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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员服务内容介绍 

1. 成员身份介绍 

按照《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章程》规定，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共包

括四类成员单位。分别为： 

 理事长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理事单位 

 成员单位 

2. 各类成员服务内容介绍 

结合《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宗旨》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章程》，联盟

为各类联盟成员提供以下服务（同类项目服务以最高级别的为准）： 

 成员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

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

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联盟普通成员权利，包括：有权向联盟提交议案，对联盟工作提

出建议，并进行监督；有权申请成为理事会成员；有权参加联盟组织

的交流、培训、展览、国际合作等活动；享有使用联盟公共信息的权

利；享有优先与联盟成员相互协作的权利；有权获得联盟提供的其他

服务；对联盟工作或项目参与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享有自由退出联盟

的权利。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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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成员单位优惠。 

 理事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

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

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理事会成员权利，包括：成员单位的权利；参加理事会会议，并

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申请成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单

位；向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提议召开临时联盟代

表大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对联盟财务收支进行查询；享有自由退出

理事会的权利；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理事单位优惠； 

6、 优先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

1期宣传服务（稿件由各理事单位提供）； 

 副理事长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

内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

类活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理事单位权利及理事成员单位的所有服务项目；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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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副理事长单位优惠； 

6、 优先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

2期宣传服务（稿件由各副理事长单位提供）； 

7、 优先推荐给各国家及行业媒体进行宣传； 

8、 优先安排参与 2017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年历中形象展示； 

9、 优先安排参加联盟组织的出国交流访问、会议交流发言等活动； 

10、 优先提供规划编制、专项申请、标准制定、检测认证等咨询服务； 

11、 根据需要，可代表联盟出席区域性行业活动。 

 理事长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

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

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副理事长单位权利及理事单位、成员单位的所有服务项目；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理事长单位优惠； 

6、 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5期

宣传服务（稿件由理事长单位提供）； 

7、 推荐给各国家及行业媒体进行宣传； 

8、 安排参与 2017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年历中形象展示； 

9、 安排参加联盟组织的出国交流访问、会议交流发言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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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供规划编制、专项申请、标准制定、检测认证等咨询服务； 

11、 根据需要，可代表联盟出席或主持有关国际、国内有关会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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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服务计划 

1. 服务内容 

为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推动行业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2016 年服

务内容如下，会员单位可免费参与或享受优惠价格。 

日期 服务项目 

3 月 东莞国际机器人 3C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4 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成员大会 

4 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标准工作会 

5 月 两岸机器人标准研讨会（台湾） 

6 月 德国 AUTOMATICA 2016 

7 月 CIROS 2016 及同期活动 

7 月 
各成员 2015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 年中国工

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发放 

7 月 两岸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论坛及企业对接会（上海） 

9 月 两岸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活动（台湾） 

12 月 统计工作会议及培训 

12 月 2016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12 月 专家委员会年度工作会 

12 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满意度问卷调查 

12 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2017 年台历发放 

全年 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统计 

全年 标准项目征集 

全年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编辑及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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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东莞国际机器人 3C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 

主要内容 
邀请官、产、学、研、用各方探讨 3C 产业中机器人的集成及应用及产需

对接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3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成员大会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统计信息工作组、标准工作组、展览工作

组、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国家相关机器人产业政策介绍；2015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数据发布； 

联盟 2015 年工作报告及 2016 年工作计划；新成员单位授牌仪式；产业链

交流会；标准工作会等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4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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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标准工作会 

实施部门 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报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标准化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主要工作；结合国

家标准化工作改革思路，听取会员单位对机器人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意见

及建议，并进行研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4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 电    话 010-82285683 

电子邮箱 xiebb@riamb.ac.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两岸机器人标准研讨会（台湾）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组、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关于机器人标准领域合作，交换信息、促进两岸企业间合作交流。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5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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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德国 AUTOMATICA 2016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展览工作组、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赴德国参加德国 AUTOMATICA 2016 展览，并召开相关专题研讨会；与德方

工业 4.0 专家组及各政府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双方机器人领域标准、

检测、展览等方面的合作，并加强企业间的对接与合作。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6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CIROS 2016 及同期活动 

实施部门 展览工作组 

主要内容 

CIROS2016 展品范围涵盖工业机器人本体、零部件和集成应用方案以及服务

机器人技术与产品，以市场参与者与行业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解读中国市场的

现在、未来和发展。同时各种技术论坛活动将会极大推动产业发展，促进机

器人应用。同期举办 CEO 圆桌会议和机器人高峰论坛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7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王荔莎 电    话 010-68594949 

电子邮箱 
ciros-conference@mei.net.

