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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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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智能工厂高峰论坛

扫一扫
加入荣格交流群

扫一扫
了解更多行业信息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智能+”平台

9月25日|中国 上海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线下线上融合

升级会议体验



会议背景

会议框架

2020全球智能工厂高峰论坛

9月25日上午

上午主论坛（9：30-12：00）

下午论坛：自动化生产再升级及智能仓储物流（13：20-18：00）9月25日下午

在《中国制造2025》及拓展“智能+”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小工厂进入智能升级的热潮，5G、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物流仓储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能制造注入了新动力，推动着中国制造业逐

步向智能制造方向转变。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经济城市，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以此作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抓手。

在上海发布的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中，计划到2021年，全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将突破1300亿元，其中

机器人及系统集成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

 在此背景下，第四届全球智能工厂高峰论坛于2020年9月25日在上海松江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隆重召开

。会议将围绕制造业工厂的设备能效、研发可视化、智能生产、品控监测等环节，就自动化、降本节流、离

散工厂管理、可预测维护、5G技术应用等方面需求，分享相关解决方案，技术动态，和实践案例。

会议当天将由松江区区长致开幕词，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以“科创驱动、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进一步加强G60科创走廊投资环境宣传，落实招商引资工作，同时推动区内先进制造业企业技

术改造。 松江区区领导就松江的投资环境和经济走势做重要讲话和分析。届时会议还将邀请欧盟商会，德商

会以及意大利商会就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下，全球经济走势做一个重要分析和讲话，对疫情后经济时代走

势做一个重要预测。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且蓬勃发展的国际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与全球供应链。这场新冠肺

炎疫情使供给与需求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

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各国经济的稳定，全球贸易需求萎缩，市场需求疲弱进一步加剧，经济全球化将成为这

场疫情最主要的长期受害者，疫情前本已抬头的经济“逆全球化”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区领导协各商会

会长以及各行业外企总裁在智能工厂会议期间召开面对面高层闭门会，详细讨论后疫情下，政府如何支持各

智能制造企业加快发展，应对疫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高层闭门会议（10：30-11：30）

（出席嘉宾包括：松江区政府区长、松江区政府副区长、松江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工信部领导、商会、企业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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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热点议题

参会嘉宾

会议亮点

专家齐聚      会中有会

聚集线下200人 ，线上300+

 精准行业专家以及嘉宾，共享行业创新技术

现场案例分析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盈利

产品的策略及应用案例分析

展览及新技术发布区 供需匹配交流

高端CEO闭门会
面对面与政府高层对话

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

助您快速轻松了解技术创新

及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

针对企业采购需求状况，

将深入推进供需匹配会的服务，

让您的参会价值最大化

- 疫情过后，对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思考

-“ 新基建”背景下的智能工厂建设之道

- 智慧工厂顶层设计与智能制造能力测评

- 智能工厂网络通信解决方案

-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数字化工厂建模中的应用

-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能工厂建设实践及标准化要点

- 工业预测性维护与工业信息安全问题探讨

- 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

- 工业云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在智能工厂中的应用

- 人工智能在智能工厂构造中的重要作用

主论坛

- 物联网时代与工业自动化技术研究

- 面向制造业，终端企业柔性自动化案例分享

- 智能设备在自动化生产中的应用及需求

- 机器人先进技术精益智能制造

- 智能仓储安全系统在智能工厂中的作用

- 基于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 人工智能如何激活智能物流新机遇

- 工厂内AGV实现智能化的实际应用案例

- 智慧工厂内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解决难题

- 机器视觉识别系统在仓储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主题论坛：自动化生产及智能仓储物流

-  汽车行业、轨道交通行业、电子电器行业、医药制造、食品饮料、工程机械等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代表

-  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商、工业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  智能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商、工业机器人研究及制造/配套单位

-  数据硬盘开发/云计算软件企业、工业以太网/总线技术/无线传输技术生产企业

-  传感器、红外设备、射频生产商

-  相关研究院及高校负责人



会议初步议程

演讲嘉宾顺序以松江投资促进中心最终确认版为准 

 2020 智能工厂高峰论坛-议程表  

 9 月 25 日上午 主会场 

 时间 主题 

 09:30-09:40 
松江区区领导致辞/各商会领导讲话 
意大利商会会长 Paolo Bazzoni 先生致开幕辞 
德国商会总经理 Dr. Sigrid Winkler 博士致开幕辞 

 
09:40-10:00 

主题演讲 
政府相关领导 

 
10:00-10:20 

“新基建”背景下的智能工厂建设之道 
工信部装备发展一司（确认中） 

 
10:20-10:40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能工厂建设实践及标准化要点 
董挺，科技发展部副主任，工信部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10:40-11:00 茶歇  

 10:30-11:30 CEO 闭门会议 

 
11:00-11:20 阿里云 

 
11:20-11:40 

如何建设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柔性化和定制化工厂 
戚锋博士，产品与战略咨询首席/大中华区副总裁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1:40-12:00 
新基建新赛道: 5G 赋能工业互联网 
荣乐天博士，首席营销官 
富士康科技集团 5G 研究所（富华科精密） 

