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届“中国工博会”论坛一览表
部 市 合 作 论 坛
序号 论坛名称

日期

地点

主承办单位

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殷文琪
电话：021-23119386

1

“中国制造2025”国际合作论坛

2017.11.7
10: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2

2017 全球城市信息化论坛

2017.11.7-9

锦江饭店小礼堂
（茂名南路59号）

3

2017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

2017.11.7-8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4

2017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2017.11.6-7

上海安亭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日期

地点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
（杨浦区政立路477号）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裘薇
电话：021-23119367
、中国科学院等
承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等
李蕾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电话：021-23112789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
邮箱：LILEI@SHEITC.GOV.CN
邰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电话：18616386199

发 展 论 坛
序号 论坛名称

主承办单位

1

工业设计创新论坛——设计共生

2017.11.7
14:00-17:30

2

2017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上海）论坛

2017.11.8
9: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洲际酒店

3

第六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
暨第三届CEO圆桌峰会

2017.11.8
9:00-16:45

西郊宾馆百花厅

联系方式
沈榆 Mr.Shen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
13701643725
noblead@163.com
承办单位：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周亚伦
支持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产业联 电话:021-22068382
盟、
13917923639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上海市通信制造业行业协会 邮箱：ylzhou@sh、
industryexpo.com
赵伟
承办单位：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021-63811319
协办单位：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邮箱：wzhao@shindustryexpo.com

科 技 论 坛
序号 论坛名称
1

院士圆桌会议

日期
2017.11.8 下午

地点
科学会堂大礼堂
（南昌路47号一号楼）

主承办单位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协办：
上海市民防协会
上海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联系方式
葛朝辉
电话：021-53060618
崔敉
电话：13918721639
邮箱：2656682391@qq.com

2

2017第五届中国(上海)地下空间开发大会

2017.11.1-2

上海建国饭店

3

上海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战略论坛

2017.11.2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倪炜瑜
电话：13816637399
邮箱：wyni@libnet.sh.cn

4

2017年上海居家养老国际会展

2017.11.3

上海国顺东路398号上海厅

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

周怡
电话：15921508308
邮箱：allyzhou10@163.com

5

上海分布式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论坛

2017.11.3

锦江甸园宾馆（长阳路2558号）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
上海市分布式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上海新能源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郑雅萍
电话：18930458277
邮箱：Bgs888@365jn.cn

6

智能制造与智能造船工程研讨会

2017.11.8

科学会堂

上海市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会

7

“智能制造与标准化”国际研讨会

2017.11.16

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

8

第七届航空工业上海国际论坛2017

2017.11.20-21

上海虹桥万豪大酒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70号）

上海市航空学会

9

上海绿色包装产业技术发展分论坛

2017.11.22

上海科学会堂海洋能厅（南昌路57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号）

10 2017上海国际纺织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2017.11.27

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
2楼锦祥礼堂
（浦东杨高南路889号）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上海商会
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
东华大学

张静波
电话：13917566801
邮箱：Zhangjb_stes@163.com

11 智慧公交分论坛

2017.11.28

科学会堂思南楼901会议室

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

虞同文
电话：18917694709
邮箱：sh_yutongwen@126.com

2017.11 下旬

上海科学会堂（主论坛）
上海交通大学（分论坛）

主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宇航学会
协办：上海交通大学

朱佳平
电话：62822290
13386019199
邮箱：shhas63295054@126.com

日期

地点

主承办单位
中国电源学会

12

第十二届上海航天科技论坛暨上海市宇航
学会2017学术年会

邓施婴
电话：62581196，
邮箱：xniskssname@126.com
王荣昌
电话：54048034
邮箱：
spiritual_rency@126.com
李绣椿
电话：13641993526
邮箱：Lixc@shapc.org
宋文仙
电话：53822040-33190，
18917016259
邮箱：shanghaibaoxie@126.com

行 业 与 企 业 论 坛
序号 论坛名称
1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

2017.11.3-6

上海富悦大酒店

2

第三届未来制造高峰论坛

2017.11.6
9：30-20：30

西郊宾馆百花厅

3

大纤维技术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

2017.11.7 下午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4.2号馆内

4

2017 OEM机械设计高峰论坛

2017.11.7-8 全天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1会议室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网
2025china.cn）
主办单位：
大纤维技术产业协同创新联盟（筹）
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
承办单位：
北京易能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胡珺
电话：022-27686707
传真：022-27687886
邮箱：hujun@cpss.org.cn
刘凯
Mobile：010-50928526
liukai@iianews.com
秦乐
18010100457
ella.qin@sahina.org

刘凯
Mobile：010-50928527
liukai@iianews.com

5

卓越提升 共创未来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
展论坛

2017.11.7
13:3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A0-02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
承办单位：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开发区协会

6

体验时代的制造业大会

2017.11.7-8

海外滩 W 酒店

达索析统

7

2017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

2017.11.8
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B0-01会议室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8

