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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间 工作安排 地点

5 月 27 日

星期一

09:30-10:00 开幕典礼 7.1 馆

10:00-11:30 领导、专家巡展 7.1 馆

9:00-17: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7.1 馆

9:00-17:00 城市智能交通创新发展论坛 C0-02 会议室 三层

9:00-17:00 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高峰论坛 C0-03 会议室 三层

9:00-17:00
“智慧出行”产业论坛 7.1 馆会议区

9:00-17:00 智能驾驶与无人驾驶大会 C0-06 会议室 三层

9:00-17:00 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 C0-05 会议室 三层

14:00-17:00 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一 C0-14 会议室 三层

14:00-17:00 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二 C0-14 会议室 三层

14:00-17:00 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三 C0-09 会议室 三层

14:00-17:00 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四 C0-13 会议室 三层

17:30-20:00
第六届“智能交通杯”系列评选活动颁奖

仪式暨欢迎晚宴

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天

山西路店)

5 月 28 日

星期二

9:00-17: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7.1 馆

9:00-17:00 “智慧出行”产业论坛 7.1 馆会议区

9:00-12:00 智能驾驶与无人驾驶大会 C0-06 会议室 三层

9:00-12:00 智泊车·汇资本城市论坛 1.0 7.1 馆二层 M7-02 会议室

9:00-12:00 中国通服智慧交通主题论坛 7.1 馆二层 M7-03 会议室

5 月 29 日

星期三

9:00-14: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7.1 馆

14:00-20:00 撤展 7.1 馆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第五届中国（上海）城市智能交通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全天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02 会议室

主 题：新时代 新科技 新发展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支持单位：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主 持 人：王军利 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院长

戴 帅 研究员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

时 间 演讲主题 & 演讲嘉宾

09:30-09:35
介绍与会嘉宾

主持人

09:35-09:40
致辞

李朝晨，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

09:40-10:05
城市交通治理与创新发展

马林 教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10:05-10:30
对城市停车治理的几点思考

郭继孚 教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

10:30-10:50
对交通组织设计的思考

马骏 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副院长

10:50-11:10
公安交通指挥系统标准化发展历程和展望

邱红桐 研究员，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交通控制部主任

11:10-11:30
车联网大数据在重点车辆管控中的创新实践

吴铁军，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副局长

11:30-11:50
全国公安交通指挥中心现状与发展建议

支野 博士，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信息化室

11:50-12:10
待定

阎冰 ，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主任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12:10-12:20
会议总结

主持人

12:20-13:30 午 餐

13:30-13:35
开场及嘉宾介绍

主持人

13:35-13:55
盐城停车治理经验介绍

王炜，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

13:55-14:15
国家停车产业发展政策

程世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

14:15-14:35
城市停车管理机制的研究思考

刘金广，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4:35-14:55
上海停车共享治理经验探讨

施文俊，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4:55-15:15
发挥国企主力军作用，助力政府破解停车难题

穆屹，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5:15-15:35

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视角下的停车管理思考

陈徐梅 副研究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室主

任

15:35-15:55
城市停车乱与停车难的治理经验分享

胡伟涛，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秩序处副处长

15:55-16:15
城市级路内停车高位视频智能解决方案

曾文，北京精英智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6:35-16:55
互动交流，会议总结

主持人



第二届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高峰论坛

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全天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三层 C0-03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委员会

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研平台秘书处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时 间 演讲嘉宾 & 演讲人

10:00-10:15

领导致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领导致辞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会长陶元兴致辞

10:15-10:35
以企业为主体加速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杨柏龄，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名誉会长、中科院原副院长

10:35-10:55
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

张景安，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

10:55-11:15
加快智慧交通发展，服务交通强国建设

周伟，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

11:15-11:35
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交通运输业创新发展

王东平，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1:35-11:55
世界反光材料创新发展的中国力量

王宏，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2:00-13:30 午餐、自由参观

13:30-13:50
国家智慧公路建设政策解读及试点建设

孟春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3:50-14:10
公路运行安全智能检测及预警系统

