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工业互联网峰会详细议程 

开幕式及工业互联网最佳实践 

（2 月 21日 9:00-12:30 E2 厅） 

时间 内容 嘉宾 

7:30-8:45 会议注册 

 
开幕式 

主持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陈肇雄 

9:00-12:30 

领导致辞 
苗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主旨演讲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发布工业互联网重大成果 

工业互联网最佳实践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

事长 刘多 

夯实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助力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刘石泉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科

技委主任 

融合 ICT技术，构建实体经济新

动能 

张顺茂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理

事长 

主题演讲 

陈忠岳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5G携手工业互联网，助力产业智

能化转型 

李正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 

5G筑基工业互联，畅想智能未来 

梁宝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工业互联网实践与思考 

朱卫列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首

席信息师 

主题演讲 

德尔克·斯拉马（Dirk 

Slama） 

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主

席 

解决工业互联网安全的四个新 

齐向东 

360公司创始人、360企业

安全集团董事长 

共建共享工业互联网平台 陈录城 



      
 

——COSMOPlat赋能企业转型升

级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理

事长 

聚焦价值  持续领跑 

贺东东 

三一集团高级副总裁、树根

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CEO、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 

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让设备更

聪明 

张启亮 

徐工集团 CIO，徐工信息创

始人兼 CEO、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理事 

主题演讲 

李军旗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董

事长  

MindSphere探索与实践助力中

国产业发展 

吴永新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

行副总裁兼首席政府事务

官 

数字化转型之路 

——中国工业互联网探索与思

考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

程师、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秘书长 

会议结束 



      
 

工业互联网趋势洞察与路径探索 

（2 月 21日 14:00-18:30 E2厅） 

时间 内容 嘉宾 

工业互联网趋势洞察与路径探索 

主持人：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事长 刘多 

14:00-14:2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14:20-14:35 
数字孪生体在工业互联网

的作用与意义 

林诗万 

工业互联网联盟（IIC）架构任务组

联合主席 

14:35-14:50 
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企业

竞争优势的助推器 

刘强 

PTC 大中华区总裁兼全球副总裁 

14:50-15:05 
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 

陈强兵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兼

总裁 

15:05-15:20 
浪潮云，打造数字中国基

石 

袁谊生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浪潮云服务集

团董事长兼 CEO 

15:20-15:30 

1. 发布工业互联网术语与定义、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应用报告、

工业大数据分析白皮书、工业区块链应用白皮书（1.0版）、

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专利态势分析白皮书（2019）、中小企业

上云上平台应用场景白皮书、工业互联网典型安全解决方案

案例汇编 V2.0、2018工业互联网案例汇编等 

2. 发布工业互联网平台优秀技术供应商名录 

3. 发布 2018年度测试床、优秀案例、网络优秀解决方案、可信

服务和功能性能评估评测、安全评测评估队伍 

15:30-17:00 
工业互联网趋势洞察与路

径探索现场对话 

主持人：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

程师、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演讲嘉宾： 

林乐虎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局长 

张英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总工程师 

胡学同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  

对话嘉宾： 

德尔克·斯拉马（Dirk Slama） 工

业互联网联盟（IIC）主席 

胡学同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  

神志雄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巡视员 

陆薇 昆仑智汇数据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创始人&CEO、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理事 



      
 

左英男 360企业安全集团副总裁 

任开迅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 

张晓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

事 

黄路川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王 平 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工业

互联网)学院院长 

17:00-17:10 主题演讲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7:10-17:25 日本工业互联网发展情况 
西冈靖之（Yasuyuki Nishioka） 

日本价值链促进会（IVI）秘书长 

17:25-17:30 AII与 IVI签约 

余晓晖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

长 

西冈靖之（Yasuyuki Nishioka） 日

本价值链促进会（IVI）秘书长 

17:30-17:45 
行业与需求驱动的工业数

字化 

李清源 

ABB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数字官 

17:45-18:05 
新技术，新架构，新方式，

促进工业运营智能化 

傅源 

上海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Co-founder 

18:05-18:15 

赋能与赋智，构建工业大

数据应用生态 

——工业大数据创新大赛

成果汇报 

工业大数据特设组 

18:15-18:25 

汇集万众智慧，赋能工业

升级——首届工业 APP创

新与应用大赛成果汇报 

工业 APP特设组 

18:30 会议结束 



  

