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 

暨智慧海南新基建与人才培养高峰会 

大会简介 

 

一、大会背景 

物联网作为七大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核心产业近年来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全球主要科技

强国和科技巨头都在全面布局物联网。 

全球物联网大会创办于 2017 年，历经三届，布局全球

20 多个物联网主要国家和区域，已经成为物联网行业的风向

标，带动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物联网热潮。 

时逢“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决胜之年，同时也是保

障“十四五”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全球物联网大会迎来了

第四届全球峰会。 

2020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智慧海

南总体方案（2020-2025 年）》经中央批准正式发布，智慧

海南建设全面启动。全球物联网大会将携中外国际物联网的

丰厚沉淀，千家物联网头部企业齐聚海南，为海南信息智能

岛建设开创新的局面！ 

 

 



 

二、组织架构 

大会主题 寻找超越者·迎接智能时代 

地    点 中国海南省海口市 • 新燕泰大酒店 

时    间 202  2020.12.17-2020.12.20 
 

指导单位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主办单位 

 

联合主办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中国文化促进会电子竞技委员会 

承办单位 艾欧提物联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智创高科共享产业园（海南）有限公司 

特约承办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天宇科技有限公司 

特约协办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 智钧（深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中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谊和永邦(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南京斯图加特展览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优护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兴智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特约媒体 环球财经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凤凰网海南频道 

特别支持

（政府及友

好机构） 

海南省会展局、海口市会展局、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

智慧工程研究院、赛迪区块链研究院、中国电子商会

区块链专委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互

联网法院、国际数权经济合作联盟、国研智库&清华

X-LAB 数权经济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产业联

盟、中华护理学会、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广州区

块链产业协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中国-

日本无线传感器创新中心、中国-芬兰物联网创新中

心、中国-巴基斯坦物联网创新中心、中国-伊朗物联

网创新中心、中国-西班牙物联网创新中心、中国-日

本智慧健康创新中心、中华健康服务与科技应用发展

促进会、中关村物联网亚太工作委员会、西安市信息

系统运维行业协会、日本 AI 与物联网产业联盟、芬兰

超级物联网产业联盟、西班牙浙江总商会、美国湾区

物联网产业联盟、韩国物联网产业协会 

特别支持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海尔学联网、海尔



企业 海尚海、京东集团、欧普照明、京东方、华为、联想、

神州数码、中关村信息谷、时代凌宇、金山云、德国

莱茵、紫光云、中通服、中海油信息技术（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茂烨智能控股有限公司、中铁文旅

投资集团、中健优蓝、找 IT 众创平台、中铁太阳谷国

际康养小镇、幸福公社、蓝卡集团、链人国际、春雨

医生、弗莱威机器人、永爱医养、优频科技、易享生

活、法国电信（ORANGE IOT LAB）、德国 K.I.T. 

Group、英国国际医疗集团 IHG、美国美瑞魅力花园、

台湾松能、台湾华惠 

联合支持

机构 

台湾物联网协会、香港物联网商会、北京物联网学会、

北京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

会、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协会、深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

应用协会、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山东省物联网协

会、河南省物联网行业协会、湖南省物联网行业协会、

陕西物联网产业联盟、福建省物联网行业协会、厦门

市物联网产业协会、山西省物联网产业技术联盟、贵

州省物联网发展促进会、江西省物联网行业协会、中

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工业 4.0 俱乐部、网信

军民融合发展联盟智慧物联专委会、杭州市物联网行

业协会、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青岛市物联网协

会、珠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宿迁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合肥市物联网产业协会、宁波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

协会、无锡“感知中国”物联网商会、重庆区块链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福建省区块链协会、贵州区块链协

会、上海区块链协会、江苏区块链协会 

媒体支持 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CCTV、光明网、北青网、

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经济网、今

日头条、网易、新浪、搜狐 

 

三、大会主席团 

执行主席 王正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联席主席 姚健铨院士、倪光南院士、朱德成（国家物联网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詹长智（海南物联网产

业协会 执行会长）、陈金苺（台湾中华妇女创业协会  

中国首席代表）、傅明（国际数权经济合作联盟主席）、

李世强（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台长）、陈联胜（中国

国际教育电视台副台长）、赵京城（《环球财经》杂

志总编辑）、穆津（智钧（深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潘千里（著名建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王英魁（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电竞管委会常务会

