP 3980元/人 （含考察、会务、两天午餐、桌签、展架宣传+VIP晚宴及2018年高级研修班任意一期）

展位 10000元/个 （含2人考察、会务、两天午餐、桌签、VIP晚宴及2018年高级研修班任意一期）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