主题论坛活动 

（2 月 22日上午） 
时间 内容 嘉宾 

主论坛：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309会议室） 

主持人：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余晓晖  

9:00-9:10 领导致辞 
张峰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9:10-9:20 广东推进工业互联网的实践 
苏少林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9:20-9:35 发布中关村工业智脑行动计划 
翟立新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9:35-9:50 
+智能，华为云释放工业生产力

新潜能 

张宇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loud BU 

CTO 

9:50-10:05 5G助力智能电网应用研究 

洪丹轲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运行部通信处处长 

10:05-10:20 加速云边协同 共创物联未来 

蔡奇男 

研华科技（中国）工业物联

网事业群总经理 

10:20-10:35 工业互联助力海洋科技工业 

姜涛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业互联网产业

联盟理事 

10:35-10:50 引领工业智能、重构数字未来 

吕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 

10:50-11:05 
制造 X AI，释放制造业创新发展

潜能 

何军  

TCL控股副总裁、格创东智科

技有限公司 CEO 

11:05-11:20 百万工业APP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李义章 

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11:20-11:30 工业APP的产业应用与技术体系 

王战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业

APP特设组主席、北京索为系

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

事 

11:30-11:45 智能边缘框架助力工业智能化 
苏钢 

百度公司业务发展总监 

11:45-12:00 
边缘计算+人工智能 助力工业

互联网 

陈伟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

裁、物联网事业部中国区总

经理 

12:00-12:15 5G助力工业无限互联 
苏晞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首席合作官 

12:15-12:25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 2.0  

蒋昕昊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总体

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 

12:25-12:40 

解读《工业大数据分析白皮书》

《工业区块链应用白皮书（1.0

版）》《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专利

态势分析白皮书》 

工业大数据特设组 

工业区块链特设组 

知识产权特设组 

12:40 会议结束 

分论坛一：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建设（308会议室） 

9:00-9:1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领导 

9:10-9:20 主题演讲 
谢雨琦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9:20-9:35 
5G云端机器人在工业互联网应

用的发展趋势 

黄晓庆 

达闼科技有限公司 CEO 



  

9:35-9:50 云网协同，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张建东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产品

线产品管理中国分部部长 

9:50-10:05 
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推广

工业互联网网络应用 

曹蓟光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

标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0:05-10:20 
华润智慧能源在工业互联网中

的应用 

钟海东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福建

综合能源公司总经理 

10:20-10:35 
工业通信新技术，加速智能化生

产 

荣海生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高级架

构师 

10:35-10:50 
基于先进网络技术的智能水务

解决方案分享 

胡峻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

司水行业首席架构师 

10:50-11:05 
围绕 EdgeX Foundry，建立开放

中立的物联网生态系统 

路广 

VMware中国研发总监  

11:05-11:20 
构筑光网新生态，助力工业互联

网发展 

沈成彬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院长助

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网

络组联执主席 

11:20-11:30 TSN产业发展报告：互通测试 

朱瑾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

标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1:30-11:45 边缘计算架构 3.0 

张华良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研发主管 

11:45-12:00 
ROS2.0+敏捷 5G工业无线，使能

未来无线工厂 

陈家榜 

凌华科技新世代机器人事业

处 Director 

12:00-12:15 全自动化无人码头技术创新及 杨杰敏 



  

5G应用探索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2:15-12:40 
 “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主题

对话 

对话嘉宾： 

张涌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

究院院长 

俞承志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政企客户分公司副总经

理 

赵维铎 中兴通讯工业互联

网产品总监 

乔雷  爱立信 5G for 

Industies亚洲区项目主管

石恒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

技术总监、山东省工业互联

网创新中心技术总监 

荣乐天 富士康富华科精密

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 

12:40 会议结束 

分论坛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311A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高新民 

8:50-9:00 领导致辞 
王新哲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9:00-9:20 突破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9:20-9:40 新时代的制造业 
新望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9:40-9:55 主题演讲 