长、  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研究院首席专家）、

Bernhard Plattner（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副校

长）、Fá tima Barros（葡萄牙国家通讯监管署



(ANACOM)董事长、2015 年 BEREC/IRG 主席）、

Wilhelm Eschweiler（德国联邦互联网署(BNetzA)

副署长、2016 年 BEREC/IRG 主席）、Pedro Ferreira

（BEREC 联络网主席、葡萄牙国家通讯监管署

(ANACOM)主席）、Göran Marby（瑞典 PTS 电信

署署长）、Kevin O’Brien（冰岛 ComReg 通讯管

理委员会主席）、Lidia Kozłowska（波兰 UKE 电信

署副主席）、Marc Furrer（瑞士联邦电信署主席） 

 

四、特邀嘉宾（拟邀） 

院士专家 邬贺铨院士、姚健铨院士、沈昌祥院士、倪光南院

士、张学记院士、李幼平院士、刘经南院士 

海南领导 沈丹阳（海南省副省长）、王静（海南省工信厅厅

长）、黄家林（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

颜人才（海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彭伟（海南省商

务厅副厅长）、韩圣健（海南省国际经济发展局局

长）、马力（海南省大数据局总工程师）、董学耕

（海南省大数据局局长）、张欲晓（海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创新与高新处处长、智慧海南专家）、

朱东海（海南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物联网与基层

治理专家） 

重要嘉宾 汪光焘（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建（原人社部副

部长、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石定寰（国务院参

事，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长、原科技部党

组成员）、余延庆（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兼

智慧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优质投资项目专家审查

委员会副主任）、张景安（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

技日报社原社长）、刘兆彬（原国家质检总局总工

程师、中国质量万里行会长）、闫青春（原国家老

龄委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巡视员）、聂梅生（全

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清华大学校友会房地产协

会会长）、刘权（赛迪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应岚

（中华护理学会秘书长）、郭源生（九三中央科技

委副主任、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康金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

国国际工程教育中心特聘战略专家）、张荣久（原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邱青森（山东省政

府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经信委原总工）、徐

涛（人民日报社数字传播公司董事长）、张慧青（全

国工业互联网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 济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宝山（筑医台创始人）、

朱绵茂（海南政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智慧

海南专家）、马进（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副秘书长）、邢莹（全球物联网职业教育大会组委

会主席、全国物联网职业能力评价工作委员会首席

专家）、陈玉琢（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养老产业

委员会会长）、江书平（中房协养老地产与大健康

委员会秘书长）、郑荣昌（欧洲中医药发展促进中

心/英中总商会副会长）、陈光耀（中华肿瘤医学发

展协会/台北荣民医院理事长）、刘维林（中国老年

学和老年医学会会长）、王金玉（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主任）、李玉峰（中国中医药

信息学会医养居分会会长）、汪爱琴（301 医院原

副院长）、韩萍（小汤山医院原副院长）、李晨玉

（人民日报《健康时报》总编助理）、何小龙（国

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宝安（航

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周平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

主任）、李鸣（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区块链研究室主任）、魏波（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

研究员）、任豪（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理事长）、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张雯（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刘小龙

（北航科创园总裁）、赵晓芳（中科院计算所计算

机应用研究中心主任）、钱晖（中国大数据产业生



态联盟财经大数据专委会主任）、朱幼平（国家信

息中心经管网副主任）、马方业（经济日报副总主

编）、李银科（中国电子商会区块链专委会秘书长）、

陈意斌（福建省区块链协会秘书长）、谢秉鑫（雄

安新区智能城市创新联合会会长）、迟胜（全球智

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组委会秘书长、

中关村物联网智慧健康专委会主任）、王德本（中

国文化管理协会电竞管委会执行会长、华鼎国学研

究基金会年文化基金会副主任） 

专家学者 王立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李文正（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周晓芳（昆士兰大

学教授、先进数据分析研究中心主任）、李广乾（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纪珍（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副院长）、钟宏（国研智库&清华 X-LAB 数

权经济实验室主任）、胡继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赵永新（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家教授）、沈群红（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子彬（中山大学软

件工程系主任、教授） 

企业嘉宾 黄孝斌（时代凌宇董事长）、卢朝霞（东软熙康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张霞（东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CTO&CKO，高级副总裁）、蔡奭旻