邓韶辉，山西禾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4:10-14:30
物联网技术在交通技术领域应用与思考

王鹏军，北京源清慧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0-14:50
交通工程产品质量控制的现状与未来

乔晓琳，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15:10-15:30
产品认证——品质工程的守护者

李井彪，中交（北京）交通产品中心有限公司部长

15:30-15:50
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未来公路

杜豫川，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5:50-16:10
基于大数据的高速公路收费信用体系建设

狄小峰，交科院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2019’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创新·赋能”技术交流系列活动（上海）

“智慧出行”产业论坛

时间：2019 年 5 月 27-28 日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7.1 馆 会议区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荷兰 RAI 公司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7 日

09:15-09:30
介绍嘉宾，致欢迎辞

主持人

09:30-09:45
智慧公路车路协同标准化进程

何宁，深圳市金溢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首席科学家

09:45-10:25

Sustainable Mobility Planning: Towards 21st Century CBD

Dr. Heng Chen，Associate Director, Principal Tranport Conultant,

Arcadis

10:25-10:40
位置大数据赋能智慧城市

李建军，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10:40-10:55
收费公路智慧化建设构想

崔优凯，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10:55-11:10
基于莱斯交通云脑的智能控制与服务

晁晓宁，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交管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

11:10-11:50

Smart Mobility and Cross-Fertilization with China in EU Civitas

Destinations Citizens

胡莉亚，GV21 总经理

11:50-12:00
总结

主持人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Smart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Bart van Heeswijk (invited)

14:10-14:25
基于深度学习声源定位的机动车噪声抓拍系统应用

倪斌，上海其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14:25-14:40
智能化候车亭发展趋势

李 嵩，上海正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40-14:55
车来了：APP 大数据驱动公交服务品质提升与创新

孙熙博士，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14:55-15:30
Traffic Safety Social Economic Value

Mr Bruce Zhao，Sr Manager, 3M China Government Affairs

15:30-15:50
圆桌讨论

双方嘉宾



15:50-16:00
总结

主持人

2019 年 5 月 28 日

09:15-09:30
介绍嘉宾，致欢迎辞

主持人

09:30-9:45
边缘计算，智在路口

赵益，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交通事业部行业总监

9:45-10:25

交通流量动态分析

Jord de Vries 先生，Flitsmeister

Jan Cools 先生，BeMobilie 公司 CEO

10:25-10:40
自动驾驶下的智能交通趋势问题和解决方案

崔磊，北京钛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0:40-11:20

港口物流运输

Jord de Vries 先生，Flitsmeister

Jan Cools 先生，BeMobilie 公司 CEO

11:20-12:00
新出行方式的发展趋势和需求

Omid Ejtemai 先生，PTV 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墨尔本大学兼职教授

12:00-12:15
V2X 助力智能交通

张杰，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车联网事业部技术总监

12:15-12:30
总结

主持人

12:30-13:30 午餐

13:30-13:45
激光雷达如何助力智能交通新发展

张莹，北醒(北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应用工程师

13:45-14:25

Cities Challenges and Smart Mobility Evolution

Mr Nicolas Sohier，Managing Director Asia Pacific - Middle East &

Africa, Flowbird

14:25-14:40
车联网 V2X 通讯技术的融合应用

范星耀，北京瑞腾中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14:50-14:20
High Quality Pavement Markings is the Key Factor for Safe Driving

Mr Roy Li，Sr Application Engineer, 3M Transportation Safety Division

15:20-15:35
非现场执法语音广播系统

梁海山，佛山航标资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15:35-16:05
圆桌讨论

双方嘉宾

16:05-16:15
总结

主持人



2019 第三届智能驾驶与无人驾驶大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27-28 日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三层 C0-06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上午

现场签到

主办方代表致词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嘉宾待定

百度智能汽车事业部产品总经理，自动驾驶产品架构师-郭阳

东风汽车技术中心智能网联部部长-边宁

博世自动驾驶工程总监-Marc Arnon 先生，博士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郭洪艳