刘松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9:55-10:10 主题演讲 
胡晓帆 

经纬中国副总裁 



  

10:10-11:10 “标识产业生态构建”圆桌对话 

主持人： 

艾诚 第一财经主持人 

对话嘉宾： 

宋起柱 湖北省通信管理局

局长  

赵红卫 东方国信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副院长 

赵伟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闵昊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于海斌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所长、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理事 

彭昭 物联网智库创始人 

李福生 海尔家电集团全球

CIO 

11:10-11:20 

解读《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

广指南》（标识部分）与《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架构》白皮

书 

刘阳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标识特

设组主席、中国信通院工业

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副总

工程师 

11:20-11:30 
北汽福田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

探索 

辛海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 IT总监 

11:30-11:40 
徐工信息标识解析技术应用与

实践 

张启亮 

徐工集团 CIO，徐工信息创始

人兼 CEO、工业互联网产业联

盟理事 

11:40-11:50 
高速列车行业标识解析节点建

设 

刘韶庆 

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国家

高速列车总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  



  

11:50-12:00 
中小制造企业标识解析体系的

建设和应用 

任开迅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 

12:00 会议结束 

分论坛三：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310会议室） 

8:30-9:00 领导致辞及主题演讲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领导 

9:00-9:15 
企业应用软件在建设工业互联

网中的作用 

彭俊松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SAP）副总裁、首席数字官、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事 

9:15-9:30 工业互联网的三个焦点 
冯升华 

达索系统技术总监 

9:30-9:45 基于工业互联网打造智慧电厂 

黄元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oT平台

能源电力行业总监 

9:45-10:00 
打造INDICS+CMSS生态体系  建

设国家工业新基础设施 

侯宝存 

航天云网北京航天智造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平台组副

主席 

10:00-10:15 平台赋能-石化装备AI管理实践 

李希仁 

中化能源科技公司工业互联

网部总经理 

10:15-10:30 
博华科技设备智能运维云平台

在多个行业的应用 

高晖 

北京博华信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10:30-10:45 
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流程行业的

应用与实践 

毛旭初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0:45-11:00 
深入有墙花园，定义工业全新生

产方式 

陆薇 

昆仑智汇数据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理事 

11:00-11:15 
工业生产优化 激活制造业新动

能 

黄凯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工业互联网事业部副总

经理 

11:15-11:30 
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小企业精益

生产 

陈刘杰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资深

副总裁 

11:30-11:45 
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架构分析

及实践 

安贵 

西安中服软件有限公司中服

云总经理 

11:45-12:00 绿色制造的平台创新实践之路 

鲍广宇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 

12:00-12:10 
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9）

解读 

刘默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平台组

主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

主任 

12:10-12:30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主

题对话 

对话嘉宾： 

冯升华 达索系统技术总监 

侯宝存 航天云网北京航天

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平台组副主席 

黄凯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事业

部副总经理 

时培昕 北京寄云鼎城科技

有限公司 CEO 

胡德良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张征平 亨通集团信息化部

总经理 

12:30 会议结束 

分论坛四：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建设（307会议室） 

9:00-9:1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网络安

全管理局领导 

9:10-9:20 主题演讲 
高勇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9:20-9:30 主题演讲 
袁瑞青 

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9:30-9:45 
2018中国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

报告 

李江力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安全组

副主席、北京六方云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 

9:45-10:00 航空领域工业互联网安全进展 

刘增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10:00-10:15 
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评测实践

与展望 

李天春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副院长 

10:15-10:30 工业互联网安全初探 

郭森  

中国华能集团信息中心处处

长 

10:30-10:45 
构筑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 

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范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0:45-11:00 
工业互联网精准安全防御的实

践 

张海港 

海尔集团首席安全官 

11:00-11:15 
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

思考 

穆森 

航天云网北京航天紫光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15-11:30 
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建设与实

践 

陶耀东 

360企业安全集团工业安全

事业部总经理、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安全组执行主席 

11:30-11:45 IIoT安全挑战与应对 

彭卓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CISO

首席信息安全官兼安加互联

CEO、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安

全组副主席 

11:45-12:00 
工业APP安全发展趋势解读与防

护理论及实践 

陈彪 

北京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12:00-12:15 
工业互联网典型安全解决方案

