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 全球传感器高峰论坛暨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 

（策划草案） 

 

会议地点： 中国•安徽合肥·天鹅湖大酒店 

会议时间： 2016 年 9月 22日-23日（星期四-星期五，会期为 2 天） 

主办单位： 合肥市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承办单位： 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合肥市半导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新华网、新智元、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 MEMS分会、华美信息存储协会、华美半导体协会、

硅谷中国无线科技协会、美国 128华人科技企业协会、中国电子元

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硅谷创业者联盟、IC咖啡、

物联网咖啡、芮锶钶(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中科物联网科

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南资本、合肥创客联盟/合创邦·创客空

间、中国可穿戴产业推进联盟、我爱方案网、物联国际新闻网、安

徽阡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畅享网、上海印高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物联传媒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背景 

在这个信息速度堪比光速的时代，信息技术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计算时

代、通讯时代，当前正步入“感知”时代，传感器等非数字芯片需求将呈现爆发式

增长。传感器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神经触角，是新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重要技

术基础，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物联天下，传感先行”，以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简称 MEMS）技术为基础的智能传感器发展水平已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我国亟需构建物联网基础和

共性标准体系，突破低成本、低功耗、高可靠性传感器技术，组织新型 RFID、

智能仪表、微纳器件、核心芯片、软件和智能信息处理等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链

建设，在典型领域开展基于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物联网示范应用，培育和壮大

物联网新兴服务业，加强物联网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在重点工程内容中也提到

发展微型和智能传感器、无线传感器网络等。 

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可以提高智能时代的质量水平，更会有力的促进经

济的发展。传感器早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

探测、环境保护、资源调查、医学诊断、生物工程、甚至文物保护等等极其之泛

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茫茫的太空，到浩瀚的海洋，以至各种复杂的工

程系统，差不多每一个现代化项目、物联网应用，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传感器。 

鉴于传感器及相关物联网应用的广阔市场前景，于 2016 年将在安徽·合肥

召开的“第三届全球传感器高峰论坛暨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将以“聚集真知灼

见，共谋产业发展”为主题，以“高峰论坛+展览展示+投资洽谈+参观对接”为形

式，广邀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外知名传感器、物联网应用厂商、系统整机企业、

科研机构、投资机构等，就上述热点和焦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全球传

感器、中国物联网应用产业的现在与未来、挑战与机遇。 

 

 



 

会议结构 

    ◆ 9 月 22 日，上午 8:00 - 9:00：参会人员签到 

◆ 9 月 22 日，上午 9:00-12:30：主论坛——全球传感器高峰论坛 

                                    暨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 

◆ 9 月 22 日，中午 12:30-14:00：午休 

◆ 9 月 22 日，下午 14:00-18:00：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各分论坛并行） 

   分论坛一：全球传感器研讨会 

   分论坛二：封装测试研讨会 

   分论坛三：VR 和 AR·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研讨会 

   分论坛四：“大联大”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研讨会 

   分论坛五：物联网创新方案暨开发者创客成果论坛 

◆ 9 月 23 日，上午 9:00-12:30：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各分论坛并行） 

   分论坛六：工业 4.0·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研讨会  

   分论坛七：大数据·金融支付·金融互联网研讨会   

   分论坛八：智慧养老·移动医疗研讨会 

   分论坛九：CCTV 证券资讯频道《聚焦新三板》---物联网专场对接会 

◆ 9 月 23 日，中午 12:30-14:00：午休   

◆ 9 月 23 日，下午 14:00-17:00：参观合肥市物联网产业企业（待定，具体

参观企业名单、路线待定） 

◆ 同期物联网应用展：9 月 22 日全天-9 月 23 日上午 

   形式：1 展桌+1 展椅，地点：论坛会场外 

为传感器供应商、系统应用厂商和终端用户搭建沟通的桥梁，本届展览围绕

传感器产品及其核心物联网应用，展示传感器在各行各业中的最新进展，展览范

围包括： 

1）MEMS 和传感器产品：传感器与 MEMS 器件、MEMS 加工设备、纳米压

印技术、分析与检测仪器、MEMS 代工服务材料、生物技术与医疗应用 、MEMS 



 

应用、晶圆级封装、陀螺仪、压力传感器、磁传感器、显微镜等。 

2）物联网应用 

3）消费电子/可穿戴设备 

4）工业 4.0/人工智能/机器人 

5）生物/化学应用 

6）车联网/新能源汽车 

7）金融互联网 

8）大数据 

…… 

 