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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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各成员 2015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市场报告》发放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各成员 2015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市场报告》发放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7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两岸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论坛及企业对接会（上海）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机器人与自动化行业的沟通交流。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7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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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两岸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活动（台湾）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合作。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9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统计工作会议及培训（闭门会）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2016 年数据分享、统计工作填报事宜培训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12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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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 

主要内容 

行业领袖峰会；行业前沿信息分享；行业热点问题探讨；机器人本体、零

部件、集成技术专题研讨；企业调研及考察等。进一步开拓机器人应用市

场，推动机器人在国内外各行业的推广应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及相关产、学、研、用企业 

实施时间 2016 年 12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满意度问卷调查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 

主要内容 提升服务质量，更好的开展 2017 年的工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 年 12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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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2017 年台历发放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 

主要内容 选定素材，设计印刷 2017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台历及发放 

参与对象 部分企业 

实施时间 2016 年 12 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标准征集 

实施部门 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按照联盟标准管理办法要求，征集及编制联盟标准 

参与对象 相关企业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 电    话 010-82285683 

电子邮箱 xiebb@riamb.ac.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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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统计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按照联盟统计工作程序，统计行业数据并进行分析。编制 2016 年上半年

报告及 2016 年全年报告。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 

实施部门 秘书处 

主要内容 
编制联盟简讯，发放各成员单位、以及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国标委、

认监委、民政部等相关部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刘勰 电    话 010-68594830 

电子邮箱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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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系方式 

1. 各工作组联系方式 

按照联盟章程，秘书处下设 5个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联系方式如下：  

工作组 组 长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产业推进工作组 雷 蕾 010-68594830 010-68594830 cmifllei@mei.net.cn 

统计工作组 李晓佳 010-68594997 010-68513781 cmiflxj@mei.net.cn 

展览工作组 王荔莎 010-68594949 010-68526621 cmif-wls@mei.net.cn 

标准工作组 
谭湘宁

谢兵兵 

010-68594891

010-82285683 
010-68594891 

cmiftxning@mei.net.cn 

xiebb@riamb.ac.cn 

国际合作工作组 高立红 010-68522390 010-68595226 cmifsyyuan@mei.net.cn 

 

2. 服务专员联系方式 

为不断提升联盟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联盟成员，联盟秘书处安排了“联

盟服务专员”，由专人对接各成员单位，以下是服务专员的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1 刘  勰 010-68594830 18600440165 cria@mei.net.cn 

2 宋鹏杰 010-68595179 18500556190 cria@_SPJ@126.com 

3 牟金平 010-68595223 13581902284 cria_MJP@126.com 

4 朱  宁 010-68595179 13426491330 cria_ZN@126.com 

5 贾文灿 010-68595211 13520139963 cria_JWC@126.com 

6 杨  茜 010-68595211 18511090602 cria_YX@126.com 

 

mailto:cria@_SPJ@126.com
mailto:cria_MJP@126.com
mailto:cria_ZN@126.com
mailto:cria_JWC@126.com
mailto:cria_Y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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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员分类与申请加入 

1. 会员分类 

联盟身份 会费 

理事长单位 5 万元/年 

副理事长单位 3 万元/年 

理事单位 1 万元/年 

成员单位 5000 元/年 

2. 新会员申请流程 

 申请资格 

1. 在我国有关部门注册，具有合法独立法人资格； 

2. 从事或准备从事机器人产业的研发、制造、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

研院所或相关组织机构； 

3. 将要或已经应用自动化产品的用户单位。自愿申请，承认并遵守《中国机器人

产业联盟章程》。 

 申请方式 

1. 登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官网：http://cria.mei.net.cn/sqjr.asp 下载“中国机器人

产业联盟申请加入办法”； 

2. 致电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处进行详细咨询。联盟秘书处电话：

010-68594830/5072 

 提交申请 

1. 将申请表和单位介绍的 word 版、单位 Logo 及“三证”扫描件先发至联盟工作

邮箱：cria@mei.net.cn； 

2. 待秘书处邮件通知材料无误后，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表、单位介绍和三证

复印件邮寄至联盟秘书处。 

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邮编：100823；收件人：刘勰；电话：

010-6859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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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审核 

