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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要点 

 

黎晓东 

 

各位理事： 

2017年全行业继续深入贯彻《中国制造 2025》，实施智

能制造工程，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关键技术产业化，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实现了“十三五”的开局之后的良

好发展。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在各位领导和理事的

关心支持下，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现在，我代表秘书处向理

事会汇报 2017年协会开展的主要工作及 2018年协会工作要

点，请予以审议。 

 

第一部分：2017 年协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组织工作 

（一）成功组织完成了协会的换届工作 

2017 年 3月 24-25 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

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会员代表 130 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了第六届理

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了监事会成员。经过第六届理事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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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聘任了秘

书长和副秘书长。 

（二）完成协会换届后的各种变更、备案和年检工作 

换届完成后，秘书处完成了协会负责人备案、章程备案、

法定代表人变更、银行和税务证照变更等工作，为协会今后

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政部在公示的 2016

年度年检结果显示我会为“合格”，这是对我会工作的极大

认可。 

（三）举行职业教育分会的成立仪式 

2017 年 1 月 21 日，我会在山东青岛黄岛职教中心举行

了职业教育分会成立大会暨智能制造技术与职业教育人才

培训交流研讨会。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科技部高新

司副司长杨咸武，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主任、黄岛区区长李

奉利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国的职教分会发起单位、有关

新闻媒体等 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国机电一体化技

术应用协会职业教育分会工作条例》；投票选举了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 

（四）筹备成立“电能系统分会” 

为适应电源行业发展的需求和满足广大电源企事业单

位的迫切要求，本着与时俱进和促进新电源产业健康发展的

思想，我会与北京电源行业协会牵头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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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协会电能系统分会”，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意见

征询工作，并将提交本次理事会审议表决。 

（五）筹备成立“中国工业服务联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催生了两

化融合进程中工业服务化转型的新业态，而且工业服务能力

已成为工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为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

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

型制造转变，我会与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经过

充分调研和协商，共同牵头成立了“中国工业服务联盟”。

分别于 10 月 20 日、11 月 17 日在我会秘书处召开两次筹备

会，就联盟的名字、章程、会费管理办法、知识产权管理办

法及联盟 LOGO、未来工作方向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和表决。最

后成立大会定在在 1 月 12、13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会加

强与兄弟协会横向合作、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为行业服务的

一次有益尝试。 

（六）完成我会与国家行政机关脱钩工作 

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我会作为第三批试点行业协会

在今年 9 月顺利完成与国家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脱钩之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不再作为我会的业务主

管单位。根据新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党委作为我会的党建领导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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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立中共中国机电一体化应用技术协会党支部 

按照我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求和新的管理体制需

要，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的领导下，我会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秘书处举行了党支部成立仪式。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党支部的成立，是协会发展历程上的新里程

碑，站在新的起点、新的高度，协会的目标会更高，标准会

更严。协会将进一步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将党组织阵地筑

牢，扎实稳固的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党组织营造全员和谐、

阳光、正能量的良好工作氛围，为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加油

助力。 

（八）参与机电一体化职业能力及人才培养研究 

协会作为参研单位参与 2017 年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

软科学研究课题“新形势下机械行业教育培训工作体系及运

行机制研究”工作。 

二、会议交流服务工作 

（一）成功举办两个国际会议 

1．成功举办 2017 国际智能工厂大会 

为帮助制造企业了解智能工厂的新产品、新技术与行业

应用解决方案，提高制造业智能化应用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搭建国内外设备制造商、技术提供商与用户

的对接桥梁，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广州工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2～23 日在广州成功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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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国际智能工厂大会”。来自国内外各地智能工厂及工业

互联网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及政府代表近 400

余人出席了大会。 

3.成功举办第三届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 

2017 年 11 月 10～11 日，以“激发新动能，智造新业态”

为主题，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中国机电一

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制造执行系统分会、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承办的“2017 第三届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

际峰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成功举办。大会得到了上

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政府的大力支持。来自于国内外智能制

造、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相关专家

学者、企业界人士、研究机构及政府代表近 500 余人出席了

会议。 

第三届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是协会 2017 年最

重要的国际活动，是协会调动各方资源倾力打造的专业性品

牌盛会。 

（二）成功举办五个国内行业会议 

1.成功举办 2017 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2017 年 5 月 16-17 日，由我会联合承办，以“智能+时

代，智胜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

济人才峰会”在宁波余姚成功举行。本届峰会更加凸显国际

化、高端化、实效化。大会以论坛和展览展示相结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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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机器人最新前沿技术、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培训、投融

资等咨询信息。大会吸引了来自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专

家、外国专家、中外机器人知名企业负责人、智能制造领域

高端人才等 1500多位业界精英出席。 

2.成功举办 2017 智能制造&创新工程联盟大会 

2017 年 8 月 26 日，以“智能制造与创新工程让企业未

来更精彩”为主题的 2017 智能制造与创新工程大会在沈阳

成功召开，本届大会是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

办，沈阳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制造执行系统（MES）分会承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协办的。来自全国知名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的 200

余名代表出席大会。 

3.成功举办 2017 智能工厂核心技术与标准研讨会 

为推进我国智能工厂建设，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携手国内外的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和实施单位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在北京展览馆成功举办了“2017 智能工厂核心技术