论坛组委会架构 

 主席   

叶甜春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主任、国家 02 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中国半导体行业

协会副理事长 

合肥方面领导  

 秘书长 

合肥方面领导  

陈大鹏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

心常务副主任 

陈  荣 合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朱胜利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王文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科技处处长 



 

颜  苑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助理 

 副秘书长 

吕庆江 合肥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调研员 

孙丕宏 成都嵌入式行业协会秘书长，成都天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绍亮 
博士，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天河生命科学计

算方向负责人，华大基因研究院 “特聘教授” 

林  伟 
「大麦村」智能硬件生态孵化器创始人、智能硬件产业生态联盟 

(IDEA) 理事长、IC咖啡早期共同发起人 

杨  溟 
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院长、新华社《中国传媒科技》全媒体

出品人 

唐劲松 深圳市奇影跨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静 
新智元创始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委会秘

书长 

李立军 
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工程师，慈星股份执行副总裁、

慈星机器人董事长 

李献坤 芮锶珂（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陈永光 Automobile Industry China 主编  

杨永刚 中科网联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执行董事 

林福江 

中国科大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微波／微电子科学家，中

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系（23 系）执行主任，微纳电子系统集成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 

孔慧芳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导，汽车电子与测控技术研究所所长，安

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第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代表，合肥市首批“228”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 



 

王  勤 
我爱方案网和我爱快包联合创始人/副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电

子分销商分会发起人 

曹立强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大全 

华天科技技术总监、先进封装研究院院长，华天科技（昆山）电

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家 02 重大专项总体组特聘专家, 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 MEMS分会副理事长，IEEE高级会员，上海交通

大学兼职研究员 

周  剑 

本地购创始人＆CEO、北美华人实名群联会发起人、上海交通大

学毕业后在硅谷科技界、美东金融界工作学习多年、上海市优秀

毕业生 

张  楚 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 

张云泉 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夏明武 拉卡拉高级数据架构师，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理事 

张涵诚 

百分点产品市场总监，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副秘书长，中

国通信协会顾问专家，北大电子商务总裁班特聘讲师、大数据课

题组主任 

满君丰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计算机学会理事，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点带头人，“智能感知与网络化控制”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

室方向带头人 

彭  安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官、业务发展副总裁 

丁险峰 感知与认知的人工智能专家，华为传感器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孟  濬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杨笑风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副会长，北美群主联合会副总会长，美国汽

车 OEM 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培学 青岛三迪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振春 十余年 Delphi 、IBM、Infosys、Toshiba 等跨国公司工作经历; 



 

2015 年 10 月发起上海菩来嘉科技有限公司 

郭  猛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秘书长，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央企业留学人员联

谊会副秘书长 

刘泽文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红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 教授 

毕  欣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工学博士，IEEE Member，中国电

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会员，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张正华 IC咖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IC咖啡发起人。 

赵  沛 IC咖啡合伙创始人，顺融资本合伙人 

李  宁 IC咖啡硬件工程师沙龙负责人，活跃于上海电子圈 

周晓阳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高全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MBA，恒信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汽车后市场总经理 

刘二壮 泛林集团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周  军 物联网咖啡发起人兼执行董事 

汪正红 北京中创华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伟奇 物联传媒创始人 

陈金灵 中电元协会敏感元件与传感器分会理事,成都自动化研究会理事 

徐丽娟 浙江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办公室主任 

牛安东 亚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中韩创新合作基金创始合伙人 

罗永龙 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现任安

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副院长，安徽师范大学网络与信



 

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安

徽省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丁子扬 
英飞凌科技（Infineon）中国区智能卡与安全事业部高级市场经

理 

戴绍义 
青岛中网物联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CEO，山东省（发改委）信息

中心资深技术顾问 

童宗兵 

合创邦·创客空间创始人、合肥创客联盟创始人、中国创客空间

联盟创始成员、海尔创客实验室华东地区合伙人、合肥英拓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Olina Qian 硅谷创业者联盟创始人兼总裁，点石创业营创始人 

