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文件
鲁制协【2019】24 号 签发人：高玲

关于召开“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训交流会暨山东省

装备制造业协会 2019 年度大会”的通知

各地市协会、会员企业、专业分会及全省装备制造业有关企业：

为加强我省装备制造业对外合作交流，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

引进，加快我省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业

培训交流会暨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 2019 年度大会”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14 日在烟台召开，具体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数字山东 智造未来

二、会议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14 日（12 日报到，13 日会议，14 日企业

参观）

注：参加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理事会人员请于 12 号上午报到；

12 日晚上 17:00-20:00，举办 2019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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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奖颁奖晚会，请参会企业家、会员单位、获奖单位准

时参加。

三、会议地点

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1号）。

四、组织形式

（一）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 2019 年度大会

指导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

承办单位：烟台市装备制造业协会

（二）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训交流会

主办单位：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五、主要参会的领导、学者、嘉宾

1、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

2、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中心有关领导；

3、山东省工信厅领导；

4、山东省十六地市工信局领导；

5、国内装备制造业专家；

6、清华大学国家 CIMS 中心负责人；

7、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国内其他省市装备行业协会会长、秘书长；

9、国内外装备制造领域专家、教授及高等院校学者等；

六、会议规模（400 人左右）

（一）山东省工信厅领导、各地市工信局分管同志及科室负责

人 40 人；

（二）专家、学者、友好单位、媒体等约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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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液压分会、锻压分会及会员企

业，淄博、济宁、泰安、威海、烟台等市装备制造业协会及会员

企业等约 260 人；

（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协会（商会）

代表 30 人；

（五）有关金融机构、基金公司等金融单位 20 人左右；

（六）山东省机械职业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领导和部分高职院

校领导 20 人。

七、会议主要日程

（一）2019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理事会（参会人员：会长、副

会长、监事长、理事）

时间：12 月 12 日 14:00-16:00；

地点：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2 楼会议室 3+4。

1、讨论调整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副会长调整议案；

2、讨论关于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副会长、监事长的考核

办法；

3、讨论制定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轮值会长制度；

4、讨论确定秘书处对各会长（监事长）单位的高端服务内

容；

5、讨论会费调整方案。

（二）2019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科技创新奖颁奖晚会

时间：12 月 12 日 17:00-20:00；

地点：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3 楼海天宫厅。

1、大会表彰：

1）颁发山东省装备制造行业协会 2019 年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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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颁发山东省装备制造行业协会 2019 年度创新产品奖

2、优秀项目、产品、企业推介：

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进行推介发布

（三）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 2019 年度大会

 上午日程安排：

时间：12 月 13 日 9:00-11:30；

地点：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3 楼海天宫厅。

1、领导讲话致辞：

1）中机联领导讲话；

2）省工信厅领导讲话；

2、省装备制造业协会会长向会员大会做年度工作报告

3、签约仪式：

1）山东省装备协会与兄弟省（市）行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2）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与鄂尔多斯市方面签订会地共建

战略合作协会；

4、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方面矿用机电设备需求宣介；

5、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分会授牌；

6、山东省矿用机电设备产业基地授牌；

7、山东与巴基斯坦装备制造业经贸合作视频会议；

8、项目推介及转型升级经验分享；

9、上午会议结束，与会代表合影。

 下午日程安排：

时间：12 月 13 日 13:30-17:30；

地点：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3 楼海天宫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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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工信厅领导讲话；

2、烟台市有关领导讲话；

3、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报告；

4、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中心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张熠

天：《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

5、清华大学国家 CIMS 中心工程部主任赵骥：《工业互联

网与制造网络空间》；

6、华为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总监马磊：《构建在华为云端

的企业应用场景》；

7、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装备制造工业设计专家谢春雷做

《设计·动能Ⅰ工业设计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报告；

8、国寿基金公司报告。

（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交流对接活动

1、时间：12 月 13 日 17:00-19:00；

2、地点：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3 楼会议室 6。

（五）参观学习交流

1、时间：12 月 14 日 8:00-12:30；

2、地点：参观烟台市大型装备制造企业。

八、参会费用：

免收参会费用，住宿费用自理，会议统一安排住宿。

九、报名办法：

1、请填写《参会回执表》，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前将电子版

发送至协会邮箱。邮箱号：sdszbzz@163.com。参会回执表也可到

协会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sdszbzz.com

2、本次大会正处于全省行业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关键

http://www.sdszbz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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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省工信厅领导高度重视，会议内容丰富、十分重要，请各

市协会、滨州装备制造业协会筹委会、各直属分会、细分专业行

业协会认真负责组织报名参会，以市（县、分会）协会为单位组

团参会，未建立市协会的地市企业直接向省协会报名参会，副会

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可直接在省协会报名参会。

3、报到时间及地点。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理事单位请于 2019 年 12月 12日上午

报到，其他参会人员 12 月 12 日全天报到。报到地点：烟台金海

岸希尔顿酒店一楼大厅。

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齐永芳：0531-58521597 13853716243

孙俊豪：17305337345

于 洋：18306452496（烟台市装备制造业协会联系人）

李芳琳 15688638190（烟台金海岸希尔顿大酒店联系人）

乘车路线说明：烟台站（离酒店最近，约 20 公里）；烟台蓬

莱国际机场（距离酒店约 26 公里）；烟台南站（距离酒店约 38

公里）。

注：企业希望借年度大会进行项目推介的请尽快联系秘书处。

附件一：参会回执表；

附件二：山东省装备制造行业企业需求调查表。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

2019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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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 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房间

预定

预定房间：单间 间

预定房间：标间 间

是否参加内

蒙古鄂尔多

斯市交流对

接活动

开拓矿用机电设备市场对接交流：是□ 否□

是否参加烟

台市企业观

摩会

14号上午参观烟台市装备制造业大型企业：是□ 否□

注:回执表电子版请于 12月 5日前发至协会邮箱:sdszbz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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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山东省装备制造行业企业需求调查表

单位名称 邮箱

地址 公司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产品的核心优势（字数不超过 50字）

企业生产方面需求

（企业可以从加工设备、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线、各类软件、原材料、

等填写）

三、企业对技术、市场、人才需求

技术合

作、项目申

报需求

请企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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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装备协会将根据企业的需求，积极联系对接相关资源、开展相关活

动为企业服务。

国际交流合

作需求

省装备协会拟组织企业参加以下活动，企业可以选择：

1、2020 年巴基斯坦工业展 

2、2020 年肯尼亚工业展 

3、2020 年中国品牌商品（乌兹别克斯坦）展 □

4. 组团参观 2020 汉诺威工业展及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参访

□

5、企业建议开展的国内外交流活动：

。

技术、管理

培训需求

请企业填写：

人才需求
请企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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