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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1. 召开了协会六届三次理事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会员代表大会于2019年1月
12日在海口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理事及会员单位代表96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
议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工作总结及2019年协会主要工作要点；

•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章程》修订案；

• 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 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 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公约》；

• 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管理办法》；

• 审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协会提请开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资质等级评定》、《机电

一体化领域职业能力等级认证》和《智能制造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建议；

• 表决通过将原副会长施一明变更为莫威，将原副会长任明变更为王闰新；表决通过

新增常务理事1名、理事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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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2.召开中国工业服务联盟一届二次理事会员大会

2019年1月11-12日，中国工业服务联盟一届二次理事
会会员大会暨中国工业服务产业推进交流会在海南海口
成功召开。中国工业服务联盟理事长李亚平，吴义苗副
理事长、张炳君副理事长、钱华山副理事长，中国工业
服务联盟秘书长王继宏、副秘书长张志东、专家委员会
部分委员及联盟理事、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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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3. 成立了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为构建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为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
发展趋势，依据《国家标准法》，协会六届二次常务理事
会表决通过设立标准化委员会，六届三次理事会审议并表
决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
管理办法》。

2019年5月6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标准化工
作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
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
长黎晓东以及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专家学者
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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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4. 成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三个分标委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航空航天
智能工厂分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于2019年5月17日在杭州成
立，协会李亚平会长、王继宏副秘书长、标委会尹作重秘
书长出席见证并宣读了分标委会成立，为首届标委会委员
颁发聘书。

协会于2019年7月20日在上海市成立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
员会石油化工智能工厂分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标准化工作
委员会尹作重秘书长出席见证并宣读了分标委会成立，为
首届标委会委员颁发聘书。

2019年9月15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标准化工
作委员会机器人分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在上海大华虹桥假日
酒店召开成立大会。协会会长李亚平、秘书长黎晓东以及
苏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孙立宁等学者代表出席了此次
会议。李亚平会长向分标委会主任赵杰教授授予了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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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5. 起草协会三年发展规划（2019-2021）

为保证协会在未来三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势，推动机电一
体化行业健康平稳较快发展，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章程》，特编制《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发展规划（2019-2021）》。

本规划主要明确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的指导思想、目
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指导协会在未来三年充分发挥“提供服务，
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职能作用，是引导、协调协会健康、
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的主要依
据。为此，协会秘书处成立了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委员会和起草
小组。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给常务理事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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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6. 召开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2019年9月16日下午，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国际汽
车城瑞立酒店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及总会秘书处主要负责人共计30余人出
席了会议。经过与会常务理事代表的审议和举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成立“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分会”和“工业大数据分会”的议案；
2、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发展规划（2019-2021）》（征求意见稿）；
3、审议通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9年年会方案》提议；
4、审议通过“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技成科技有限公司”理事单位申请；
5、审议通过与江苏长江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创建智能制造培训中心以及与江苏长江智能制
造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机寰宇认证检验有限公司和中国铸造协会共同成立中机寰宇（常州）智能制
造认证检测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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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7. 成立了工业大数据分会

为深入贯彻国家大数据、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战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促进工业经济向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转变，推
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核心竞
争力和竞争优势，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接工业需求
的大数据产业集群。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东华
大学经研究决定组建“工业大数据分会”。

2019年11月24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工业大
数据分会成立大会在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第一会议室
隆重召开。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李亚平会长，工
业大数据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东华大学张洁教授以及工
业大数据分会候选理事、会员单位等36家发起单位的企业
家和会员代表出席了此次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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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8. 成立了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分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柳百成讲道“中国制造2025，是建设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
纲领性文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是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
为了更好的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推进我国制造
业快速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和竞
争优势，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经研究决定组建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分会”。

2019年12月1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产品数字
化设计与制造分会成立大会在苏州市隆重召开。协会李亚
平会长、黎晓东秘书长、苏州市工信局徐国良处长、吴中
区工信局顾洪建局长以及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分会候选
理事、会员单位等百余家发起单位的企业家和会员代表出
席了此次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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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1. 主办2019中国机器人行业年会