5G 自动驾驶联盟执行秘书长，中移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孵化部总经理-

任大凯

驭势科技自动驾驶运营总监-鲜余强

5月 27 日

下午

吉利控股集团技术部部长-张晓东

赛灵思人工智能市场总监-刘竞秀

英伟达中国无人驾驶商务拓展经理-王华欣

东软睿驰创新中心 ADAS 领域资深专家-覃 力

地平线市场拓展与战略规划副总裁-李星宇

大唐高鸿车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高卓

航空工业光电所上海创新中心 CEO-郭伟



北斗星通产品总监-王佳

5月 28 日

上午

现场签到

吉利集团新业务战略规划部总监-刘景林

中国汽车研究中心-郭蓬博士

北京天隼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开爽

青飞智能 CEO-孙一飞

福田欧辉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雷

图森未来总裁助理-薛健聪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小波

5月 28 日

下午

小鹏汽车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何涛

智车优行科技有限公司 CEO-沈海寅

奥地利 TTTech 汽车公司-刘继锋

苏州毫米波 CEO-毕欣

深圳市易成自动驾驶技术有限公司 COO-蒋黎琼

嬴彻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马喆人

深圳市牧月科技有限公司-杨庆雄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https://www.huodongjia.com/guest-077084089051077122069049.html


2019 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大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05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上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郑南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副秘书长-王爱

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桂卫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航空学

会常务理事等-何 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 锋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陈俊龙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

ABB（中国）首席技术官-刘前进

华为战略部总裁-张文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校长-陈

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人工智能部主任、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

组组长-孙明俊

5月 27 日

下午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王成红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李少远

澳大利亚驻护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高级商务投资专员-刘冰

中日人工智能协会名誉会长-赵凤济

联想集团主任科学家(Principal Scientist)、总监--杨帆

赛灵思人工智能业务资深总监-姚颂

苏州千视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胡大鹏

世界人工智能组织执行总干事-郑晓军博士

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

评驾科技董事副总裁-宫明魁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2019 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

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 座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智能服务机器人峰会-分会场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14 会议室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上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智能机器人系统研究部负责人-王硕

同济大学-何斌教授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健康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

-李学威

极智嘉科技联合创始人&CTO，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李洪波

北京郁金香伙伴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裁-张京雷

地平线担任自动驾驶及 AIOT 技术与标准总监-陈宏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王贺升

上海星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EO、博士--陈杰

分会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安全峰会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15 会议室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上午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工控安全测评实验室主任-邹春明

上海大学教授-王 潮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尚文利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夏 冀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殷翔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龚景



深圳市耐能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云刚

分会场-人工智能+无人系统技术峰会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09 会议室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下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部工程师、南京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

院副总经理-董晓飞

爱驰汽车执行副总裁-陈学文

美团无人驾驶首席科学家，无人配送部总经理-夏华夏

京东集团副总-裁裴健

深兰科技 CEO-陈海波

分会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技术峰会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三层 C0-13 会议室

时间 演讲嘉宾

5月 27 日

下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长聘教授-刘 强

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志军

AI TEA 集团 CEO、提点科技董事长-李 丹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谭杰

三菱电机自动化 e-F@ctory 战略部战略顾问-张浩

浙江大学教授-卢建刚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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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7-02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智能停车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演讲单位

9:25-9:40 主持人

9:40-9:55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智能停车产业联盟

领导致辞

9:55-10:10
充分利用城市宝贵的地下空间

建设中国最好的智能停车场

10:10-10:25 联盟授牌仪式

10:25-10:40
AI 技术与智能充电在路内停车中的应用

李文占，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泊电宝业务总监

10:40-10:55 智能停车行业专家主题报告

10:55-11:10
S20 系列耐候钢，助推中国立体车库行业大发展！

联盟签署战略合作仪式

11:10-11:25 如何使用资本杠杆推动行业发展

11:25-11:40
共享智能立体停车是解决城市停车难的必由之路

上海绿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40-11:55 秘书长总结和合影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Any changes in the schedule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arran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