与标准研讨会”，来自国内的专家和企业 200多名代表参加

研讨会。 

4.成功举办了 2017 智能制造与 MES 高峰论坛 

7 月 6 日，由我会主办，MES分会承办的 2017智能制造

与 MES高峰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届会议以“智能化、信

息化、数字化助力中国“智造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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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造船、航空航天、新能源、模具制造等行业的 200 余

名代表参会。 

5.成功举办了“从工业 4.0 理念到数字化落地专题报告

会”  

2017 年 8月 30日，《从工业 4.0理念到数字化落地专题

报告会暨第二期智造观名家讲堂》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

究所成功举办。报告会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

办，特邀宝武联合探索工业 4.0项目总监陈江宁做专题报告。

来自全国知名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的 50 余名代表出席了

报告会。 

三、展览会工作 

1.成功举办2017中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成都市人民政府于7月

26日-28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2017中

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本届展会展出总面

积共22500平方米，国内外286家知名品牌企业参与。三天展

会期间，共有全国29 个省市15365人参观了展会。展会同期

还举行了多场高峰论坛与对接合作洽谈会。这些活动为有关

参展各方及行业人士提供了获取行业信息及开展行业企业

间和跨行业合作提供了有效渠道。 

2.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广州）智能装备暨机器人博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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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广州工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广州）智能装备暨机器人

博览会于 2017年 9 月 22 -24日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成功

举办。本届展会以“驱动科技创新·深化智能制造”为核心

主题，唱响中国智造好声音。“智博会”是广州市 2015 年十

大重点引进培育展会之一。 

四、行业推动教学工作 

为培养一大批能够按照现代生产方式和产业技术进步

要求的人才，协会自 2015年启动“行业推动教学工作”。2017

年组织国内外专家走进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考

察 2 次；分别在北京、上海、洛阳开展行业推动教学宣讲 3

次，举办“PLCopen 国际工程师资格认证培训班”1 期。 

五、编辑出版与网络平台开发工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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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 6 期会刊的出版。 

（二）网站平台：改版后的协会官方网站于 2016 年 3

月正式开始上线运行，年度浏览量(PV)：83,510，是我会重

要的信息发布门户平台。 

（三）新媒体平台：协会的微信公众号自开通以来，已

经吸引了近 8593 余名粉丝关注，成为协会对外宣传的重要

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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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能大赛工作 

2017 年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职业教育分会承

办了教育部国赛中职组项目 1个，来自全国 36个省市、135

所学校的 185名学生参赛。此外，由我会主办、职业教育分

会承办的“2017年全国智能制造职业技能大赛”6 个项目，

分别是：建筑信息模型（BIM）、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电子商务营运技能、信息化教学应用、动画片制作与 VR 设

计、智能物流仓储系统应用，全年共有 261名学生参赛。 

七、考察与来访接待工作 

协会全年进行考察走访会员企业和理事单位、调研行业

发展和接待地方政府、国际机构、产业园区重要来访共 30

余次，促进了协会与政府部门、国际机构、企业和理事单位

的沟通与联络。 

 

第二部分：2018 年协会工作要点 

 

2018年是继续落实“中国制造 2025”，推动实施智能制

造“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将继续审时度势，积极探索制造业发展的新模式、适应制

造业发展的新常态，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和《制造业智能化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

方案》为工作指导方向，继续履行行业协会应有的职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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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协会的重点工作安排如下： 

一、完成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各个分支机构的

换届工作。 

二、继续推动协会的更名工作。 

三、重点完成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杭州）智能制造

大会、第四届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第五届中国机

器人峰会、第二届国际智能工厂大会、第二届中德机电一体

化职业教育国际论坛等大型会议活动的组织工作。 

四、继续推进“智能制造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和“行业

推动教学工作”。 

五、做好会员发展与服务工作。通过会议、展览、培训、

网站、微信平台等多渠道发展会员，并为会员提供更多增值

服务。 

六、做好“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华东创新服务

中心”的指导工作，推动在浙江杭州筹建智能工厂分会秘书

处的建立。借助协会的智力资源，面向华东地区为企业提供

信息、技术、人才、标准等服务，特别是在企业自动化改造

升级、机器换人等项目中起到咨询和推进作用。 

七、继续强化协会内部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争取早日

参加民政部的社会组织评估。 

八、做好协会会刊《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全年 6 期

的编辑出版工作。 



— 11 — 

九、做好协会官方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做好协会官方

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更新工作。 

十、继续做好 2018 中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

览会和第四届中国（广州）智能装备暨机器人博览会的主办

组织工作。 

十一、推动协会与广东肇庆市的深入合作。 

十二、指导组织好协会申办的职业技能大赛工作。 

十三、制定《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发展战略规

划（2019-2021）》。 

各位理事，伴随着行业发展，协会已经走过整整 28 年

的历程。在广大理事和会员单位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和成熟

起来。在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推动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为会员企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与机遇，中

国机电一体化协会将继续发挥行业平台的作用，与有关政府

管理部门、专家学者、自动化企业共同积极参与，搭建官、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工作平台，推动我国制造业

智能化的发展。 

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

生活愉快、百业兴旺、狗年行大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