吴  凯 
中国可穿戴产业推进联盟秘书长，上海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总经

理 

张阳阳 京东智能，洋葱妹发起人,合肥学院经济学学士 

周  亮 北京创世华信科技有限公司、乐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MO 

（更多嘉宾陆续邀请中，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拟定议程、拟邀嘉宾 

（更多嘉宾陆续邀请中，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主论坛：全球传感器高峰论坛暨中国物联网应用峰会 

主持人：陈大鹏，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常务副主任 

        李  颖，CCTV 证券资讯频道《聚焦新三板》制片人、主持人 

地  点：国际厅（二楼） 

9 月 22日 

上午 

8:00-9:00 参会人员签到 

9:00-9:40 

领导/嘉宾致辞： 

（一）丁文武，国家集成电路投资基金总裁 

（二）刁石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司长 

（三）合肥市政府方面领导 



 

（四）叶甜春，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

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国家 02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

组组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五）重要嘉宾致辞 

9:40-12:4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嘉  宾，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戴伟民，芯原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孙玉望，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石  磊，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江燕，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

任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 

尹志尧，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Innovative Interface Bonding Technology for MEMS 

and 3D Integration》 
须贺惟知，东京大学教授 

陈大同，华山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刘韶华，北京北方微电子公司副总裁 

特邀嘉宾 

任爱光，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集成电路处处长 

区和坚，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先进制造处处长 

范东疆，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刘进长，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先进制造处研究员 

郭  猛，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秘

书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所长助理，中

央企业留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 

高松涛，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2:40-14:00 午休 

分论坛一：全球传感器研讨会 

主 持 人：颜  苑，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助理 

 

9 月 22日 

下午 

14:00-14: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14:10-16:10 

郭源生，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科技委委员、敏感元件与传感器

分会副理事长  

牟  恒，重庆德尔森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裁 

薛松生，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传感器领域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 

黄  庆，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 

常  旌，森萨塔科技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兼

亚太区总经理 

《面向传感器应用的硅基集成电路和 MEMS 技术》 

赵  超，中科院微电子所任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发中心主

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千人计划 



 

16:10-16:20 休息 

 

16:20-18:40 

满君丰，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计算机学会理事，

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点带头人，“智能感知与网络化控制”

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方向带头人 

王永虹，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MXCHIP）CEO                        

张曙光，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 

黄  河，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资深总

监 

《SoC 调理芯片助力国内压力传感器厂商腾飞》 

刘卫东，北京久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  总，深迪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宾，北京升哲科技有限公司 

分论坛二：封装测试研讨会 

主 持 人：曹立强，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分论坛秘书长：于大全，华天科技技术总监、先进封装研究院院长，华天科技（昆山） 

                      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  安，南通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官、业务发展副总裁； 

              关  牮，上海微技术国际合作中心封装测试总监 

9 月 22日 

下午 

14:00-14: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14:10-15:50 

彭  安，南通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官、业务发

展副总裁 

于大全，华天科技技术总监、先进封装研究院院长，华天

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  腾，比利时鲁汶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和微电子博士学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EMBA学位。现担任上海微技术

工研院首席战略官，上海微技术国际合作中心总裁 

周晓阳，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曹立强，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总经

理 

15:50-16:00 休息 

16:00-17:40 

段  飞，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谢志峰，江苏纳沛斯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分论坛三：VR和 AR·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研讨会 

主 持 人：林  伟，「大麦村」智能硬件生态孵化器创始人、智能硬件产业生态联盟  

                  (IDEA) 理事长、IC 咖啡早期共同发起人 

分论坛秘书长：张阳阳，京东智能，洋葱妹发起人,合肥学院经济学学士 

 14:00-14: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9 月 22日 

下午 

 

 

 

 

14:10-15:50 

《智能穿戴与传感器》 

董  涛，深圳市爱魔客电子有限公司 CEO，爱魔客 imco品

牌创始人 

《如何打造智能硬件爆款》 

张昕尉，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基于 NB-IOT 窄带物联网的智能产品》 

俞文杰，欧孚通信 CEO,中国可穿戴产业推进联盟理事，中

国钟表协会会员，全国低功耗广域网络产业联盟会员 

《物联网设备的安全风险和应对策略》 

樊俊锋，纽创信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未来的购物与购物的未来》 

彭思立，美宅创始人 CEO，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人民大学

MBA企业导师 

15:50-16:00 休息 

16:00-17:40 

《基于 3D 动作捕捉的虚拟现实全身互动体验》 

方  彤，梦宇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和总经理，前西门

子美国研究院资深 3D 技术专家 

《万物皆联，感知智慧》 

潘秦华，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重新定义智能家居》 

项立刚，720（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关村现

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北京 3G 产业联盟副

理事长、秘书长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分论坛四：“大联大”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研讨会 

