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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和陪伴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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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届 中 国 制 造 业 国 际 论 坛 ——创 新 融 合 共 创 智 能 制 造 高 质 发 展 新 未 来
一、主题诠释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家经
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因此，制造业要高举高质、高效发展大旗，夯
实实业根基，增强核心竞争力；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革新，利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工业
互联网平台等创新因子在新一轮制造业洗牌过程中脱颖而出。同时融合人才、金融等要素，全方位促
进稳健、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自 2003 年发起举办，迄今已成功举行 15 届，紧跟制造时代脉搏和企业发展
需求，是制造人的年度饕餮盛宴。第十六届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汇集全球政、产、学、研、媒各届
精英，将围绕“智能制造高质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多场高层级的演讲、对话与交流，促进企业、行业、
产业和区域的持续发展，打造高质、高端制造业高地。

二、参加对象

◼

◼

政要

技术先锋

国家级领导、国际政要、外交使节、部委领导、市

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具有核

政府领导、园区领导

心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研发实力，自动化、

◼

全球知名专家、学者

两院院士、国家级智库、世界各国业界专家学者
◼

信息化、智能化、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
技术创新者
◼

制造业领军企业

高成长型企业

在商业模式、管理水平等方面明显处在行业领导者

具备颠覆传统行业和开拓新产业潜能的企业

地位的企业董事长、总裁

高管

◼

◼

管理精英

著名投资人

来自制造型企业的采购、制造、研发、供应链、市

为制造业创新项目而来，关注制造业的应用

场、HR 等各部门的高级管理者

创新

◼ 知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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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编，记者

三、论坛形式
全体会议

巅峰对话

领袖峰会

落地案例

智能创新

社交晚宴

中国智造大奖

名企考察

四、场次安排
10 月 15 日（周二）
09:00-12:00

14:00-17:00

17:30-19:30

19:30-22:00

晚宴（特邀）

沙龙

全天报道
主题：5G-工业 X.0 加速器
Philippe Gerwill 数字化转型倡导者及导师
主题：数字转型加速工业物联网之旅的生态新途径

标杆企业参观

CK Vishwakama 新加坡物联网联盟创始人

10 月 16 日（周三）
09:00-12:00

12:00-

13:30-

18:00-

13:30

18:00

19:30

午餐

开幕式+

19:30-21:00

专场 1 领军者论坛-闭门会（仅限受邀嘉宾）
专场 2 精益全价值链管理专场
专场 3 智能互联时代人才培养方略专场

主论坛

专场 4 数字化工厂规划与实践专场

晚宴

主题私董会

专场 5 食品产业智能制造专场

10 月 17 日（周四）
09:00-12:00

12:00-13:30

13:30-16:00

16:00-16:30

专场 1 精益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专场
专场 2 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专场（仅限受邀嘉宾）
专场 3 汽车行业智能制造转型专场
专场 4 大道至简 止于至善——“流动”创造价值案例专场
专场 5 精益数字化研发驱动企业智能发展专场
专场 6 滨海智声—精益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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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五、具体议程（以下嘉宾为拟邀）
【10 月 15 日上午场】高端培训：
时间

演讲主题

09:00-09:10

开场

09:10-12:00

主题：5G：工业 X.0 加速器

拟邀嘉宾

演讲人：Philippe Gerwill 数字化转型倡导者及导师
概要：如今全社会都在谈论 5G 的高速传输将如何变革性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包括无延迟数据传输带来的即时通讯等新商业模式，就像是高铁列车相较于普通火
车的革命性一样。
但对制造业来说，5G 还给商业带来一个关键变化，即今天那些固定设备和各种有线
生产线设备，将在未来由无线设备及产品线取代，更为灵活和模块化的工厂将开始出
现。
主题：数字转型：加速工业物联网之旅的生态新途径
演讲人：CK Vishwakama 新加坡物联网联盟创始人
概要：如今，先进科技和工业物联网为制造业和工业领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价值。然
而，要真正驱动成功的数字化转型，组织机构需要在应用数字技术之前就理解、识别
和计划他们的转型路线图。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多样化的技术和生态角色，并使它们链
接在一起，去创造端对端的全生态价值解决方案。在本次培训中，CK 将首先分享为
何组织应关心结构化转型，以及其实践案例；接下来，在生态路径中应用正确的数字
化技术来加速生态之旅，CK 将在工业场景应用案例领域解释思路的进程和方法论。