案例汇编 2.0 

张峰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安全组

副主席、中国移动研究院安

全所副所长 

12:15 会议结束 

分论坛五：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实践（311B会议室） 

9:00-9:1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领导 

9:10-9:25 

需求导向、数字重塑、价值创造 

—— 传统电力装备制造企业转

型升级的探索 

胡德良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9:25-9:40 
建筑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践

应用 

张鸣 

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 

9:40-9:55 
应用智造创新 平台智启未来—

—电子信息行业应用实践 

高子和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平台技术

官、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平

台组副主席 

史俊鸿 基准精密工业（惠

州） 有限公司全面品质管理



  

总监 

9:55-10:10 
赋能万物智联，AI预测未来 

——赛意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蔡胜龙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10:10-10:25 
解读《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应用

报告（2019）》 

李胜民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垂直行

业组主席、海尔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10:25-10:40 
自主可控工业无线 WIA技术及

油田应用 

王宏亮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乔森 大庆油田公司第九采

油厂规划设计研究所主任 

10:40 -10:55 未来钢厂 智造未来 

丛力群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工业互联网产业

联盟理事 

10:55-11:10 
汽车制造业企业互联网转型的

必由之路 

曲红梅 

一汽集团公司体系管理及数

字化部副部长、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垂直行业组汽车行

业工作组联执主席 

11:10-11:25 
电力装备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应

用 

张启德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11:25-11:40 
医疗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实践

与价值提炼 

李斌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资

产监管部副主任 

11:40-11:55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边缘智联终

端应用实践 

张国栋 

山东万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EO 

11:55-12:10 
中小企业的典型应用及上云路

径 

郑治 

航天云网北京航天云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需求组副主席 

12:15-12:30 电力能源+工业互联网探索实践 

刘刚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副总经理 

12:30 会议结束 

分论坛六：工业互联网产融推进（306会议室） 

9:00-9:10 领导致辞 

9:10-9:30 当前经济形势及产业投资机遇 
曹和平 

北京大学教授 

9:30-9:50 工业互联网价值初探 

窦勇 

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合伙人 

9:50-10:10 
从连接到数据，人工智能助力工

业 

张予彤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 

10:10-10:30 
关于工业互联网产业演进与投

资的思考 

杨帆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10:30-10:50 
践行“互联网+”产融结合助力

高质量发展 

游浩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投资总经

理 

10:50-10:10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与技术成果

转化 

张翀昊 

常州天正工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11:10-11:30 
广东探索工业互联网创新创业

者的价值发现与增值服务 

易贤辉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

互联网处副处长 

11:30-12:00 
“工业互联网产融推进”主题对

话 

对话嘉宾： 

刘 忠 北京三次方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马 暾 航天科工投资基金管

理（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 森 树根互联投资业务合

伙人 

黄海波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任增强 北京六方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赵红卫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副院长 

12:00 会议结束 

 

  



  

第一届国际工业互联网学术专题论坛 

（2 月 22日 14:00-17:30 311会议室） 
主持人：宋彤 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通信》杂志社社长 

14:00-14:30 领导致辞 

曹淑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 

鲁春丛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管局副局长 

张延川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

事长，秘书长 

14:30-14:50 工业互联网安全&拟态防御 
邬江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50-15:10 数理融合的曲面数控加工新方法 
郑志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15:10-15:30 
工业智能网—工业互联网的深化

与升级 

张平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5:30-15:50 智融标识网络体系与系统 
张宏科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15:50-16:05 
面向工业物联网的智能空中调制

技术 

梁应敞 

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16：05-16:20 工业互联网中的边缘计算概述 

彭秀东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荷

兰籍） 

16:20-16:35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下机器

学习理论与方法 

宋士吉 

清华大学教授 

16:35-16:50 
工业互联网下的新能源电力系统

发展 

杨强 

浙江大学教授 

16:50-17:30 

“工业互联网科技难题探讨”圆

桌论坛 

主持人：彭木根 

对话嘉宾： 

黄韬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王晨 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

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总工程

师 



  

陈冰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赵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

长助理 

刘儿兀 同济大学教授 

17:30 会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