（优护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杨



（中铁文旅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程耀贵（蓝本科

技董事长）、于浩波（蓝卡集团董事长）、孙大雨

（中基协会房地产与物业分会专家）、石彤（北京

寰能天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御力（幸

福公社董事长）、彭涛（中健谷执行董事）、何小

健（春雨医生副总裁）、张朝辉（海南华夏鼎辉董

事长）、王永军（海南军朝文旅董事长）、梅雪艳

（美国魅力花园养老服务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Jessica（IHG 英国医疗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张明

存（台湾华惠健康董事长）、严挺（北京众享比特

科技董事长）、段林霄（中国丝路集团 DTI 数字贸

易/微观科技总经理）、马臣云（北京信任度科技总

经理）、邓迪（北京太一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伟（杭州趣链科技董事长）、李青山（北

京国信云服科技董事长）、李斌（杭州复杂美科技） 

 

国际嘉宾 宋瀚思 （南京斯图加特展览公司执行董事）、

Hartmut Kremling（沃达丰 5G 大使、沃达丰企业

董事会主席）、严更真（SIGFOX 中国区总经理、国

际物联网创新中心主任）、Matti Kinnunen （芬

兰超级联盟基金项目总监，芬兰奥卢大学高级研究

员）、刘劲（日本 AI 与物联网联盟理事长）、比尔



萨特（硅谷银河基金创始人，著名区块链投资人）、

Nicolas Carlson 博士（人工智能专家、威讯通信首

席科学家兼研发副总裁）、Hertford King（IHG 英

国医疗集团董事长）、Tom Kosnik 博士（哈佛大学

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FounderX 基金合伙人

《啮合创业：在斯坦福学创业规划》著名作者）、

Steve 博士（斯坦福大学汽车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Christina Zhu-Weaver（Y-Labs Ventures）、王

馨艺（剑桥奥德馨仪创始人） 

 

五、大会议程 
    

 第一天 - 2020.12.17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及创新成果点映  

 第二天 - 2020.12.18 全球物联网大会主旨论坛  

 第三天 - 2020.12.19 全球物联网大会平行论坛暨智慧海南新基建与人才培养高峰会  

 第四天 - 2020.12.20 
献礼全球物联网大会落地海南 

天启星座第十颗卫星暨“全球物联网号”发射观摩活动 
 

    

 第一天 - 2020.12.17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及创新成果点映  

 10:00-22:00 嘉宾报道  

 14:00-16:30 2020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  

 16:30-18:30 
2020全球金丝结物联网“一带一路”联结大会 

主题：五彩物联网 全球金丝结 （海外及国际嘉宾专场） 
 

    

 第二天 - 2020.12.18 全球物联网大会主旨论坛  

 08:00-09:45 合影&欢迎致辞  

 08:30-09:00 嘉宾签到及全体合影  

 09:00-09:15 1、宣读贺信（周铁农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领导致辞：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 

3、领导致辞：汪光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建设部部长） 

 09:15-09:30 

国际及港澳台嘉宾致辞： 

1、 线上致辞（芬兰、德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美国、意大利等） 

2、 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代表 

 

 09:30-09:45 

揭牌启动仪式： 

1. 人民日报百万融屏进社区 

2. 智慧海南物联网项目签约 

3. 海南物联网实训基地揭牌 

 

 09:45-10:15 主题演讲  

 09:45-10:00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主旨演讲  

 10:00-10:15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主旨演讲  

 10:15-10:30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健铨主旨演讲  

 10:30-10:45 
深圳大学副校长张学记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会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主旨演讲 
 

 10:45-11:00 海南省委办局领导演讲  

 11:00-11:15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董事长徐涛主旨演讲  

 11:15-12:00 圆桌论坛  

 11:15-12:10 

圆桌主题：智慧海南与全球化之路 

主持人：傅明 

嘉宾：康金城、李世强、赵京城、郭宝安、詹长智、王英魁、张霞 

海南发改委代表、海南工信厅代表 

 

 12:10-13:30 午餐  

 13:30-17:30 全球“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网络大会暨第二届卫星物联网新基建峰会  

 13:30-13:50 

政府领导致辞： 

1. 海南省政府代表致辞 

2. 石定寰（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原科技部党组成

员、秘书长，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战略研究组组长） 

3. 张荣久 （原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 

 

 13:50-14:05 
刘经南院士（原武汉大学校长，现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旨演讲 
 

 14:05-14:20 
余延庆（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兼智慧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优质投

资项目专家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主席）主旨演讲 
 

 14:20-14:35 
吕强（中国卫星物联网产业联盟理事长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旨演讲 
 