【10 月 16 日上午场】
专场 1：领军者论坛—闭门会（仅限受邀嘉宾）
1、专场亮点：
•

国有企业如何打破改革困局，以精益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

精益实践企业分享，如何结合区域优势打造标杆企业；

•

结合三省一区国有制造业企业代表走访调研，总结精益全价值链管理经验推广经验，

•

解析企业推广精益全价值链管理存在的共性问题和解决对策。

•
2、会议形式：
主题演讲+头脑风暴+分组发表
3、拟邀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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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英姿 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

•

屈贤明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

牛山雄造 历任丰田汽车集团常务董事，北美丰田高级副总裁，丰田集团中国事业本部副本
部长，现任日本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名古屋大学企业家 MBA 班教授

•

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4、拟邀参与嘉宾：（拟邀嘉宾，持续更新中）
•

白英姿 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

•

李培根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

刘明忠 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

刘化龙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胡善亭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董春波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戴继双 沈鼓集团董事长

•

王 昱 华为工业云总经理

•

孙 刚 腾讯云智能制造业务中心首席架构师

•

曲道奎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

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

刘 军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王 刚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丁立国 德龙控股董事局主席

•

徐静波 亚洲通讯社社长

•

牛山雄造 历任丰田汽车集团常务董事，北美丰田高级副总裁，丰田集团中国事业本部副本
部长，现任日本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名古屋大学企业家 MBA 班教授

•

Philippe Gerwill 数字化转型倡导者及导师

•

CK Vishwakama 新加坡物联网联盟创始人

•

阮积祥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CEO

•

李茂津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王晓明 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

Clare Pearson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

•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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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 2：精益全价值链管理专场
1、专场亮点：
国内众多制造业都在纷纷导入精益管理，进行管理转型。不论是刚刚起步的企业，还是已经坚持
多年的公司，都面临着以下困惑：如何有持续成效？如何才能融入文化？如何摆脱精益仅仅停留
在生产层面的局限？
2、协办单位：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09:00-09:10

开题嘉宾

09:10-09:40

精益全价值链方法论

周红侠 爱波瑞集团合伙人

老板电器：数据驱动的精益全价值链高

夏志鸣 老板电器副总裁

09:40-10:10
10:10-10:40

拟邀嘉宾
胡玺光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部主任

效运营实践
精益全价值链助力全柴集团高质量发展

黄宜军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离散型企业的全价值链管理

经理

10:40-10:50

茶歇

10:50-11:20

精益运营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张 萌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PMT
亚太区集成供应链 VP

圆桌对话：主题-精益全价值链如何有效支撑数字化企业的打造
主持人：
周红侠 爱波瑞集团合伙人
11:20-12:00

徐

新 中航发科技质量部副部长

谭

沐 中国中车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

黄宜军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

萌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PMT 亚太区集成供应链 VP

专场 3：智能互联时代人才培养方略专场
1、专场亮点：
•

人才是企业战略落地的抓手，智能互联时代人才如何培养？

•

如何进行清晰的人才画像？

•

如何完成转型期的文化建设？

•

如何激励人才实现价值发挥？

•

如何携手完成为制造业培养人才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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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办单位：工信部人才培训中心、沈阳沈鼓道场、沈阳富创道场、西电道场、长春道场、卡内基
训练天津公司、盛世中轩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10

