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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功召开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 

       2014年3月10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
术应用协会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驰，中国机
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宋晓刚理事长、
北自所张入通所长、聂尔来副所长、岳
秀江副所长、李金村副所长出席了此次
会议。参会的还有来自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等理事单位的近90位委员。 

       会议提名聘任了新的秘书长、秘书
处汇报了2013年的工作总结、各分支机
构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最后讨论了协会
的工作。 

 

 

一、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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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协会秘书长聘任更换工作 

       协会秘书长负责主持处理日常事
务工作，协调、管理办事机构，在社
团工作中处于关键地位。我协会秘书
长领导岗位空缺两年，对协会工作的
正常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在中机联
和北自所的督导和协调下，协会于今
年3月10日完成新秘书长的提名聘任
工作。使协会工作又重新有序开展起
来。 

一、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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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3、完成PLCopen中国组织换届工作 

       PLCopen国际组织与中国机电一
体化协会合作自2005年9月成立中国组
织以来，为满足业界需求、推动
PLCopen在工业控制领域不断发展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 

       根据未来工作需要，协会在征得
PLCopen国际组织许可下，于今年上半
年启动其中国组织的换届。新一届的中
国组织主席将由严义教授担任，秘书长
将由李卫忠担任。换届会议也将在数字
工厂大会期间举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与软件研究所所长  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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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组织工作 

4、完成部分法人离任审计工作 

       自4月2日开始，协助中机联审计工作部开始对王军2002年1月
至2014年2月其担任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法定代表人期间
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中机联副总会计师兼主任段英才、资
产财务部崔岱玮处长和审计工作部解梦，机电一体化协会宋晓刚、
王军、黎晓东等，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张建文、张平等前后参
与了审计。 

      目前已经完成了2011年至2014年经济责任工作。2002-2014
年正等待上级机关安排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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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5、完成我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的起草工作 

       分支机构是我协会根据行业发展和业务活动需要，依据行业或
专业范围划分或会员组成特点，经理事会批准设立的从事某专业、
某领域或某专项事业及服务的机构。 

       为规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分支机构管理，促进分支
机构科学发展，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登记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4〕38号）
和《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协会
工作实际情况，秘书处经历调研、征询意见、秘书长办公会讨论等
过程，制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拟将提交本次理事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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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6、筹备成立智能工厂分会 

       为顺应制造业的全新变革，满足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数字
化、自动化、信息化等工业智能科技的迫切需求，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的平台作用，由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甘中学博士、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孙云权博士作为主要发起人，并联合了国
内企业、高校、院所、行业组织等单位向我协会申请成立“智能工
厂分会”。 

       经筹委会开会决议、提请申请、秘书处研究、筹备会2次专程来
协会汇报筹备工作、秘书处发出意见征询函等阶段。我们认为前期
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现提请本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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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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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功举办“2014中国智能工厂建设发
展大会”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当前正在经历着转型
升级的长期过程，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主力军，
我国制造企业依靠以“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智
能化”为特征的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
正在积极参与到智能工厂建设的进程中。 

      为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能源效率、实现生产智
能化和有效管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共同主办的
“2014中国智能工厂建设发展大会”于2014年5月8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 

      该会议是同期召开的“2014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工业企业、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16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共探讨智
能工厂在现代工业体系发展中的必要性以及工业革命
给制造业带来的机遇。  



二、会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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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心筹备“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 

      举办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DFC‘2014）是
我协会2014年最重要的活动，也是协会调动各方资
源倾力打造的专业性品牌盛会，也是我协会第十八
届FA/PA 展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 

      为此，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工信部杨学山副部长、
航天科工二院的李伯虎院士、德国国家工业4.0科学
顾问Thomas博士、IDC全球副总裁Holmes博士、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研究员 、
法国达索公司、IBM公司等高层领导和专家共同探讨
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数字工厂创新与发展。 

      该会议是由一个主旨论坛和三个平行论坛构成，
话题多样、内容新颖。同时协会还将全国自动化系
统的标准化工作会议、PLCopen换届会议、Sercos
的技术交流会议等相关活动安排到本次大会中。这
将是本年度自动化领域资源较为集中的一次盛会。  



三、展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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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心筹备“第18届FA/PA 展览会” 

      （1）继续主办第18届国际现代工厂/过程自动
化技术与装备展览会（2014 FA/PA），在3月份以
前完成了展会的批文及商务、海关等部门的报批工
作。 

     （2）继续探索联合办展的模式，与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的“多国仪器展”联合办展。在去年共同主
办展览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协会逐步参与主导，
加强组展、招展能力、创办展会配套活动。 

    （3）动员协会所属分会、专业委员会参与到
2014 FA/PA展览会中，并鼓励和资助分支机构协助
招展，举办相关技术交流会议、论坛、商务洽谈等
活动。 

    （4）展会将于9月23-26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顺义新馆）展出，届时欢迎各位理事莅临参观。 