2019年中国机器人行业年会作为2019年中国机器人行业
的首场盛事，在国家部委领导、行业内专家和企业家的悉
心指导下，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北京理工大
学、机器人大讲堂联合主办，于2019年1月9日-10日在北
京歌华开元大酒店成功召开。

本届年会以“推进机器人产业创新与协作共融”为主题，
邀请各领域行业知名大咖，重温2018年行业热点、展望
2019年行业趋势，围绕科技创新、国家及政府政策导向及
资本青睐方向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报告与讨论。年会现场吸
引了近30家媒体，500多名观众参与其中，人潮涌动、气
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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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2. 主办2019年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技术暨专业群建设研讨会

1月5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全国工业和
信息化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年人工智能及智能
机器人技术暨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在深圳举办。会议得到了
全国诸多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的积极响应，共计300余
名教师及企业代表、100多所知名院校、30多家企业参加
了本次会议，共商人工智能协同育人模式。

李亚平会长出席研讨会并为大会致辞，全国政协委员、教
育部原副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发表题为
《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技术人才培养的战略思考》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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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3. 主办第四届全国石油和化工电气技术大会

为适应石油和化工企业“数字化生产装置、智慧工厂”的
发展目标，树立“新时期、新观念、新技术、新任务”和
“科技先导、电力先行”思想，遵循“安全经济并重、技
术合理”原则，深入研讨“智能工厂”背景下电气技术的
新需求，提高电气全过程技术管理水平，由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的2019（第四届）全国石油和化工
电气技术大会暨化工电气专家组一届三次全体代表大会”
于2019年3月27日-29日在上海市组织召开。

来自全国石油化工企业500余人出席了大会，李亚平会长
出席研讨会并为大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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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4.举办了2019中国智能装备技术与应用交易洽谈会

2019年4月18-19日，2019第二届中国智能制造大会暨
中国智能装备技术与应用交易洽谈会在武汉成功召开。本
次大会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湖北省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承办。

出席本次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赵淳生，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国
家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原巡视员刘俊，湖北省科学技术
协会学会部部长陈国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监
事长常恒毅，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黎晓东，
湖北省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理事长、湖北省机械工程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永平，以及来自协会分支机构、
理事单位负责人在内的200多位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及
产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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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5. 承办了第六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5月9-10日，万众瞩目的第六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
济人才峰会在宁波余姚盛大举行。大会旨在准确把握全球
技术创新动态和产业发展趋势，对新一代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技术进行前瞻和预判。本届峰会分为学术交流、引才引
智、产业对接、专题活动、展览展示、机器人比赛等六大
板块。本届峰会共有超过70家企业参展。展览展示区设四
大展区，除了原有的以核心零部件为主的主会场展区，以
工业机器人本体、整零协作、产线等为主的“机器人+”
智造展区，以户外应用服务机器人为主的机器人主题公园
展区外，今年还新增了无人驾驶汽车展示区。

由工信部、科技部指导，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机电
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机器人峰会组织委员会、宁波
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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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6. 召开了2019智能工厂核心标准与关键技术论坛

2019年5月8日，智能工厂核心标准与关键技术论坛在北
京展览馆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
协会主办，由PLCopen国际协会、Sercos国际协会、制造
执行系统分会、智能工厂分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
业自动化分会、中国自动化学会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共同
承办。

论坛吸引了来自PLCopen、Sercos、欧德神思软件系统
（北京）有限公司、杭州优稳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博世
力士乐（中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北京亚
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兰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技术专家在论坛上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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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7. 召开了两场2019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标准及行
业实践研讨会（东莞、深圳）

随着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智能制造
装备的发展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大智能制造装备实现突破，但制造环节互联互通等制
约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跨行业、跨领
域的智能制造标准化需求日益迫切。