开题嘉宾

工信部人才培训中心领导

09:10-09:40

基于精益的数字化人才如何培养

王 月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09:40-10:00

文化与领导力驱动企业精益化升级与人 孙卫军 美国戴尔•卡内基训练天津公司董
才育成

事长、滨海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10:00-10:20

支撑战略的组织解析与人才画像

罗 直 盛世中轩首席顾问

10:20-10:30

茶歇
王 月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10:30-10:50

对话：制造业企业管理升级的“道-人阵”致胜之路

孙卫军 卡内基训练天津公司董事长
罗 直 盛世中轩首席顾问
孙兴文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黎训元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中

10:50-11:20

精益制造之人才培养体系

11:20-11:40

弘扬工匠精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1:40-12:00

爱波瑞管理学院人才培养生态联盟发布

华区业务变革总监
张丽萍

和君咨询人才培养和企业大学首

席顾问、北大 MBA 校外导师
韩文成 AMI 爱波瑞管理学院总经理

专场 4：数字化工厂规划与实践专场
1、专场亮点：
•

智能制造大背景下，自动化产线设备需要如何提升？

•

企业购买的软件应用效果为何不好？

•

企业采集的数据如何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柔性生产？

•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何步履维艰？

•

精益管理和智能制造的逻辑关系？

2、协办单位：北京元工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10

开场致辞

刘启阁 天津市工信局副局长

09:10-09:35

精益数字化转型方法论

赵希军 爱波瑞集团高级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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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5-10:00

中国中车数字化推进路径分享

王勇智 中国中车总信息师

10:00-10:25

工厂的数字化转型

刘

10:25-10:35

茶歇

10:35-11:00

精益生产制造的数字化创新

11:00-11:20

徐工科技精益数字化工厂案例分享

11:20-11:40

博世工业 4.0 解决方案

晟 华为云 BU 解决方案总经理

丁德宇 北京元工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CTO
韩

超 广东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贾睿萌 博世互联工业事业部中国区总
经理

圆桌对话：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讨
对话嘉宾：
11:40-12:15

王勇智 中国中车总信息师
潘爱民 杭州指令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丁德宇 北京元工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崔 强 爱波瑞集团高级咨询顾问
韩 超 广东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专场 5： 食品产业智能制造专场
1、专场亮点：
中国食品工业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迅速发展到高效的自动化生产方式，高效的管理、安
全的生产、稳定的质量、让企业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甘之若饴，但同时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产品
的升级迭代周期变短，市场竞争的激烈也都在推动食品行业相关领域的发展。
现阶段加工技术的创新、大数据的应用，互联网+、云计算、5G、区块链等等手段都给智能制造的
兴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将消费大数据与制造大数据紧密结合，打通从需求到体验的整个创新环
节。也让制造业从单纯的价格竞争逐渐转向到针对需求的产品创新、品质安全、产业链管理的综合
竞争，以食品安全为基本要求，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让大企业也能跳出华丽舞蹈。
2、协办单位：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国家食品安全创新中心，中关村智造大街、智能制造城市联盟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

09:00-09:05

主持人：孙瑞勇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建人事部副主任

09:05-09:30

“互联网+”提升食品安全管理

张来武 国家食品安全创新中心联席主席、
科技部原副部长

09:30-09:55

食品饮料智能制造实践

宗馥莉 宏胜饮料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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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10:00

议题嘉宾

谢林柏 江南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院长

10:00-10:30

智能化+食品安全

马东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食品安全高级顾问

10:30-10:35

蒙牛集团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

卫军峰 蒙牛集团运营支持中心技术总监

的建设之路
10:35-10:40

议题嘉宾

雀巢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10:40-11:10

企业研究院的价值链

王满意 中粮营养研究院院长助理

11:05-11:10

议题嘉宾

徐学兵 丰益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11:10-12:00

对话：
主题：如何借势工业互联网实现食品产业的工业互联网转型
1、食品行业百亿级智能化项目政策解读
2、智能制造在食品饮料企业运营上的优势
3、互联网时代产品创新模式经验交流
主持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领导