1. 联盟秘书处收到纸质版申请资料后将在联盟官网对新申请单位进行公示，公示

期 10 天； 

2. 公示内容包括：申请单位 Logo、网站链接、单位介绍。 

3. 公示期满后将发送确认信和缴费通知，新申请单位完成会费缴纳后，将被授予

联盟授牌。 

 缴费方式 

1. 银行汇款： 

账户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 0036 0902 4901 455； 

2. 财务部门确认收到后，服务专员将与申请单位沟通开发票事宜并邮寄发票给申

请单位联系人。    

3. 汇款时请注明“联盟会费”字样。 

 后续工作 

联盟秘书处将安排一名服务专员与新申请单位对接，开展后续联盟相关工作、活动

通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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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新会员申请表 

申请身份 

（须注明） 
□ 成员单位  □ 理事单位 

单位 

名称 

中文： 

英文： 

联系地址  邮编  

单位网址  

单位代表  职务  

座机/手机  传真/Email  

工作联络人  部门及职务  

座机/手机  传真/Email  

单位性质 

□ 本体厂商    □ 系统集成商    □ 零部件厂商 

□ 用户企业    □ 科研院所      □ 地方园区 

□ 金融机构    □ 其他（请注明：                 ） 

产品类别： 

应用行业： 

单位代表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 以上内容须完整填写 

 



            

18 
 

五、编后语 

亲爱的朋友： 

联盟是会员之家，为各位会员服务是联盟一贯的宗旨，尊重和实现会员

主体地位是民主办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发挥联盟优势为会员提供服务是联盟

的重要工作。 

《会员服务手册》是联盟与会员和非会员沟通的方式之一，以方便各成

员单位了解联盟工作动态，并更好的参与到联盟的各项工作中去。特别感谢

各位朋友对联盟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积极参与联盟活动，共同促进

我国机器人产业的繁荣发展。 

本《会员服务手册》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首次推出的一项服务，由于

经验不足，难免疏漏与不足，请您对联盟工作和活动提出意见或建议，使联

盟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各成员单位在服务手册以外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或改

进建议，可随时与联盟秘书处联系。 

  



            

19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处 

联系人：刘勰、牟金平、宋鹏杰 

办公电话：010-68594830、68595072、68595179  

电子邮箱: cria@mei.net.cn  

微信：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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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员服务内容介绍

1. 成员身份介绍

按照《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章程》规定，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共包括四类成员单位。分别为：

· 理事长单位

· 副理事长单位

· 理事单位

· 成员单位

2. 各类成员服务内容介绍

结合《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宗旨》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章程》，联盟为各类联盟成员提供以下服务（同类项目服务以最高级别的为准）：

· 成员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联盟普通成员权利，包括：有权向联盟提交议案，对联盟工作提出建议，并进行监督；有权申请成为理事会成员；有权参加联盟组织的交流、培训、展览、国际合作等活动；享有使用联盟公共信息的权利；享有优先与联盟成员相互协作的权利；有权获得联盟提供的其他服务；对联盟工作或项目参与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享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成员单位优惠。

· 理事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理事会成员权利，包括：成员单位的权利；参加理事会会议，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申请成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单位；向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提议召开临时联盟代表大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对联盟财务收支进行查询；享有自由退出理事会的权利；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理事单位优惠；

6、 优先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1期宣传服务（稿件由各理事单位提供）；

· 副理事长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理事单位权利及理事成员单位的所有服务项目；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副理事长单位优惠；

6、 优先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2期宣传服务（稿件由各副理事长单位提供）；

7、 优先推荐给各国家及行业媒体进行宣传；

8、 优先安排参与2017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年历中形象展示；

9、 优先安排参加联盟组织的出国交流访问、会议交流发言等活动；

10、 优先提供规划编制、专项申请、标准制定、检测认证等咨询服务；

11、 根据需要，可代表联盟出席区域性行业活动。

· 理事长单位服务项目

1、 由联盟颁发“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授牌或证书，任期内可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身份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及其他行业活动；

2、 享有副理事长单位权利及理事单位、成员单位的所有服务项目；

3、 免费获得《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电子版）和其他最新行业信息；

4、 免费获得联盟每年发布的《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

5、 可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会议活动，并享有理事长单位优惠；

6、 享受联盟微信平台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中“会员巡礼”5期宣传服务（稿件由理事长单位提供）；

7、 推荐给各国家及行业媒体进行宣传；

8、 安排参与2017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年历中形象展示；

9、 安排参加联盟组织的出国交流访问、会议交流发言等活动；

10、 提供规划编制、专项申请、标准制定、检测认证等咨询服务；

11、 根据需要，可代表联盟出席或主持有关国际、国内有关会议和活动。




二、2016年服务计划

1. 服务内容

为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推动行业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2016年服务内容如下，会员单位可免费参与或享受优惠价格。