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OPC（中国）基金会、
PLCopen中国组织、Sercos国际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分
别于5月、6月分别在东莞、深圳举办了两场“2019智能制
造关键技术标准及行业实践研讨会”。会议邀请到来自国
内外的行业领军企业技术专家，分享了智能制造先进解决
方案，以及行业实践的标杆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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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培训

8. 召开了2019第二届中德机电一体化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暨第三

届全国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经验交流会

2019年8月1-2日，以“融合创新建体系、赋能智造助发展”为主题
的第二届中德机电一体化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全国机电一体化
专业教学经验交流会在青岛海情大酒店隆重开幕。此次会议由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指导，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和中国
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联合主办。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来自海内外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高等
职业院校及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龙头企业负责人和从事高等职业教
育的专业人士约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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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9. 召开了2019国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会暨第
五届智能制造与工业4.0国际峰会

为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及数字化和自动化建设，更快实
现智能制造，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在上海市嘉定
区安亭镇人民政府、上海绿地私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持
下于2019年9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大会暨第五届智能制造与工业4.0国际峰会“。

本次大会主题为“数字化赋能制造业、新动能催生新业
态”，邀请了来自上海安亭镇人民政府、同济大学、阿里
集团以及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等单位的领导、专家、
学者共计二百余人参加并出席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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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10. 召开了2019国际工业服务高峰论坛

2019年11月1-2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
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和中国工业服务联盟联合
主办的“2019国际工业服务高峰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国
博武汉洲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本届大会以“极致融合、服务制造”为主题，紧紧围绕工
业服务上下游，以搭建一个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双
向交流平台。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国家部委、行业主管部
门及地方工业和科技部门领导，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等重点制造行业领域的相关专家及行业上下游供应服
务商共计300余位嘉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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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11. 召开了第四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仪控技术大会

2019年11月7-9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丹
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辽宁省丹东市政
府指导，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工程技术发展中心、
重庆川宜等单位承办的“第四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仪控技术
大会”在辽宁丹东召开。

本届大会以“保安全、创新标、促发展”为主题，围绕行
业发展、工控系统安全、化工自动化仪表技术发展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
亚平、应急管理部高级专家、中石油仪控专家组组长、化
工仪表专家组首席顾问、大会主席赵峻松，中石油仪控专
家组副组长、化工仪表专家组组长、中石油华东设计院副
总工程师林洪俊、工程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张龙等领导出席
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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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活动

12. 举办2019智能制造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2019年11月7-9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
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9智能制造与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办。

本届大会以“新制能、新型态、新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来
自政府、高等院校、企业代表、职业教育学校代表以及国内
外制造型企业的领导代表三百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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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培训

1. 召开了“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研讨培训班

2019年6月28-6月30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常州科
教城现代工业中心主办，南京智能高端装备产业研究院、南京智略科
技培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北京竞业达沃凯森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国
际“机械工程 +人工智能”研讨培训班在常州科教城顺利举行。

本次培训研讨以人工智能和机械制造等技术为核心主题，深度探讨其
在不同行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实践，专题培训内容丰富务实，课程编排
合理，参加本次研讨培训的学员，获得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

培训研讨班为职业院校智能制造专业集群的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各高
教、职教学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快我国创新型工程实践人才和技能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开创了良好的开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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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培训

2. 成功组织召开PLCOPEN IEC61131-3 应用职业技

能认证标准制定会议

6月25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PLCopen中国组织、全
国机械行业智能制造技术职业教育集团主办的PLCopenIEC61131-3
应用职业技能中心全国第一次“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在广州
召开。

会议讨论通过了PLCopen IEC61131-3 应用职业技能认证标准，委
员单位、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试点工作站运行方案等系列文件，就
开展PLCopen IEC61131-3 应用职业技能认证试点工作的具体工作
任务及内容进行了部署。会议宣读了关于成立PLCopenIEC61131-3
应用职业技能中心的决定，为25家首届委员单位颁发了证书，聘请
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CODESYS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以及100多所高职院校的140多名行业、企业、教育专
家作为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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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1. 李亚平会长赴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参观调研