12:00-12:15

食品工业智能制造趋势与机遇
总点评：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领导

【10 月 16 日下午场】
主论坛——创新融合，高质发展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主持人：天津广播电视台 鲍天宇、孙延夫
13:30-13:45

开幕致辞

13:45-14:00

论坛主旨解读与导引

14:00-14:30
14:30-15:00

张玉卓 天津市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王洪艳 爱波瑞集团董事长、中国制造业国际
论坛发起人

坚持高质高效，打造中国制造国际竞争

李培根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力

士、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带动中国一重全面振

刘明忠 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兴和高质量发展
牛山雄造 历任丰田汽车集团常务董事，北美

15:00-15:30

精益管理是智能制造的基础

丰田高级副总裁，丰田集团中国事业本部副
本部长，现任日本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15:30-16:00

高质发展如何有效支撑智能制造的落地

16:00-16:05

议题互动： 于中赤 东北工业集团董事长

16:05-16:20

茶歇

王 萍 爱波瑞集团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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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日本制造业转型创新分享

徐静波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

16:40-16:45

议题互动： Clare Pearson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
高端对话：
主题：大国重器&独角兽
主持人：刘

16:45-17:15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
董春波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

刚 腾讯云智能制造业务中心首席架构师

王

刚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CK Vishwakama 新加坡物联网联盟创始人
17:15-17:30

中国机械工业 500 强发布

17:30-18:00

5G 如何重塑工业制造

Philippe Gerwill 数字化转型倡导者及导师

对标德国《国家工业战略 2030》，中

屈贤明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现任中

国制造如何突围？

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18:20-18:25

中国精益智造大奖颁奖典礼

获奖企业及个人

18:25-18:30

制造颂歌-《啊，中国制造！》

18:00-18:20

指挥：王德强 爱波瑞集团总裁
爱波瑞员工及制造企业

【10 月 17 日全天场】
专场 1：精益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专场
1、专场亮点：
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内外连接、柔性迅捷？本专场将通过理论剖析、案例讲解，为您提供有益
的借鉴和思路开拓。
2、 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09:00-09:25

开题演讲

霍宝锋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主任

09:25-10:25

精益供应链战略规划

王

10:25-10:35

茶歇

10:35-11:05

降本增效之技法——VE

11:05-11:30

供应链体系打造柔性现代制造现场

11:30-12:00

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王运新 原约翰迪尔天拖副总经理、约翰迪尔
中国区供应管理高级经理
丰田供应链高管

如何做好基于战略落地的采购和供 王晓文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
应商管理

部区域物料采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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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基于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服务方案

王 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圆桌对话 1：战略供应商管理如何推进有效？
主持人：王

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对话嘉宾：
霍宝锋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主任
殷
14:00-16:00

鹏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戴永春 原玛氏大学精益学院总监及供应学院亚洲总监
圆桌对话 2：在销售为王的时代，如何才能做好高效的产销协同？
主持人：王运新 原约翰迪尔天拖副总经理、约翰迪尔中国区供应管理高级经理
对话嘉宾：
王晓文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部区域物料采购经理
王

萍 爱波瑞集团高级合伙人

涂松柏 原 IBM 战略总监

【10 月 17 日全天场】
专场 2：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专场（仅限受邀嘉宾）
1、专场亮点：
面对全球经济环境新挑战、工业发展新变革时代，区域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决定着区域经济增
长与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拓展国际视野、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动力、打造区域产业集群，
培育隐形冠军，需要聚合政府、资本、技术、专业服务平台的能力体系化赋能金种子企业。多方
结成战略同盟秉承“适应新需求、转变新观念、运用新方法、促进新振兴”共建服务体系，寻找
区域金种子、培育未来行业隐形冠军。
2、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08:30-08:35