三、展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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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展览会” 

       协会秘书处携下属PLCopen中国组织、
Sercos国际协会中国办事处参加了5月13
日到5月15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15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协
会在德国展团馆设有专门展台。在展会现
场发放协会宣传资料、发放协会刊物、介
绍协会业务、接待协会会员单位和理事单
位的来访、现场发展会员。 

      会议期间协会还举办了“智能工厂大
会”、“PLCopen专题技术交流会”等活
动。 



1、期刊工作 

      按照年初设定的《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杂志出版计划，上
半年度已经完成5期杂志。 

2、大会专刊 

     与《e制造》合作完成“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专刊的出版。 

3、文集汇编 

      ● 完成“2014中国智能工厂建设发展大会”会刊的出版。 

      ● 完成“2014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文集汇编的出版。 

4、协会网站 

      按照今年的工作计划，完成协会网站（一期）改版上线工作，
作为今年的过渡。协会官网二期的需求设计已经完成，将于10月启
动开发设计工作，预计年底上线测试。 

四、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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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上半年共考察和接待重要来访5次，促进了协会与国际机构、
企业和理事单位的沟通与联络。 

1、考察北京华夏莱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月14日，由黎晓东秘书长带队一行3人考察了协会理事单位北
京华夏莱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探讨双方在教育培训领域合作及课
程开发、资格认证等内容。 

2、PLCopen国际组织执行主席 Eelco 先生来访 

     3月10日，在协会秘书处，由黎晓东秘书长接待了PLCopen国际
组织执行主席 Eelco 先生和协会理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与软件
研究所所长严义教授。主要讨论协会与PLCopen下一步合作问题及
中国组织换届事宜。 

3、德国科斯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来访 

     6月7日，德国科斯特自动化系统公司总裁艾瑞克一行4人到协会
考察，商谈双方在自动化教育培训领域的合作。 

 

五、考察来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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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上半年共考察和接待重要来访5次，促进了协会与国际机构、
企业和理事单位的沟通与联络。 

4、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来访 

     6月17日，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人及市场部经理
一行3人到协会来访。商谈在会议、标准化、产品在机器人行业应用
等合作。 

5、宁波智畅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来访 

     7月18日，宁波智畅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CEO、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孙云权 博士一行3人到访协会，专程汇报成立智能工厂分
会的相关事宜。 

五、考察来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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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秘书处部门及工作分工调整  

遵照协会章程，为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秘书处建设与管理，3月17日，
宋晓刚理事长专程到协会主持召开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听取
了黎晓东秘书长关于2014年重点工作的汇报，并对协会秘书处建设
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2014年工作重点方案
和秘书处部门及负责人分工事宜。 

综合管理部：负责起草协会文件，组织协会内部会议，人事管理，
文档管理，与主管部门沟通与联系。 

研究发展部：负责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产业、技术研
究与发展规划，行业课题的提出、调研和完成，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工作，为经济、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咨询服务。 

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协会的国际联络与外事活动，建立协会同有
关国际相关组织的关系，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管理国际组织设在协
会的秘书处工作（PLCopen中国组织、SERCOS国际组织）。 

六、秘书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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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财务部：严格执行国家财政法规、制度，遵守财经纪律，按照
国家财务、税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财务管理工作，并负责
协会资产统计管理工作。 

会展工作部：负责协会展览工作的规划，协调整合外部展览资源，
策划立项新的展览项目，主办展览的筹备、实施、招展等工作，技
术研讨、学术交流、专题研究等其他会议的组织工作。 

会员发展与服务部：负责会员管理工作，并建立和完善会员单位管
理数据库；组织筹办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搭
建会员间、协会及会员间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加强在客户服务方
面的能力，为协会的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协会的客户提供力所能
及的附加服务，如媒体专访、走访企业、网站平台宣传和与会员单
位保持沟通。 

 

六、秘书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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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与传媒部：负责协会官方网站的技术开发与维护运营，内
部OA办公系统的开发与维护，会刊《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编
辑出版，条件成熟的时候负责开展行业信息统计工作。 

教育培训中心：负责新技术、新工艺的培训推广工作，开展“机电
一体化”领域的技术培训工作，与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
以及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培训课程，在国内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教育培
训基地。 

 

2、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为规范协会日常工作和民政部对协会评级的要求，秘书处正逐步
完善和制订各项管理制度，并推进各项制度的执行实施。 

 

六、秘书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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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中机联继续完成王军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协助整改，
完成法人变更手续。 

2、举行“智能工厂分会”成立大会。 

3、参加上海工博会，并在展会上举办相关技术交流活动。 

4、开发协会官方网站（二期），争取年底上线测试。 

5、调研分支机构现状、召开座谈会，学习实施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6、制定2015年工作计划。 

7、筹备年底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 

七、下半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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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欢迎各位发表意见对工作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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