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4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暨首届中国（广州）工业机器人峰会 

组织方案 

一. 大会概述 

“2014年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暨首届中国（广州）工业机

器人峰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

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和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共同

主办，以全国范围内工业机器人科技研发和需求交流为核心内容的盛

会，是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促进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的重

要平台。 

本届大会拟定于 2014年 12月 18日-19日在广州市举办，将邀

请官、产、学、研、用各方共同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当前国内外

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帮助企业创新发展思路，抓住发展机

遇。大会嘉宾以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及应用企业领导为重点，还邀

请包括汽车、机械、注塑机、电子电气、家电、家具建材等工业机器

人应用领域的代表企业，以及各地装备工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和工业机

器人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近 400人共襄盛举。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

究院） 

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赛迪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 

《中国工业评论》杂志社 

三. 大会主题 

机器·人·中国智造 

人工智能引领工业革命，深度融合开启中国智造 

四. 主要内容 

 主题演讲：内容涵盖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产业环境、

发展趋势、用户需求、技术前沿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 

 高端对话：把脉工业机器人产业环境和政策走向，探索发展瓶颈

与解决之道。 

 国际合作：邀请中、德、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机器人领域

代表就产业国际合作进行探讨。 

 产需对接：搭建交流和合作平台，促进产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以及产业与金融领域之间的合作。 

五. 大会嘉宾（拟） 

 苏 波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王瑞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张相木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王卫明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 

 杨拴昌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王天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鹤皋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教

授、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

和应用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技术专家 

 宋天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宋晓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

理事长兼秘书长 

 何敏佳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

事长 

 黄  兴 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雪梅 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家 

六. 参会人员 

大会拟定向邀请到会嘉宾共计 350人，组成结构如下： 

 政府领导（10人） 

工信部、工信部装备工业司有关领导 

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 

广州市委市府有关领导 

 国内外资深专家（10人） 

著名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技术专家、产业经济专家、相关知名

科研院所专家学者； 

 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领导 （30人） 



广东省有关部门领导；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广州市经信委、科

信局、规划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开发区以及财政局、

人社局、国资局、知识产权局、安监局等涉及工业智能制造的政

府部门有关领导； 

 汽车行业、机械加工行业、电气行业、电子器件行业、家电行业

等工业机器人应用商领导及生产技术部门负责人（广汽集团等知

名企业代表）（150人）；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企业成员、国内外知名工业机器人供应商、

工业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工业机器人平台与软件技术供应商领

导及技术主管。（150人） 

七. 大会议程（拟） 

12月 18日上午 8:30-12:00 主题大会：人工智能驱动未来制造 主会场 

12月 18日下午 

13:30-15:50 主题论坛：工业机器人国际合作对接峰会 主会场 

15:50-17:30 
高峰对话：再造生产力 

智能制造装备应用示范项目发布 
主会场 

12月 19日上午 8:30-12:00 主题论坛：工业机器人产业合作对接峰会 主会场 

12月 19日下午 14:00-17:00 参观学习：园区、典型企业、示范工厂  

主题大会 

8:00-8:30 签到 

8:30-8:40 嘉宾合影 

8:50 大会开幕主持人：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宋晓刚 

8:50-9:20 

主办方致欢迎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领导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领导 

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领

导 

领导讲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广东省经信委领导 

广州市市委市府领导 



广州市经信委（经贸委）领导 

9:20-11:40 

主题：人工智能驱动未来制造 

主讲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张相木 

 广州市副市长周亚伟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张彦

敏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兴 

A 工业机器人带来的智能制造变革 

工业机器人的大范围推广，对于传统制

造业带来的巨大革命性影响。 

B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自主之路 

对于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探索与

研究。 

C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之路 

探讨我国工业机器人在目前的发展环境

下，如何开拓发展 

D 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空间探索 

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频现，工业机

器人如何解决这些行业难题。 

E 打造广州工业机器人高端产业集群 

广州着力打造高端工业机器人规划与构

想，发布广州机器人产业政策。 

11:40-13:00 午餐 

主题论坛：工业机器人国际合作对接峰会 

12:30-13:00 签到 

13:30-15:50 

主题：国际产业合作 

一. 机器人产业国际合作路径探讨 

二. 德国工业 4.0与制造强国之路 

三. 日本机器人关键技术体系 

四. 韩国机器人应用经验 

五. 外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经验分享 

 韩国产业研究院工业机器人专家 

 德国企业代表 

 日本企业代表 

高峰对话：再造生产力 

15:50-17:10 

对话主旨： 

一：把脉工业机器人产业环境与政策 

二：探讨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瓶颈与

解决之道 

三：开拓广州机器人应用市场 

四：中国服务机器人发展现状 

拟邀嘉宾：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领导 

 广州市经贸委领导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领导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领导 

 机器人企业代表 

 广汽集团高层 

17:10-17:30 成果发布：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智能制造装备应用示范项目》 

主题论坛：工业机器人产业合作对接峰会 

8:30-9:00 签到 



9:00-12:00 

产需合作对接会 

 汽车及零配件分会场 

 注塑机分会场 

主持：广州市经贸委有关领导 

参会嘉宾： 

广汽等用户企业代表； 

制造企业代表+工业机器人整机厂商、集

成商代表。 

14:00-17:00 参观学习：园区、典型企业、示范工厂 

八. 媒体传播： 

 核心媒体： 

主流媒体：央视财经、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日报、

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 

专业媒体：工业经济论坛、机器人技术与应用、工业机器人、中国

机电工业 

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经济日报 

网络媒体：腾讯科技、新浪科技、网易科技、搜狐科技、赛迪网、

机经网、天极网、千龙网 

国际媒体：路透社、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商业周刊 

 媒体推广： 

1. 主流媒体深度报道。 

2. 央视财经制作专题报道。 

3. 《中国工业评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制作专题报道。 

4. 专业媒体及门户网站配合制作活动专题，并全程配合宣传，包

括活动前期预热，会中主题宣传，会后新闻跟踪等。 

5. 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新闻稿媒体宣传、报道，超过 50家国内主流

网络媒体转载配合。 

6. 新媒体传播，超过 30家热点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转载配合。 



2014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暨首届中国（广州）工业机器人峰会 
代表报名表 

时间：2014年 12月 18-19日  地点：广州保利假日酒店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E-mail  

电    话  传  真  

参会人员 

姓名 部门 职务 手机 邮箱 

     

     

     

     

订房要求 □标准间___间  □大床间___间  到会时间：12月___日 

1、会议不收取会议费及餐费，各参会人员住宿及差旅费用自理。（会务组协助预留房间） 

2、参会代表请务必于 12月 5日前将参会人员报名表反馈到会务组。 

3、住宿标准及价格：标准间/大床间 430元/天（含早），如需订房请尽早回复。 

大会会务组： 

1、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处： 

电话：010-68594830、68595072       传真：010-68594830 

联系人：邵斌（18600013921）牟金平（13581902284）刘勰（18600440165） 

电子邮箱: cria@mei.net.cn 

2、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 

电话：020-82496514     传真：020-82496513 

联系人：梁伟杰（13710918828） 

电子邮箱：jqrlm_2013@126.com 

3、《中国工业评论》杂志社 

电话：010-88559441 

传真： 010-88559493 

电子邮箱：zhaoxy@chinaeinet.com 

联系人：赵心莹（18612419503） 

4、广州保利假日酒店（020-22009999）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揽月路 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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