		日期

		服务项目



		3月

		东莞国际机器人3C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4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成员大会



		4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标准工作会



		5月

		两岸机器人标准研讨会（台湾）



		6月

		德国AUTOMATICA 2016



		7月

		CIROS 2016及同期活动



		7月

		各成员2015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发放



		7月

		两岸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论坛及企业对接会（上海）



		9月

		两岸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活动（台湾）



		12月

		统计工作会议及培训



		12月

		2016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12月

		专家委员会年度工作会



		12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满意度问卷调查



		12月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2017年台历发放



		全年

		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统计



		全年

		标准项目征集



		全年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编辑及发放





2. 服务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东莞国际机器人3C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



		主要内容

		邀请官、产、学、研、用各方探讨3C产业中机器人的集成及应用及产需对接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3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成员大会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统计信息工作组、标准工作组、展览工作组、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国家相关机器人产业政策介绍；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数据发布； 联盟2015年工作报告及2016年工作计划；新成员单位授牌仪式；产业链交流会；标准工作会等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4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标准工作会



		实施部门

		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报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标准化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主要工作；结合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思路，听取会员单位对机器人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意见及建议，并进行研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4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

		电    话

		010-82285683



		电子邮箱

		xiebb@riamb.ac.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两岸机器人标准研讨会（台湾）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组、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关于机器人标准领域合作，交换信息、促进两岸企业间合作交流。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5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德国AUTOMATICA 2016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展览工作组、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赴德国参加德国AUTOMATICA 2016展览，并召开相关专题研讨会；与德方工业4.0专家组及各政府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双方机器人领域标准、检测、展览等方面的合作，并加强企业间的对接与合作。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6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CIROS 2016及同期活动



		实施部门

		展览工作组



		主要内容

		CIROS2016展品范围涵盖工业机器人本体、零部件和集成应用方案以及服务机器人技术与产品，以市场参与者与行业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解读中国市场的现在、未来和发展。同时各种技术论坛活动将会极大推动产业发展，促进机器人应用。同期举办CEO圆桌会议和机器人高峰论坛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7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王荔莎

		电    话

		010-68594949



		电子邮箱

		ciros-conference@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各成员2015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发放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各成员2015年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反馈及《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市场报告》发放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7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两岸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论坛及企业对接会（上海）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机器人与自动化行业的沟通交流。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7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两岸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活动（台湾）



		实施部门

		国际合作工作组



		主要内容

		促进两岸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合作。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9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孙媛媛

		电    话

		010-68594970



		电子邮箱

		cmifsyyuan@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统计工作会议及培训（闭门会）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2016年数据分享、统计工作填报事宜培训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12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产业推进工作组



		主要内容

		行业领袖峰会；行业前沿信息分享；行业热点问题探讨；机器人本体、零部件、集成技术专题研讨；企业调研及考察等。进一步开拓机器人应用市场，推动机器人在国内外各行业的推广应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及相关产、学、研、用企业



		实施时间

		2016年12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满意度问卷调查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



		主要内容

		提升服务质量，更好的开展2017年的工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2016年12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2017年台历发放



		实施部门

		联盟秘书处



		主要内容

		选定素材，设计印刷2017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台历及发放



		参与对象

		部分企业



		实施时间

		2016年12月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雷蕾

		电    话

		010-68594830、68595072



		电子邮箱

		cmifllei@mei.net.cn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标准征集



		实施部门

		标准工作组



		主要内容

		按照联盟标准管理办法要求，征集及编制联盟标准



		参与对象

		相关企业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谢兵兵

		电    话

		010-82285683



		电子邮箱

		xiebb@riamb.ac.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市场数据统计



		实施部门

		统计工作组



		主要内容

		按照联盟统计工作程序，统计行业数据并进行分析。编制2016年上半年报告及2016年全年报告。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李晓佳

		电    话

		010-68594997



		电子邮箱

		cmiflxj@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项目名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简讯



		实施部门

		秘书处



		主要内容

		编制联盟简讯，发放各成员单位、以及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国标委、认监委、民政部等相关部门。