开题

工信部信软司领导

寻找区域金种子培育未来隐形冠
08:35-08:50

军——中小制造企业集群推动发
展壁垒，精益数字化夯实发展基

董

峰 沈阳市于洪区党委书记

础
08:50-09:10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菲尼克斯的灵
魂

顾建党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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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30
09:3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0:50

“聚焦、专注、简单、感恩”从草
根企业到隐形冠军之路

阮积祥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日本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思考和分

木村尚敬 IGPI 上海董事长兼总经理、《可视

享

化 4.0》作者

如何有效拓展民营企业融资途径

资本融资（待定）

精益全价值链

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邱

杰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

茶歇
头脑风暴分组圆桌会：
议题 1：隐型冠军、单打冠军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10:50-11:30

议题 2：如何对标学习国外隐型冠军企业发展路径
议题 3：如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如何避免政策偏差、政策落实不到位
议题 4：如何用管理提升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助力高质量发展

11:30-12:00

分组发表——思维导图形式

12:00-12:10

总点评

【10 月 17 日全天场】
专场 3：汽车行业智能制造转型专场
1、专场亮点：
中国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销量在延续 20 多年的增长后，2018 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

汽车产业智能制造转型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并共同探索行业转型升级的最优路径

•

从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生命周期角度分享汽车企业智能制造的转型经验

•

2019 年汽车产销量进一步下滑，传统汽车工业该如何走出困境？

•

面对行业新形势，汽车行业该如何转型？

•

如何在新能源和车联网等数字互联经济的变革中持续绿色发展？

2、协办单位：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标准院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专场主持人：王晓明 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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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林 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

09:00-09:10

开题嘉宾

09:10-09:40

金龙客车智能化工厂实践与展望

刘树文 厦门金龙龙海公司副总经理

09:40-10:10

长安汽车智能制造实践分享

戴 翔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10-10:40

汽车部件行业信息化推进分享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智能汽车时代的精益创新

11:10-11:40

汽车行业智能制造推进路径

11:40-11:55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肖云鹏 林德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汪玉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副
主任委员、原一汽轿车党委书记
许立红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爱波瑞智能研
究院院长

指数发布《汽车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白皮书》

中国电子标准院

11:55-12:15

倡议成立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汽车分盟

12:10-13:30

午餐
圆桌对话： 汽车行业智能制造转型的现状与趋势
主持人：王晓明 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13:30-14:00

对话嘉宾：
许立红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爱波瑞智能研究院院长
汪玉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原一汽轿车党委书记
马

健 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14:00-14:30

汽车零配件行业如何数字化转型

14:30-15:00

汽车制造精益生产物流新技术应用

15:00-15:30

亿咖通科技智能供应链方案

15:30-16:00

总点评：汽车行业变革的内在逻辑

张新发 北京博格华纳汽车传动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钟 华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物流
总监
张锦华 亿咖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晓明 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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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全天场】
专场 4：大道至简 止于至善——“流动”创造价值案例专场
1、专场亮点：
•

如何通过有“节拍”的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推进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

•

如何从生产现场管理的转变扩展到职能管理积极支撑？

•

选择总装、机加工等行业线和生产流程进行案例现场演讲。

2、协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天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09:00-09:30

开题嘉宾

拟邀嘉宾
中石油济柴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兵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09:30-12:00

煤科科工集团唐山院有限公司

案例分享+点评

强信机械科技（莱州）有限公司
西门子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开题嘉宾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友发钢管

13:35-15:30

案例分享+点评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林德英利（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麦格纳

15:30-16:00

总点评与颁奖

【10 月 17 日上午场】
专场 5：精益数字化研发驱动企业智能发展专场
1、专场亮点：

精益研发管理提升如何同信息化工具共同赋能企业智能制造，我们应如何系统推动精益数
字化研发的发展，专家届时详细为您解读。
2、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09:00-09:05

开题致辞

拟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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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09:35

