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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女士/先生： 

近年来，智能制造业日益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

核心内容，是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举措，

正强力推进着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发展和升级。 

为贯彻国家、省市的相关政策精神，推动区域产业升级、抢

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中国电子学会举办的“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发展论坛暨产业

创新博览会”，将于 2017年 9月在长沙隆重召开。 

“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发展论坛暨产业创新博览会”将汇聚国

际智能制造先进技术解决方案和产业发展经验，聚焦我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依托政、产、学、研、用、金等各界资源，集合高端

论坛、成果转化、应用展览、创新竞赛、投融资路演、宣贯与培

训等多种活动形式，助推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互融，致力打

造我国制造业创新与跃升的专业交流、合作、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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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成为我们尊贵的客人，共聚湘江河畔，

聊经验、谈合作、话发展。 

 

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发展论坛 

暨产业创新博览会组委会 

2017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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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结构 

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承办单位：中展创盈（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湖南红星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用户体验联盟 

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时间地点 

举办时间：2017年 9月 19日-2017年 9月 21日 

举办地点：湖南省长沙市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三、主题亮点 

本届论坛暨博览会以“驱动智能制造与产业创新”为主题，

从政策解读、产业研究与分析、创新能力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等

多个方面，探讨智能制造发展与产业变革，激发创新活力与转型

动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和“互联网+制造”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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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坛日程 

第一天  主旨论坛：驱动智能制造与产业创新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主题一：开幕式及领导巡馆 

9:00-10:00 领导致辞 

长沙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中心共建启动仪式 

领导、嘉宾会场巡馆 

中国科协、工信部及

省市领导 

主题二：智能制造与战略发展 

10:30－11：10 专业解读智能制造与战略发展态势，准确分析行业

前景潜力 

两院院士、著名行业

专家/学者 

主题三：战略合作与签约 

11:10－11:30 中国电子学会会员服务基地和信息技术领域创业

创新服务基地合作 

全国机构与地方合

作机构 

主题四：智能制造与金融创新 

11：30－12：10 探讨金融如何支撑智能制造的技术发展,如何推动

智能制造技术向应用的转移，金融业互联网化将如

何推动智能制造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 

 

主题五：智能制造发展与应用尖峰对话 

14:00－17：30 分 4个小节政策解读及分享智能制造国家战略、产

业发展态势、行业落地关键等相关内容 

著名行业专家/学者

/企业家 

主题六：晚宴 

18：30－20：00 长沙“智能制造与产业创新”晚宴  

第二天  分论坛与考察 

上午 专题分论坛 

CPS（信息物理系统）专题论坛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8：30－9：00 签到  

9：00－11：30 围绕 CPS，从在智能制造中的价值与关系、体系研

究、行业应用实践等几个方面探讨 

 

智能工厂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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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演讲者 

9：00－11：30 签到  

9：00－11：30 探索智能工厂与智能车间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

MES 系统与应用、智能装备技术发展、数字化与智

能化控制系统研发、智能制造标准等） 

 

信息安全专题论坛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9：00－11：30 签到  

9：00－11：30 智能时代的信息安全技术探讨，在制造企业中应用

的现状及趋势 

 

增材制造专题论坛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9：00－11：30 签到  

9：00－11：30 将增材制造（3D打印）与提升工业生产效率结合进

行探讨 

 

下午 参观考察 

13：30－16：40 参观长沙市雨花区园区、中电产业园及优秀制造企

业（如涉及机械、电子信息、软件服务、系统集成

等领域的企业），开展现场座谈与对接会 

 

 

五、展示范围 

机械装备（特装）、机器人（工业、服务业、娱乐等）、仪器

仪表、智能家居、“人机交互”体验（含智能穿戴） 

六、亮点活动 

1.投融资路演及经贸洽谈活动 

邀请投资企业参会，参观展区，组织参展企业路演，举办投

融资经贸洽谈。 

2.智能产品虚拟场景体验 



- 6 - 

虚拟场景体验活动区共 300平米，观众可免费体验各种办公、

娱乐软件虚拟场景，并且与参展商交流互动。同时，也是参展企

业向嘉宾和采购商展示公司产品的平台，展示效果更加生动、直

观。 

3.智能创新产品对接签约仪式 

拟邀请全国各地智能制造大型企业，联合长沙高新技术开发

区等通过企业与企业现场签约仪式，建立全面合作的战略关系，

促进智能制造产业的贸易合作，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七、参会方式 

1.代表参会注册费用 2000 元/人。费用包含会议期间餐费、

资料费。 

2.单位参展： 

特装展位（室内 36平方米起定）：500元/平方米 

标准展位（9平方米）：5000元/平方米 

八、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86(010)-68523181 

传       真：86(010)-68525863 

北京联系人：吕梓琪：18811753251 

朱晓萌：13810792262 

湖南联系人：赵秀英：13873159863 

李  聂：15874028055 

刘  阳：1519773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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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发展论坛暨产业创新博览会 