主 持 人：孙丕宏，成都嵌入式行业协会秘书长，成都天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分论坛秘书长：孔慧芳，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导，汽车电子与测控技术研究所所长， 

                     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李献坤，芮锶珂（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刘振春，上海菩来嘉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十余年 Delphi 、IBM、 

                      Infosys、Toshiba 等跨国公司工作经历 

9 月 22日 

下午 

14:00-14:10 主持人致辞 

14:10-16:00 

《新时代汽车的进化——车联网技术》 

林建和，大联大控股旗下世平集团应用技术处资深技术总

监 

《智能汽车的芯片技术发展》 

王文信，杰发科技（合肥）有限公司（MTK子公司）总经理 

李克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系主任、“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吴甘沙，驭势科技 CEO ,前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 

沈海寅，智车优行科技有限公司 CEO，曾任 360 副总裁、金



 

山软件集团副总裁 

16:00-16:10 休息 

16:10-17:50 

《车联网大数据带来车险变革》 

李献坤，芮锶珂（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中国 V2X 车联网的本土化必由之路》 

刘振春，上海菩来嘉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人 

罗  蕾，中联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子科大教

授，博导 

《车载网联 5G技术提要》 

贺思聪，吉利汽车车载网联技术部 高级技术专家 

秦  岭，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宁波芯路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前展讯首席运营官 

分论坛五：物联网创新方案暨开发者创客成果论坛 

主持人&分论坛秘书长：王  勤，我爱方案网副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电子分销商分会 

                     (CEDA)常务理事 

9 月 22日 

下午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5:50 

方案主题演讲 

《基于 Infineon 的物联网创新方案》 

《基于 ST 的物联网创新方案》 

《基于 Broadcom 的物联网创新方案》 

《基于 MTK 的物联网创新方案》 

《基于 Microchip 的物联网创新方案》 

15:50-17:30 

创新主题演讲 

刘宗孺，Broadlink CEO  

《全球创客大赛优秀项目分享》 

曾  雨，银河风云董事长 

《全球创客大赛优秀项目分享》 

邱  楠，狗尾草机器人 CEO  

王  磊，科大迅飞开放平台总监  

刘  杰，博士，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电子分销商分会秘书长,

半导体方案专家,我爱方案网/快包平台 CEO  

17:30-18:10 

 

圆桌讨论：物联网应用如何创新？产品如何快速赢得市场

认同？ 

主持人：刘杰博士,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电子分销商分会秘书

长 

圆桌讨论嘉宾： 

俞文杰，欧孚通信 CEO  

刘宗孺，Broadlink CEO  

华为 NB-IOT 应用负责人 （拟邀） 

王玉成，好上好控股 CEO  

曾  雨，银河风云董事长 



 

分论坛六：工业 4.0·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研讨会 

主 持 人：杨  静，新智元创始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 

9 月 23日 

上午 

9:00-9: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9:10-12:30 

嘉  宾，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服务机器人，正在走入我们的生活》 

李立军，慈星股份执行副总裁、慈星机器人董事长 

赵  勇，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

事长 

胡华智，广州亿航(Ehang)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刘雪楠，中国人工智能协会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专业委

员会专家，北京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北京康力

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机器人研发及应用普及的创新方式》 

陈志成，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基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华科学艺术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工业

大数据专委会主任、中国通信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理事、北京格分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雷欣，出门问问 CTO，前谷歌科学家 

《人形机器人市场价值》 

王  峻，南斗星仿真机器人有限公司 CEO 

《传感器在仿人机器人身上的应用》 

陈宏福，杭州欢乐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RT 时代的链接和人工智能+》 

夏志敏，上海人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分论坛七：大数据·金融支付·金融互联网研讨会 

主 持 人：张  楚，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 

分论坛秘书长：张云泉，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夏明武，拉卡拉高级数据架构师，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理事 

 

9 月 23日 

上午 

9:00-9: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9:10-12:30 

《移动支付的芯片支持方案》 

施  雷，上海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舒  明，顺丰金融事业群 CEO、集团副总裁 

