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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支持

赞助商

10月17日 |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

2017全球智能工厂高峰论坛
—工业4.0时代的到来

同期活动：ROI中国工业 4.0杰出贡献奖盛典

支持方
德国瑞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支持方



会议背景

www.ringierevents.cn    www.industrysourcing.cn

往届德国ROI工业4.0获奖企业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移动应用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工业革

命开始提上日程，工业转型开始进入实质阶段。在中国，智能制造、中国

制造2025等战略的相继出台，表明国家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把握新一轮工发

展机遇实现工业化转型。智能工厂作为工业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实践模式，已经

引发行业的广泛关注。

此外，透过来自德国的ROI中国工业 4.0杰出贡献奖，我们将邀请获奖企业至论坛

现场分享他们的实施经验与成果，以帮助国内制造企业更有效的实施“智能制造”，

提升企业竞争力。

到底什么是智能工厂？

智能工厂的核心架构是怎样的？

能为企业的转型提供哪些支撑？

中国智能制造企业的机遇在哪里？

智能制造有哪些垂直应用领域尚待开发？

我们将在会议中一一为您解答！

与德国工业齐名的殊荣:ROI中国工业 4.0杰出贡献奖
ROI工业4.0奖在2013年起源于德国，以表彰制造业中卓越的工业4.0方案，授予那些在制造领域对

其生产系统整体或部分实施了工业4.0的企业。

会议亮点：
    150+行业精英汇聚一堂

    汇集全球前沿资讯与创新技术

    头脑风暴——会前收集问题，现场嘉宾解答，提供解决方案，更接地气

    同期活动：ROI中国工业 4.0杰出贡献奖盛典——ROI德国工业4.0奖首次进入中国

    ROI中国工业 4.0杰出贡献奖得主，分享成功经验与绩效改善成果

    现场供需匹配交流

*参加“ROI中国工业4.0杰出贡献奖盛典”共同见证得主产生！



谁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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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智能制造公司企业高层及技术代表

智能制造产业链中上游优秀企业高层及技术代表

智能装备/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企业高层及技术代表

整车、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机械、等制造企业高层及技术代表

电机/伺服系统/驱动系统/减速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智能制造研究所/高校/投资机构

国内外行业协会领导

开区及产业园区：国内开发区、高新区、装备制造和机器人产业园区的领导或负责人

部分确认及在邀演讲嘉宾

张为民
教授
同济大学

陈江宁
西门子工业4.0项目总监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郭云
CEO，创始人
上海大制科技有限公司

钟鸣
总经理
微展世（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雪立谋
副总经理
ROI

Dr. Thomas Dorn
亚洲首席执行官
腾达航勤设备有限公司

郑起平
副总裁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谢舸
工业4.0高级经理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

王建宝
生产副总裁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蔡奇男
大中华区总经理
研华科技

朱康建
董事长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议程

08:00-09:00

09:00-09:10

09:10-09:40

参会签到

主办方致开幕辞

11:40-13:00 午宴

Q&A＋茶歇＋展区交流＋技术演讲

集体照

演讲议题: 工业4.0与物联网
雪立谋 先生, 副总经理, 中国瑞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演讲议题：实现工业4.0：迈向数字化工厂与智造未来
蔡奇男 先生, 大中华区总经理，研华科技

10:50-11:10

演讲议题：机器人将取代熟练工人——工业4.0对中小企业的挑战
Dr.-Ing. Thomas Dorn, 亚洲首席执行官, 腾达航勤设备有限公司

11:10-11:30

演讲议题: 从自动化到智能应用 - 信息不断透明迭代的智能制造时代
钟鸣 先生, 总经理, 微展世（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1:30-11:40

ROI中国工业4.0杰出贡献: 奖项历史、评审团的介绍及宣布获奖企业

14:30-15:00 Q&A＋茶歇＋展区交流

13:00-13:30
演讲议题: 智能制造的实践-中德合作智能制造交钥匙验证平台
张为民 教授, 同济大学

13:30-14:00

演讲议题：坚守百年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打造史密斯智能工厂
王建宝 先生, 生产副总裁，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14:00-14:30