2019年4月17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兼中国工业服
务联盟理事长李亚平、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黎晓
东、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兼中国工业服务联盟秘
书长一行走访调研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湖北三环成套工业有限公司。

2. 李亚平会长访问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湖北三环成套工业有限公司

3. 成都市经信局程果副局长一行访问协会

2019年5月7日成都市经信局副局长程果一行到访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副秘书长王继宏、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副主任边凯、韩新民教授等出席。

2019年3月7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副秘书
长王继宏、会员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陈敬宣、会展部主任张志东
一行走访调研协会副会长单位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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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4. VDMA德国电气自动化协会会长REINHARD HEISTER先生访问协会

2019年5月7日下午由VDMA德国电气自动化协会会长Reinhard
Heister先生、VDMA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Claudai Barkowsky女
士、VDMA北京代表处副总经理温斌和VDMA北京代表处高级项
目经理刘卓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参观
交流。会长李亚平、秘书长黎晓东、副秘书长王继宏、国际主任
王锡俊、党支部书记兼会员部主任陈敬宣出席了此次会议。

5. PLCOPEN国际组织赴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交流

2019年5月10号，PLCopen国际组织执行主席Mr. Eelco van
der Wal与PLCopen 中国主席严义教授赴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
学与工程学院就PLCopen培训中心及PLCopen China教学改
革示范点建设进行交流。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书亭教授对
PLCopen国际组织一行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对学院概况和教学
改革情况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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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6.烟台路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团来访协会

2019年5月11日由烟台开发区原管委副主任、现烟台人大常委、
城环委主任魏东，鲁东大学教授孙桂廷、烟台路通精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诗和总工程师张硕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机
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参观交流。

协会会长李亚平、秘书长黎晓东、副秘书长王继宏、会展部主任
张志东、党支部书记兼会员部主任陈敬宣以及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韩新民教授热情的进行了接待。双方就在烟台创办
智能制造高级技师培训学院事宜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进行了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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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7.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行前来协会参观交流

2019年6月6日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陈继权董事长和部门经理郑璋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访问交流。

协会会长李亚平、秘书长黎晓东、副秘书长王继宏、会展部主任
张志东、党支部书记兼会员部主任陈敬宣热情的进行了接待。双
方就合作开展职业教育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核事宜在北京机械
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进行了交流座谈，并达成了
初步合作意向。

8. 中国铸造协会代表团来访协会

2019年6月11日由中国铸造协会会长张立波、副会长兼展联秘书
长范琦以及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名誉会长张效林组成的代表团前
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进行交流座谈。协会会长李亚平、
副秘书长王继宏等人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双方就未来兄弟协会之
间的展览、会议等业务合作以及云平台的建设相互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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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9. 深圳市技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来访协会

2019年7月22日深圳市技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武及其助理朱
方平经理一行来访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协会副秘书长
王继宏、会展部主任张志东、党支部书记兼会员部主任陈敬宣一
行对其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此次来访，双方就未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培训事宜及入会
事宜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进行了交流。

10.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前来协会拜访交流

2019年10月17日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立新
前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拜访。协会副秘书长王继宏、
会展部主任张志东、国际交流部主任王锡俊及会员部主任兼党支
部书记陈敬宣与刘立新总监进行了交流座谈。刘立新总监强烈表
达了想要加入协会成为协会理事的意向，并希望未来能与协会在
相关业务方面更深入的进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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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问交流

11. 李亚平会长赴协会智能机器人分会理事单位参观调研

2019年11月22日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李亚平会长、
会员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陈敬宣、协会智能机器人分会秘书长
赵勇一行前往分会理事单位众宏（上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臻越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参观交流。 双方就当前智能
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公司经营状况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
行了深入座谈。