商务活动执行函（代合同） 

为贯彻国家与省市关于推进“中国制造 2025”计划和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

进、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中国电子学会举办的“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发展论坛暨产业

创新博览会”，将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在长沙隆重召开。 

届时国内外专家学者，科研院校、政府机关和行业龙头企业汇聚湘江河畔，依托政、产、学、

研、用、金等各界资源，以“驱动智能制造与产业创新”为主题，从政策解读、产业研究与分析、

创新能力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等多个方面，聚焦于我国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打造技术交流发布平台、

商业金融合作平台、创新共享平台和高端产品展示平台。 

 

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  务  传  真  

电  话  手  机  E-mail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金额（人民币） 参与请打√ 

战略合作伙伴 

1.企业为大会战略合作伙伴单位； 

2.企业领导人可在大会贵宾席就座（1 位高层）； 

3.会前 VIP 贵宾厅交流(2 位高层) 

4.企业领导人大会开幕式致辞，时间约为 10 分钟； 

5.企业可在大会专题演讲一次，时间约为 20 分钟； 

6.会议现场可摆放赞助企业易拉宝 2 个； 

7.手提袋或参会证上可放赞助企业 logo ； 

8.可在每天会议开始前及会议茶歇期间进行多媒体播放 

(时长 3 分钟) 

9.企业的宣传材料可同大会资料装袋一起赠送给所有参会代

表及嘉宾 

10.免费参会 5  人。 

11.参加晚宴 5 人。 

40 万元 

 

支持单位 

 

1.企业为大会协办单位； 

2.支持单位领导人在大会贵宾席就座（1 位高层）； 

3.会前 VIP 贵宾交流(1 位高层) 

4.支持单位演讲一次，时间约为 20 分钟； 

5.支持单位可在会场摆放易拉宝 2 个； 

6.支持单位宣传资料可随会议文件统一装袋发放； 

7.支持单位可在会议茶歇期间进行多媒体宣传； 

8. 免费参会 3  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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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演讲 

 

1.企业为大会演讲单位 ； 

2.会议嘉宾席就座(1 位高层) 

3.大会演讲（20 分钟）； 

4.发言内容编入会后媒体报道中； 

5.由组委会统一向所有参会代表发宣传资料； 

6.广告板 3m*3m会场醒目的位置进行摆放 

7．免费参会 1 人； 

5 万元 

 

资料发放 
会场现场资料发放区进行资料发放（  份） 5 千元  

资料装袋（  份） 8 千元  

参会证 logo 广告 制作参会证   张左右 8 千元  

广告板 90cm*120cm会场区进行摆放 4 千元  

Video演示 会议黄金时间段（会议开幕式后）10分钟/次 1 万元  

条幅广告 企业宣传语（1m×8m）一幅 1 万元  

易拉宝 企业易拉宝宣传 3 千元/个  

资料袋广告 
制作 300个左右的精美手提资料袋，连同会议资料发给每位

参会者。手提袋上进行企业与产品广告发布。 
1 万元/面 

 

参会 包括会议资料、会议用餐等，交通住宿费自理。  2000 元/人  

合计金额 

（人民币） 
大写：                                   小写： 

大会指定账号 

户  名：中展创盈（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万寿路支行 

账  号：91100154822225539 

一、说明： 

1.如企业需要组织专场技术交流会或其它特殊服务，请在 2017 年 9 月

10 日前提出。 

2.参会企业需尽快确定参会项目并签章回传至组委会，将据此确定企业

演讲顺序，安排并协调相关服务项目。 

二、请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将此招商回执传真至大会组委会办公

室。 

三、大会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万寿宾馆 C 座 6519 室 

电  话：86(010)-68523181 

手  机：18811753251 

E-mail：1152314647@qq.com 

联系人：吕梓琪 

单位公章： 

 

 

报名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