《天河超级计算机上的硬硬和生物医药大数据研究》 

彭绍亮，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天河生命科学计算方向负

责人，华大基因研究院 “特聘教授” 

何万青，360高级技术总监，前英特尔高性能计算架构师 

《以 TEE 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支付终端安全》 

张  楚, 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张传明，北京支付有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支付界

网站创始人 



 

《面向高性能大数据处理的开源软件包》 

贾海鹏，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

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邢  妍，商汤集团商务总监 

陈曙东，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现任中科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数据交易技术中心主

任 

嘉宾演讲 

分论坛八：智慧养老·移动医疗研讨会 

主 持 人：赵  伟，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分论坛秘书长：彭绍亮,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天河生命科学计算方向负责人，华大 

                      基因研究院 “特聘教授” 

分论坛副秘书长：杨  俊，成都俊优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 

 

 

 

 

9 月 23日 

上午 

9:00-9: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9:10-12:30 

嘉宾演讲 

胡  健，深圳市美达尔前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

东君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智慧养老云服务平台》 

王  蒙，博士，中科西北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慧，深圳市大通高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嘉兴统捷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俞  青，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电子工程系博士，杭州美诺泰科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华美

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  伟，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日本留学眼

科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 

时占祥，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华瑞博特科技有限公

司，医疗机器人 

宋银峰，北京博实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COO、汇创宜泰州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分论坛九：CCTV 证券资讯频道《聚焦新三板》---物联网专场对接会 

主 持 人：李  颖，CCTV 证券资讯频道《聚焦新三板》制片人、主持人 

分论坛秘书长：杨  阳，怡和创投投资副总； 

              王雪松，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场外市场总部高级经理 

9 月 23日 

上午 

9:00-9:10 主持人/领导致辞 

9:10-12:30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项目路演+提问互动 

参会投资机构 

华登国际、华芯投资、西部控股、盛世投资、清芯华创投

资公司、汉德资本、中科泰德、中科创投、投融中国联盟、

盛世投资、怡和创投、众富君联、中兴创投、中南资本、

坚持卓越投资、上海证券、夏鼎投资、中科赛新、深圳利

合、骐岳资本、英飞资本、云九资本…… 

投资嘉宾 王  琳，华登国际副总裁 

投资嘉宾 
盛明慧，美国硅谷风险投资基金乐得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

及董事总经理 

投资嘉宾 范  羌，中国旅美科创协会硅谷分会会长 

投资嘉宾 张  驰，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投资嘉宾 范洪福，中兴创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投资嘉宾 郑安吉，浙江钛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投资嘉宾 卢  剑，中科赛新总监 

投资嘉宾 杨  阳，怡和创投投资副总 

投资嘉宾 王雪松，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场外市场总部高级经理 

投资嘉宾 商立伟，中科泰德 

投资嘉宾 邱  谆, 云九资本董事总经理 

投资嘉宾 郑礼生，骐岳资本合伙人 

投资嘉宾 林  斌，英飞资本总经理 

投资嘉宾 朱俊峰，西部控股总经理 

投资嘉宾 孙  剑，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投资分析 

投资嘉宾 栾年生，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更多重量级投资嘉宾、机构陆续邀请中，敬请期待！ 

9 月 23日 

中午 
12:30-14:00 午休 

9 月 23日 

下午 

14：00-17:00 

参观考察 

时间 参观企业 内容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报名方式 

1、论坛将设立会议官方网站，在线报名、参展报名以及会议详情查询可登录中

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会议平台：国内快速访问网址：www.ciotc.com；国外快

http://www.ciotc.com/


 

速访问网址：www.globalsensorsummit.com。 

2、论坛将设立微信推广文件，设立移动端报名入口  。 

 

拟邀媒体 

合肥市相关媒体、威腾网、中关村在线、腾讯科技频道、新智元、畅享网、我爱

方案网、电子元件技术网、无线互联科技杂志社、速途网、物联国际新闻网、IT168、

泡泡网、《智慧圈》、硬蛋网、华强电子网、《电器》杂志社、计算机世界杂志、

电子创新网、AI《汽车制造业》杂志、芯师爷·今日芯闻、戴客网、中翼网、创

业英国、工控帮、机器人库、阡陌爱农、支付界、谛听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报、

电子发烧友、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智慧农业网、留学生们…… 

http://www.globalsensorsummi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