智能制造—研发先行

张

冰 GE 电气研发总监

09:35-09:55

研发管理数字化升级

Victor OANCEA 达索系统 SIMULIA CTO

09:55-10:20

精益数字化研发的系统实施路径

李玉璇 爱波瑞高级咨询顾问、行业合伙人

10:20-10:30

茶歇
圆桌对话：智能时代的精益数字化研发如何突破
对话嘉宾：
张

10:30-11:00

冰 GE 电气研发总监

Victor OANCEA 达索系统 SIMULIA CTO
李玉璇 爱波瑞科技高级咨询顾问、行业合伙人
熊锋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
施青松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副巡视员

11:00-11:30

杰克缝纫机的精益数字化研发之路

熊锋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

11:30-12:00

大国重器的研发突破之道

施青松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副巡视员

【10 月 17 日上午场】
专场 6：滨海智声专场——精益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新发展
1、 专场举办主旨：
制造业是推动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滨海云集了国内外世界一流企业，高端装备制
造业实力雄厚，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日趋活跃，经济增长强劲；打造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基地，
培育滨海制造业土壤，打造行业领先的智能制造产业。滨海制造正向高效益、高质量全面转型升
级，天津滨海正在加快实现颠覆式、爆发式增长，不断努力开创滨海新区开放新局面。第十六届
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滨海智声专场的举办今年是第四届，滨海智声专场举办旨在，向世界展
现天津滨海新区制造业发展活力，传递滨海声音；与国内外先进制造业对标学习、对接商机，推
动和引领区内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2、 主办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承办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
协办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联、天津市滨海新区民营企业科协、天津市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大学滨
海工业研究院、南开大学高端继续教育（EDP）中心、天津市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天津市滨海新区
豫商商会、天津市山西商会、天津市电子工业协会、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议程安排：
2019 年 10 月 15-17 日 中国 天津 于家堡洲际酒店
16 / 18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主持人： 何勇军 博士
09:00-09:10

致辞嘉宾

夏青林 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

09:10-09:35

精益数字化如何助力中小企业升级

许立红 爱波瑞集团副总裁、爱波瑞智能研究院院长

精益数字化给重钢带来的变革

张杰 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

滨海企业家宣言

李坤等滨海企业家代表

09:35-10:00
10:00-10:10
10:10-10:35

精益数字化实践
——赋能中小企业升级

10:35-10:45

茶歇

10:45-11:10

津荣天宇-精益数字化转型之路

江浩然 恒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兴文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圆桌对话：精益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对话嘉宾：
王德强 爱波瑞集团总裁
11:10-11:55

王

刚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洪庆 天津市海燕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兴文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浩然 恒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1:55-12:10

总点评：张桂华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信局局长

【10 月 17 日下午场】
闭幕式：建国 70 年，奋斗新时代——爱波瑞赋能制造 20 年
时间

主题

16:00-16:05

建国 70 年，奋斗新时代——爱波瑞赋能制造 20 年

16:10-16:20

合作发布

16:20-16:30

论坛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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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务安排：
一、报名流程
1.

将费用汇款至:
收款单位：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账

2.

号：8111401012400005889

报名表及汇款的底联请传真至 022-88267139 或电子邮件至您的联系人。

二、收费标准:
参会分类

参会费用

参加场次

普通参会

5900 元/人

非特邀的活动

菁英参会

9800 元/人

高端培训和同期非特邀的活动

VIP 参会费

19800 元/人

高端培训、闭门会议等同期所有活动

以上参会费中均包括会议费、资料费、茶歇费及午餐费
三、 联系人: 王君佶
电话：022-88268288

手机：13924282878

传真：022-88267139

邮箱：wangjunji@abrain.com.cn

四、 报名回执：
参会人信息
参会人

职务

移动电话

Email

欲参加分论坛

联络人信息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发票信息
公司名称 :

总金额 :

开户行:
账号:
税号:
寄送地址 :

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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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票

普通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