12. 李亚平会长赴东华大学智能制造研究所参观调研

2019年11月23日上午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李亚平会
长、会员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陈敬宣前往东华大学智能制造
研究所进行参观调研。

东华大学智能制造研究所为协会新成立的工业大数据分会的
主要牵头单位，研究所所长张洁教授现任分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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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关工作

1.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工业服务展览会暨国际工业服务
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

5月15日，首届中国工业服务展览会暨国际工业服务高峰论坛启
动仪式新闻发布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发布会主要介绍了首届展
会的最新筹备情况和展会的亮点。首届中国工业服务展览会暨国
际工业服务高峰论坛以“极致融合、服务智造”为主题，由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
中国工业服务联盟联合主办、湖北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于2019年11月1—4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
会、中国工业服务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国工业服务展览会暨国际工
业服务高峰论坛，将发挥行业组织优势，汇集工业服务从企业顶
层设计到末端设备服务，从上到数字化工厂企业应用层，下到设
备运维与改造应用层，包含工业服务全产业链主要技术、成果和
应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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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关工作

2.成功组织2019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

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的2019第七届中国（成都）
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于6月13日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拉
开帷幕，展期为3天，共吸引了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安
川机电等国内外130余家机器人和自动化企业参加。

同期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成都市机械制造业商会、
成都工博会组委会联合主办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国际智能制造协同
发展对接大会于6月13日下午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
行。

开幕式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长李亚平、成都市工
商联副主席贺鹰、成都市机械制造业商会会长黄志明、四川省经
信厅二级巡视员蒲正江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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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关工作

3.成功举办协会退休职工欢送会和新进职工迎新会

2019年7月10日下午，在协会各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下，秘
书处隆重举办了2019年退休职工及新进职工欢送会和迎新会。会议
由王继宏副秘书长主持，李亚平会长、黎晓东秘书长出席会议，秘
书处全体职工参加了大会。

大会首先由黎晓东秘书长介绍了会议内容和调岗、退休、新进职工
的情况，充分肯定了调岗职工张文和退休职工张保国两位同志长期
以来在各自本职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协会发展付出的努力和做
出的贡献，同时勉励新进职工多向老同志学习，尽快融入协会大家
庭，各部门应相互写作、配合与支持，共同为协会发展贡献力量和
智慧。

随后李亚平会长为原财务主管张文同志和退休职工张保国同志颁发
了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终生荣誉员工“证书和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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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关工作

除了以上方面工作外，协会还完成以下工作：

1. 完成民政部对协会的审计和年检填报工作；

2. 完成4期会刊《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出版，及协会微信、

微博、网站、今天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的编辑发布管理工作；

3. 组织完成2019成都工业技术博览会的组织工作。

4. 组织修改制定完整的协会内部管理制度；

5. 发展协会新会员工作；

6. 参与政府、行业机构的研究、调查、咨询工作；

7. 组织完成2019年国家专利奖的推荐工作；

8. 组织申办2020年职业技能大赛（国赛项目） ；

9. 完成理事会员单位的来访接待工作；

10. 完成秘书处的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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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0年工作要点

1. 建立协会每年的年会制度，拟将举办了两届的中国（杭州）智能

制造大会、中国（武汉）智能制造大会更名为“中国智能制造产

业发展大会”作为协会每年的年会举办；

2. 成立职业技能认证委员会、启动职业技能认证工作；

3. 开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资质认定工作；

4. 拟成立智能制造产业园分会；

5. 拟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设立智能制造科学技术奖；

6. 拟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设立”蔡鹤皋机器人科学技术奖”；

7. 组织承办好2020年职业技能大赛的赛事工作；

8. 拟启动《中国机器人产业白皮书》的撰写工作；

9. 拟启动《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年鉴》的编制工作；

10. 拟启动协会官方网站三期改版工作；

11. 做好中国工业服务联盟秘书处的日常管理工作。



感谢各位理事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预祝大家元旦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