		参与对象

		联盟成员单位



		实施时间

		全年 



		项目负责人联系信息



		姓   名

		刘勰

		电    话

		010-68594830



		电子邮箱

		cria@mei.net.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100823





三、联系方式

1. 各工作组联系方式

按照联盟章程，秘书处下设5个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联系方式如下： 

		工作组

		组 长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产业推进工作组

		雷 蕾

		010-68594830

		010-68594830

		cmifllei@mei.net.cn



		统计工作组

		李晓佳

		010-68594997

		010-68513781

		cmiflxj@mei.net.cn



		展览工作组

		王荔莎

		010-68594949

		010-68526621

		cmif-wls@mei.net.cn



		标准工作组

		谭湘宁谢兵兵

		010-68594891010-82285683

		010-68594891

		cmiftxning@mei.net.cn xiebb@riamb.ac.cn



		国际合作工作组

		高立红

		010-68522390

		010-68595226

		cmifsyyuan@mei.net.cn







2. 服务专员联系方式

为不断提升联盟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联盟成员，联盟秘书处安排了“联盟服务专员”，由专人对接各成员单位，以下是服务专员的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1

		刘  勰

		010-68594830

		18600440165

		cria@mei.net.cn



		2

		宋鹏杰

		010-68595179

		18500556190

		cria@_SPJ@126.com



		3

		牟金平

		010-68595223

		13581902284

		cria_MJP@126.com



		4

		朱  宁

		010-68595179

		13426491330

		cria_ZN@126.com



		5

		贾文灿

		010-68595211

		13520139963

		cria_JWC@126.com



		6

		杨  茜

		010-68595211

		18511090602

		cria_YX@126.com









四、会员分类与申请加入

1. 会员分类

		联盟身份

		会费



		理事长单位

		5万元/年



		副理事长单位

		3万元/年



		理事单位

		1万元/年



		成员单位

		5000元/年





2. 新会员申请流程

· 申请资格

		1. 在我国有关部门注册，具有合法独立法人资格；

2. 从事或准备从事机器人产业的研发、制造、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相关组织机构；

3. 将要或已经应用自动化产品的用户单位。自愿申请，承认并遵守《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章程》。





· 申请方式

		1. 登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官网：http://cria.mei.net.cn/sqjr.asp下载“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申请加入办法”；

2. 致电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处进行详细咨询。联盟秘书处电话：010-68594830/5072





· 提交申请

		1. 将申请表和单位介绍的word版、单位Logo及“三证”扫描件先发至联盟工作邮箱：cria@mei.net.cn；

2. 待秘书处邮件通知材料无误后，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表、单位介绍和三证复印件邮寄至联盟秘书处。

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邮编：100823；收件人：刘勰；电话：010-68594830。







· 申请审核

		1. 联盟秘书处收到纸质版申请资料后将在联盟官网对新申请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

2. 公示内容包括：申请单位Logo、网站链接、单位介绍。

3. 公示期满后将发送确认信和缴费通知，新申请单位完成会费缴纳后，将被授予联盟授牌。





· 缴费方式

		1. 银行汇款：

账户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 0036 0902 4901 455；

2. 财务部门确认收到后，服务专员将与申请单位沟通开发票事宜并邮寄发票给申请单位联系人。   

3. 汇款时请注明“联盟会费”字样。





· 后续工作

		联盟秘书处将安排一名服务专员与新申请单位对接，开展后续联盟相关工作、活动通知等服务。






















3.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新会员申请表

		申请身份 （须注明）

		□ 成员单位  □ 理事单位



		单位

名称

		中文：



		

		英文：



		联系地址

		

		邮编

		



		单位网址

		



		单位代表

		

		职务

		



		座机/手机

		

		传真/Email

		



		工作联络人

		

		部门及职务

		



		座机/手机

		

		传真/Email

		



		单位性质

		□ 本体厂商    □ 系统集成商    □ 零部件厂商

□ 用户企业    □ 科研院所      □ 地方园区

□ 金融机构    □ 其他（请注明：                 ）



		产品类别：



		应用行业：



		单位代表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 以上内容须完整填写



五、编后语

亲爱的朋友：

联盟是会员之家，为各位会员服务是联盟一贯的宗旨，尊重和实现会员主体地位是民主办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发挥联盟优势为会员提供服务是联盟的重要工作。

《会员服务手册》是联盟与会员和非会员沟通的方式之一，以方便各成员单位了解联盟工作动态，并更好的参与到联盟的各项工作中去。特别感谢各位朋友对联盟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积极参与联盟活动，共同促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繁荣发展。

本《会员服务手册》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首次推出的一项服务，由于经验不足，难免疏漏与不足，请您对联盟工作和活动提出意见或建议，使联盟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各成员单位在服务手册以外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或改进建议，可随时与联盟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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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处

联系人：刘勰、牟金平、宋鹏杰

办公电话：010-68594830、68595072、68595179 

电子邮箱: cria@mei.net.cn 

微信：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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