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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会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与国家 CIMS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将

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主办“AI 赋能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暨西姆论坛”，此次会

议是“第二届中国高科技产业化高峰会议”的重要论坛之一。

2018 年第一届中国高科技产业化高峰会议

2018 人工智能产业化高峰论坛



大会会期 2 天，11 月 24 日会议报到，11 月 25-26 日会议。

11 月 25 日上午 主论坛+科技成果发布

大会主席及领导致辞

院士、专家主题发言： 干勇、刘韵洁、包为民、杨柏龄、郝吉明

主题方向：

1、高端装备制造

2、新一代信息技术

3、商业航天

4、节能环保

5、高科技与产业化

科技成果发布

11 月 25 日下午 专题平行分论坛

主题 1：科学家与企业家对话

主题 2：高科技产业化交流

11 月 26 日全天 分论坛+开发区参观

主题版块 分论坛（暂定）

人工智能 AI 赋能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暨西姆论坛

信息化
5G 时代的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应用论坛

区块链+追溯与品牌应用论坛暨 QBS 追溯与品牌数据存证中心成立仪式

高端制造 南海海洋牧场装备配套产品技术推介交流会

节能环保 “无废城市”建设发展论坛

现代农业
航天育种 2019 论坛

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分论坛

科技金融 高科技创新成果孵化·融资·融智赋能论坛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我国高科技产业化事业发展成就，推进“政、产、学、

研、用、资”六位一体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体系，加快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本次高

峰会议邀请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政府部门领导和“两院”院士等围绕会议主

题和前沿热点遴选和推荐高科技产业化创新成果。

推荐成果要求：

1.创新性 ：参选科技成果应在国内外同类科技成果中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创新

性,能采用高技术推动相关行业或产业的快速发展；

2.产业化：参选科技成果应已产业化或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前景和推广价值；

3.原创性：参选科技成果必须是原创技术,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徐冠华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刘纪原

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际宇航科学院（IAA）副主席、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

国家航天局局长

干勇

钢铁研究总院院长，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

刘韵洁

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与信息系统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北京邮电大学信

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包为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

杨柏龄

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郝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贯彻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秉承服

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跨越式发展，服务联盟成员创新创业的宗旨，与国家 CIMS 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合作主办“AI 赋能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暨西姆论坛”。邀请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主要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共聚一堂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论坛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研讨主题：（拟）

1. 国家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政策解读

2. 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产业格局

3.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

4. 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细分行业精准发展



AI 赋能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暨西姆论坛

议 程

领导致辞
冯记春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原科技部高新司司长

主持人

胡萍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

专题报告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工业互联与制造网络空间》

赵 骥

清华大学国家 CIMS 中心

工程部主任

《三轮智能制造基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宁振波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信息技术

中心首席顾问

《工业互联网的探索与实践》
柴旭东

航天云网总经理

《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与应用进展》
孙富春

清华大学教授

《机器人在企业中的应用》
方勇纯

南开大学教授

待定
陈 曦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简称“中高会”）由王大珩、王淦昌、马宾等著名科学

家和经济学家发起，于 1993 年 10 月成立，是民政部正式注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管的一级行业协会。

 组织机构

由科学界、企业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著名专家、教授、知名

人士、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科技与管理工作者组成的跨部门、跨行业、

跨学科、跨地区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在民政部依法登记注册的科技型法人社团，是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相继挂靠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和影响的社团。

 主要职责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的中心任务是促进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着重发挥四个方面

的作用：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上发挥政策咨询作用；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中介

作用；在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促进作用；在围绕促进高科技产业化方面发挥人才培养作用。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是中高会的分支机构。联盟由创新型上市公司、集团公司和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等 50 余家单位共同发起，是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的非盈利

性“产学研用资”合作机构，目前共有 100 余家成员单位。联盟已成立“人工智能+生

态”、“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投资”和“人工智能+食品安全健康”

四个专业委员会。联盟旨在促进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融合，通过人工智能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整体化发展，实现产业链覆盖，全面提升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招商范围

· 参与主论坛流程各环节服务，为主论坛提供支撑

· 会议主题演讲

· VIP Room 领导交流

· 与大会主席等领导合影

· 重大科技成果大会推荐现场发布/项目汇编

· 分论坛科技成果推荐项目发布

· 会议暖场视频

· 平行论坛演讲时段

· 与院士领导交流合影

· 分论坛暖场视频播放

· 分论坛演讲时段

· 与领导、院士对话、合影

· 会议抽奖

· 贵宾午宴晚宴冠名：“赋能中国——xx 之夜”