2017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能源装备技术研
讨会

2017.11.8
9:30-11:3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4-02会议室

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9

2017中国工博会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国际
高峰论坛

2017.11.8
9:00-12:15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3-02会议室

主办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10

“智”造引领 “云”享未来
——2017中国数字化智能工厂解决方案高
峰论坛

2017.11.8
13:3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A0-02会议室

智汇万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新材料展新（产）品发布会

2017.11.8-10
13:0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4.2号馆内E276

2017.11.8
10:00-14: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2-03会议室

12 2017金属切削高层论坛

13

第16届MES（制造执行系统）开发与应用专 2017.11.8
题研讨会
9:3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2会议室

14

2017首届工业互联网系统解决方案高峰论
2017.11.8
坛
------------------------------------- 9:30-16:00
--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4会议室

2017.11.8
9:3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16

新制造，新智造-中国自动化及智能制造市 2017.11.8
场主题论坛
9:3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6-03会议室

17

第二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
发布会

2017.11.8
13:00-16: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6-03会议室

2017.11.8-9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6-02会议室

15 费斯托媒体见面会

18 2017 IAS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张春玮
Mobile:021-22068387
ericzhang@shanghaiexpogroup.
com
Tracy Tao
电话:021-3856 8173
邮箱：
Tracy.TAO.contractor@3ds.com
沈洁 Ms.Jie Shen
电话：Tel:021-22068397
邮箱：
shanny@shanghaiexpogroup.com
徐建东
电话:13701820475
gecompany@126.com
陈叶琪
电话：Tel:021-63811770
邮箱：E-mail：yqchen@shindustryexpo.com

胡宁
010-62346150
ning.hu@ilinki.net
崔中倪
13918059423
上海市稀土协会
盛前
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18017760053
qsheng@sh-industryexpo.com
张晓燕
上海市金属切削技术协会
电话：021-50456700-216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张晓燕
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
电话：021-50456700-216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企业信息化标准工作委 邮箱：shirley.zhang@hmf员会
china.com
控制网（kongzhi.net）&《自动化博览》
张晓燕
---------------------------------------------- 电话：021-50456700-216
-邮箱：shirley.zhang@hmf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
china.com
张晓燕
电话：021-50456700-216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张晓燕
中国工控网
电话：021-50456700-216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张晓燕
中国工控网
电话：021-50456700-216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孟婷维
电话：021-22068398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邮箱：twmeng@shindustryexpo.com

19

第十四届数字电视与无线多媒体通信国际
论坛（IFTC2017）

2017.11.8-9

中科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
肇嘉浜路500号

上海市图像图形学会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信息家电行业协会

支琤
电话：021-34204393
邮箱：IFTC@cdtv.org.cn

20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六届三次会员大会
暨2017塑料新材料应用论坛

2017.11.9 上午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3-02会议室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刘建国 副秘书长
18964001307

21 质量创新论坛

2017.11.9 下午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7楼明珠厅

上海市质量协会

22

2017.11.9 下午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3-03会议室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7.11.9
10: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2会议室

OPC中国协会
中国工控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1会议室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院
广东省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广东省华南智能设计研究院
中国自动化网
中自网《智汇工厂》《变频器世界》

新材料产业滇沪招商对接会

23 OPC中国巡回研讨会

跨界-融合
2017.11.9
24 制造业+互联网+IT+之智能制造转型——上
13:30-16:00
海站 沙龙

25

工业互联 智能创变——2017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发展论坛

2017.11.9
13: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5.2H—E300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学术年会 - AI及智能自
动化制造

2017.11.10
9: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2会议室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7 2017第六届中国钣金智造技术峰会

2017.11.9-10
9:30-16:3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2-03会议室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正路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8

“工业互联网与全面质量管理”发展论坛

2017.11.10
9:30-16:30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上海武夷路258号）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29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学术年会 - 智能制造、 2017.11.10
智慧城市、工控安全
9: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5-02会议室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奚勤峰、蒋曙东
电话：021-52588289
邮箱：info@saq.org.cn
陈平宇
电话：15974673770
张晓燕
电话：021-50456700-216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李湘林
电话：0755-83227045
邮箱：2539660283@qq.com
吕玲玉
电话：18201208268
邮箱：lvlyu@yonyou.com
张晓燕
电话：021-50456700-216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张晓燕
电话：021-50456700-216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严丽雯
电话：021-52386600（2307）
邮箱：yanliwen@saqm.org.cn
张晓燕
电话：021-50456700-216
邮箱：shirley.zhang@hmfchina.com

30 2017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顾问年会

2017.11.16

上海虹桥迎宾馆

承办单位：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31 2017上海工业软件高峰论坛

2017.11.9
9:30-11:35

国家会展中心 B0-01

主办单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软件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工业互联 何炜 18918883858
网产业联盟

*论坛信息更新至2017年11月8日。

张雨晨
电话：021-6281-5579
电子邮件：rzhang@yyc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