 

12:00-12:20 
智能制造在北京奔驰的实践与应用 
郭东栋，总经理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12:20-12:30 集体合影 

 12:30-13:30 酒店午餐 



会议初步议程

 

 9 月 25 日下午，主题论坛：自动化生产与智能仓储物流 

 
13:30-13:50 

5G+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智造 
肖善鹏 所长 
中国移动研究院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研究所 

 
13:50-14:20 

精益生产之路，伟马与您同行 
邓敬之，销售总监，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4:20-14:50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4:50-15:10 茶歇 Coffee Break  

 
15:10-15:40 

斯凯孚→伊维莱 高端智造 
李灏，新业务发展及应用技术主管，伊维莱中国 

 

15:40-16:10 
柯马 In.Grid 自动化系统集成之“触”网 – 制造与智能的融合 
王骏武，动力总成事业部工程部总监，柯马 

 
16:10-16:30 

机器人助力智能仓储物流自动化更高效 
宋睿，制造部部长，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6:30-16:50 

Kuka 的智能解决方案 
王辉，中国区总裁，KUKA 



往届演讲嘉宾

温歌乐

中国德国商会，总经理

演讲话题：致辞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

演讲话题：看智能制造，中国2025战略的发展

别超

柯马，亚太区市场总监

演讲话题：柯马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李天恩

华为，制造业首席专家

演讲话题：华为智能制造的思考和数字化实践

高彦辰

中科院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话题：智能工厂与平行技术应用

方志刚

西门子工业软件，大中华区副总裁兼CTO 

演讲话题：智能工厂的完美模型演进

张为民

余明明

金尚柏

张定平

同济大学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演讲话题：现代化工厂如何从自动化
走向智能化

Antonio FARESE 

意大利商会，董事

演讲话题：致辞

陈晓军，松江区副区长

演讲话题：秉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G60科

创走廊建设

张德莉

明光市，政协副主席

演讲话题：数字化分会致辞

史法勇

陶传亮

全椒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演讲话题：自动化分会场致辞

上飞项目带头人，中国联通

演讲话题：5尽想象，G致未来，为工业
高质量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

戴中

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

演讲话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宣传

刘哲 

中兴通讯，总工程师

演讲话题：5G对电子制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派特莱电子（上海）有限公司，IoT推进课 课长

演讲话题：无线数据采集及设备运转
可视化解决方案

赛迪（上海）先进制造业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话题：智能制造新趋势

袁勇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平行智能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演讲话题：区块链技术：现状、趋势与产业应用

崔宏禹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创新技术总经理

演讲话题：5G时代的工业互联之道

海尔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演讲话题：海尔 COSMOPlat大规模定制平台 
5G+应用场景探索

曹玉哲

宁波腾讯云产业基地，行业中心总经理

演讲话题：5G+工业互联网平台



部分拟邀企业

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蔚来汽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日野发动机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大陆汽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装备责任有限公司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萨克斯减振器有限公司

麦格纳汽车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德尔福上海动力与推进系统有限公司

Borgwarner博格华纳 

上海联合电子有限公司

Bosch (China) Investment博世

李斯特技术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大陆汽车亚太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

食品类企业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熙可食品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维集团

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东君乳业（禹城）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饮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津琪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丽昆楼食品有限公司

纳贝斯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

……

包装类企业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龙利得包装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三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永盛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利乐（中国）有限公司

……

电子电器类企业

HP ( 惠普)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日新( 天津) 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TCL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 杭州) 有限公司

TCL 智能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戴尔科技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富士通将军（上海）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杭州华日家电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和硕设计

赫比国际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罗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

解决方案商及机器人类企业

西门子

三菱

施耐德电气

富士康

盖普勒

发那科机器人

库卡机器人

遨博机器人

ABB

博世集团

EPSON Robots

川崎机器人

优傲机器人

安川机器人

……

电气自动化类企业

霍尼韦尔

罗克韦尔

上海电气

通用电气

派特莱

泰科电子

基恩士

万可电子

……

互联网类企业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腾讯

中国通信服务

美的

航天科工

徐工信息

海尔

研华科技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智能仓储类企业

德玛格

瑞仕格

伯曼集团

德马泰克

胜婓迩

……



往届参会名录

联系我们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圣戈班

胜斐迩仓储系统（昆山）有限公司

施迈赛中国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坤成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务区管委会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务区经济服务中心

苏州凯本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远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蘇州豐航精密金屬有限公司

速手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台积电（中国）有限公司

台州市泰戈特模具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唐思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梯爱司表面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天安金谷

天臣包装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闻泰科技

无锡丹尼克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润法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兴惠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芜湖新泉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五腾实业

五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门子工业软件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禧玛诺（昆山）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徐州中欧科技有限公司

旭升智能

亚洲智能集成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展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英格索兰工业技术 亚太区

英纳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友喜建设

浙江诺金电器有限公司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启迪

中电光谷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3D打印数字维创中心

中科院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内配(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睿博广电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杨珊珊 

电话：18616615117

邮箱：shanshan@ringiertr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