· 茶歇冠名

· 主论坛/分论坛会场用水冠名

· 资料袋+LOGO

· 名牌挂带+LOGO

· VIP 礼品

· 会议纪念品

主论坛

平行论坛

分论坛

茶歇及餐饮

物料



招商项目

一、钻石赞助商 费用：30 万

1、主论坛及大会科研项目推荐

2、大会主席徐冠华部长接见、短暂座谈和拍照

3、分论坛演讲时段（30 分钟）

4、赞助企业的 LOGO 将在大会主会场背板、主题网站等宣传资料中突出体现

5、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采访企业高层，联盟合作媒体发布

6、手提袋印刷该赞助企业 LOGO 及广告

7、分论坛领导、专家对话、交流、合影

8、提供所有参会代表详细通讯录

9、会议期间免费 2 人全程参会

二、铂金赞助商 费用：25 万

1、平行论坛主题演讲（30 分钟）

2、院士对话、合影

3、赞助企业的 LOGO 将在大会主会场背板、主题网站等宣传资料中突出体现

4、会议期间采访企业高层，合作媒体发布

5、手提袋印刷该赞助企业 LOGO 及广告

6、分论坛领导、专家对话、交流、合影

7、提供所有参会代表详细通讯录

8、会议期间免费 2 人全程参会



三、黄金赞助商 费用：10 万

1、分论坛暖场视频及主题演讲（30 分钟）

2、院士对话、合影

3、赞助企业的 LOGO 将在分论坛会场背板、联盟网站及相关传播平台突出体现

4、联盟媒体发布赞助企业演讲人照片和资料

5、分论坛领导、专家对话、交流、合影

6、提供所有参会代表详细通讯录

7、会议期间免费 2 人全程参会

四、午宴 or 晚宴 赞助 费用：5 万

1、两名销售人员全程参与大会，与所有到会代表交流沟通业务

2、赞助企业的 LOGO 将在分论坛主题版、联盟主题网站突出体现

3、提供所有参会代表详细通讯录

五、茶歇赞助 费用：2 万

1、茶歇区域赞助企业 LOGO 展示

2、两名销售人员全程参与大会，与所有到会代表交流沟通业务

3、提供所有参会高校代表详细通讯录



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

凤凰卫视







姓 名 联系电话

单位及职务

E-mail

选择参加会议活动在□中打√，参会回执请传真或发至邮箱

▲11 月 25 日上午主论坛 □
▲11 月 25 日下午对话会议（二选一）：

1、科学家与企业家对话会议 □
2、高科技产业化交流座谈会 □
▲参观开发区展馆、有关企业

11 月 25 日下午□
11 月 26 日下午□
联系人： 刘连生，王颖慧，电话：010-68370413，68370884（兼传真）；

E-mail：zghzc_reg@163.com；

▲11 月 26 日分论坛：

1、AI 赋能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暨西姆论坛 □*

联系人：陈琬欣，电话：15711158062，E-mail：chenwx@ai-union.org

蒲 巍，电话：13522474012，E-mail：puwei@tsinghuacims.org.cn

2、5G 时代的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应用论坛 □
联系人：果园园，电话：010- 88210277，

E-mail：kuang@ctm.com.cn

3、区块链+追溯与品牌应用论坛暨 QBS 追溯与品牌数据存证中心成立仪式 □
联系人：朱鹏，电话：17310504231，

E-mail：ciaba2017@163.com

4、南海海洋牧场装备配套产品技术推介会 □ *

mailto:chenwx@ai-union.org


联系人：蔡旭伟，电话：010-84904812、13717782255

E-mail：jmrh_vip@126.com

5、“无废城市”建设发展论坛 □*

联系人：罗发青，电话：13521552502

E-mail: luoyi2468@126.com

6、航天育种 2019 论坛 □*

联系人：刘红磊 13910044202，吴冰 15210103640

E-mail：htyzlm@163.com

7、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分论坛 □*

联系人：闫远风，13522144599，jin.yan@cau.edu.cn

沈育梅，13911330718，helensym@126.com

8、高科技创新成果孵化·融资·融智赋能论坛□
联系人：刘恺瑶，电话：15521140988

E-mail ：kaiyao.liu@zcfuhua.com

备注

参会说明：

1、本届大会免收会议注册费，参会代表交通食宿自理。

2、回执表中标“*”的分论坛为收费会议，参会报名请联络分论坛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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