 14:35-14:50 高文宝（京东方集团副总裁）  

 14:50-15:05 董汉军（海尔集团海上海董事长）  

 15:05-15:10 茶歇  

 15:10-15:25 黄孝斌（时代凌宇董事长）  

 15:25-15:40 蒋志祥（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  

 15:40-15:55 蔡奇男（研华科技(中国)工业物联网事业群总经理）  

 15:55-16:10 金山云（待定）  

 16:10-17:00 
圆桌论坛：空天地海与新基建创新发展；主持人：李文正 

嘉宾：邱青森、刘小龙、张欲晓、朱东海、马进、企业嘉宾（待定x2） 
 

 18:00-20:00 2020全球物联网嘉年华  

 

18:00-20:00 

黑科技大赛创新成果点映“GIC-艾欧特大奖”颁奖仪式  

 

1. 物联网黑科技TOP10强奖 

2. 物联网“20年20人”风云人物奖 

3. 物联网“超新星”最具价值奖 

4. 物联网+新基建最佳解决方案奖 

 

    

 第二天 - 2020.12.18 全球物联网大会平行论坛一  

 13:30-17:30 
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 

暨海南自贸区国际生命科学岛启动仪式 
 

    

 第三天 - 2020.12.19 全球物联网应用需求与产业对接大会暨智慧海南新基建与人才培养高峰会  

 09:00-12:00 全球物联网应用需求与产业对接大会暨智慧海南新基建与人才培养高峰会  

 

09:00-12:00 
大会平行论坛二  

 全球物联网职业教育大会  

 

09:00-12:00 
大会平行论坛三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仪式  

 

09:00-12:00 
大会平行论坛四  

 中国电梯物联网联盟2020会员代表大会研讨会（闭门会议）  

 12:20-13:30 午餐  

 14:00-17:00 智慧海南产业对接专题会（闭门会议，仅限特邀企业参加）  

 需求方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大数据局、海南省发改委、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商务厅、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省各地市政府、海南省相关产业园

区等政府相关单位 

 



 对接方 
联盟重点企业、黑科技大赛历届获奖单位、各联合主办单位、重点支持单

位等相关企事业单位 
 

 18:30 集合地点搭乘大巴前往文昌卫星发射基地  

    

 
第四天 - 2020.12.20 

献礼全球物联网大会落地海南 

天启星座第十颗卫星暨“全球物联网号”发射观摩活动 

 

 

11:00-12:00 

举行天启星座第十颗卫星暨“全球物联网号”发射现场交流会 

 

本届大会联合承办方之一北京国电高科公司将于2020年12月20日在海南

发射天启星座的第十颗卫星！为全球物联网大会落地海南献礼。届时，参

加本届大会的重要嘉宾将受邀前往基地现场观摩卫星发射的壮观景象！ 

此次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第十星，将全面助力智慧海南建设，

打造海南“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网络建设，服务于海南物联网数据业务，

实现全球半小时以内时间重访，终端接入服务能力突破千万级规模，从而

满足电力物联网、矿山水文监测、海洋牧场、智能集装箱、生态环境监测、

森林防火、绿色矿山和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通信需求，全面提升我国全球

数据获取能力。 

 

 

 12:00-13:00 卫星发射及全体合影  

 13:00-14:00 返回海口机场或自由活动  

    

*机构及嘉宾为拟邀，最终解释权归全球物联网大会组委会所有  



六、参会方案 

参会嘉宾权益 普通嘉宾 VIP 嘉宾 参展嘉宾 

主会场参会 √ √ √ 

分会场参会 √ √ √ 

酒店住宿（2 晚）  √ √ 

自助午餐（2 天）  √ √ 

嘉年华晚宴  √ √ 

产业对接会  √ √ 

物联网云上展  √ √ 

标准展台   √ 

费用 免费 2,980 15,000 

* 大会其他合作、冠名赞助及 VIP 嘉宾申请请与组委会电询。 

1. 报名 VIP 嘉宾及展台嘉宾，请联系组委会 

2.  标准展台（1 米宽 2.5 米高展示板两块，问询台 1 个，椅子 2

把，电视 1 台，展区 2m*2m） 

3. 组委会联系电话：010-6268 0842 

4. 参会联系人：王啸：135 2216 6505 

  赞助及合作联系人：袁帅 188 1091 9305 

5. 嘉宾费用和展位预订请付款至：全球物联网大会组委会 

收款单位：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开户行：招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账户：110 912 616 010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