演讲议题: 数字化制造，实现生产智能化与企业商业模式转型
郭云 先生，CEO, 创始人, 上海大制科技有限公司

16:50-17:30 茶歇＋幸运抽奖

17:30-18:30 ROI中国工业4.0杰出贡献奖颁奖盛典

18:30-19:30 鸡尾酒宴

头脑风暴: 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分享

15:00-15:20

演讲议题: 博世长沙工业4.0情况及工业4.0示范线
谢舸 先生, 工业4.0高级经理,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

15:20-15:40

演讲议题: 从宝武西门子工业4.0的实践到对中国智能制造的思考
陈江宁 先生, 西门子工业4.0项目总监，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演讲议题: 定位二板智能注塑机构建智能共享新平台
朱康建 先生, 董事长，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6:30-16:50

15:40-16:10

16:10-16:30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50

演讲议题: 楚天科技智能制造力助提升制药装备水平新高度
郑起平 先生，副总裁，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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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介绍

荣格会议

依托荣格集团强大的媒体资源，荣格工业传媒每年针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举办近20个工业领域专业技术及

应用研讨会，涵盖塑料、食品、个人护理品、医药与医疗、 无纺、涂料与油墨、汽车、金属、模具、包

装、复合材料以及针对革新技术及热点市场的健康防衰老、触控技术、生物材料、创新材料系列论坛。

其中，塑料技术系 列论坛、涂料系列技术论坛、个人护理品技术研讨会、功能性食品技术论坛等会议已

成功举办数届，并在业内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评价。荣格研讨会汇聚行业专家探讨最新发展趋势及技术

应用方案，为工业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交流、学习与合作的平台。

支持方介绍

瑞欧盈管理咨询（ROI Management Consulting）成立于1980年，目前在全球共有100多名雇员，并

在欧洲、亚洲、美洲均开设有分支机构。是全球领先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之一专注于研发（R&D）、

制造（MFG）和供应链（SCM）领域，如今已完成超过2000个项目。

ROI工业4.0奖

2013年起源于德国，以表彰制造业中卓越的工业4.0方案，授予那些在制造领域对其生产系统整体或部

分实施了工业4.0的企业。2017年ROI德国瑞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荣格工业传媒将此奖项

引入中国。“ROI中国工业4.0杰出贡献奖”目的是发现中国制造领域的优秀工业4.0解决方案，并对其

授予相应的认可和荣誉。颁奖典礼将于10月17日在同期“2017全球智能工厂高峰论坛”中举办。



部分在邀名单

启德航管理服务（昆山）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通力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德赛西威中国

梅赛德斯奔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大众集团

广西汽车集团（五菱）

ABB集团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汽车

空中客车公司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养乐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松下泰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戴姆勒公司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田汽车

雷诺汽车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沃尔沃汽车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大陆集团

江森自控有限公司

起亚汽车

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日产汽车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

麦格纳国际

三菱汽车

美国固特异轮胎橡胶有限公司

鸿海精密工业(富士康)

伟创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宝马集团

上海华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

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福伊特智能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欧姆龙(广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联想中国有限公司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新美亚电子

普莱克斯

东莞科泰电子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李尔公司

TRW汽车集团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东风雪铁龙有限公司

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同力机械有限公司

泰克电子

捷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

上汽集团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福州和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华润电子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扫一扫，关注
“国际金属加工”

扫一扫
加入讨论组

联系我们

荣格工业传媒

会议经理：邵敏 女士 
+86 21 62895533*208
mandyshao@ringiertrade.com

会议经理：王婷 女士
+86 21 62895533*191
chriswang@ringiertrade.comwww.ringierevents.cn    www.industrysourcing.cn

五星级客制化服务

尊享五星级酒店服务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是 2013 年 TGG 中国旅游大奖上海最佳会议接待酒
店。会议期间你将畅享每天两场的茶歇交流、第一天晚上的鸡尾酒晚
宴以及两天中午的美味自助吧飨宴，提供您充裕的机会在良好的氛围
中， 轻松地与所有参会嘉宾交流互动，并建立您的行业人脉网络。

高端便捷的会议选址

上海龙之梦大酒店毗邻市中心商业区，周边交通便捷。酒店于 2014
年新装修。酒店距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45.6 公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9.3 公里，虹桥火车站 15.3 公里，上海南站 8.3 公里，临近地铁站：
10 分钟步行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