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機械公會會員廠商 
 

為促進兩岸機械業之交流與合作，本會與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自 2004年起每年

輪流主辦「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已成為兩岸機械業最具代表交流平台。 

隨著工業 4.0 來臨，兩岸機械業各自努力發展，大陸智慧製造之市場龐大，台

灣在精密機械、電子資訊、軟體等技術具有優勢，如何結合兩岸業界合作，以策略

聯盟方式共同發展，是兩岸必須探討的課題。 

敬邀 出席，以掌握兩岸智慧機械的最新發展資訊。陸方與會名單如附件一。 
 

一、 時    間：2019年 8月 21日(三) 下午 13:00~17:30 

二、 地    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B2祿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2號)  

三、 主辦單位：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四、 主    席：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宋曉剛 執行副會長 

五、 出席人員：機械公會理監事、各專委會會長及機械領域產學研人士 

六、 交流議題：議程詳如附件二 

七、 承 辦 人：亞洲發展組 黃雅華專員 (02)2349-4666 分機 672 

或陳琦媛 組長 分機 679，mouse@tami.org.tw 

       理事長 柯拔希  敬邀 
2019年 7月 24日 

2019年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 

公司名稱  

參加人(1)  職稱  公司電話   分機 

E-mail  手機號  

參加人(2)  職稱  公司電話    分機 

E-mail  手機號  

敬請於 8月 9日前將出席回函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FAX：(02)2388-4410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19年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 

mailto:mouse@tami.org.tw


2019 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議程 
時    間：2019 年 8月 21 日(三)13:00~17:30 

地    點：台北 喜來登大飯店(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主辦單位：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時間 活動內容或議題 貴賓或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主席團會前會 

13:30~13:40 
主席致詞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 

13:40~13:50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13:50~14:00 
貴賓致辭 

兩岸企業家峰會 台方徐爵民召集人 

14:00~14:10 兩岸企業家峰會 陸方蘇波召集人 

14:10~14:20 主席團及貴賓大合照 

 產業報告 

14:20~14:30 2019大陸機械工業現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宋晓刚 执行副会长 

14:30~14:40 2019台灣機械工業現況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王正青  會務總顧問 

 專題報告一：IOT及通訊協議論述 

14:40~15:00 議題：物聯網(IoT)發展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谭湘宁 标准工作部主任 

15:00~15:20 講題：IOT通訊協議現狀與未來趨勢 
機械公會 工具機業專委會 

陳燦輝  會長 (台中精機 總工程師) 

15:20~15:30 Q&A  主持人：精密機械研發中心 賴永祥 總經理 

15:30~15:40 Tea Break 

 專題報告二：智慧機械相關論述 

15:40~16:00 「智慧機械」相關議題(暫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毛予锋 常务副理事长 

16:00~16:20 講題：打造「高性價比」的智慧機械 
機械公會 控制器與感測器專業委員會 

郭倫毓 會長 (寶元數控 董事長) 

16:20~16:30 Q&A  主持人：(請中機聯派代表主持) 

 專題報告三：智慧製造相關論述 

16:30~16:50 「智慧製造」相關議題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赵飞 总监 （待定） 

16:50~17:10 講題：智慧製造產業發展 
機械公會 工具機業專委會 

陳伯佳  副會長 (永進機械 總經理) 

17:10~17:20 Q&A  主持人：機械公會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陳重光執行長 

17:20~17:30 會議總結 

 



2019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陸方出席企業及代表 

時間：2019年 8月 21日下午 1時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序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苏  波 男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召集人 

2 史济春 男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副召集人 

3 宋晓刚 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副召集人 

4 洪暹国 男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副召集人 

5 高立红 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主任/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办公室主任 

6 郝玉成 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机器人工作部主任 

7 谭湘宁 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标准工作部主任 

8 李世界 男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召集人秘书 

9 霍  鑫 男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史济春副召集人

随员 

10 孙媛媛 女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副处长/ 

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办公室工作人员 

11 毛予锋 男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 

12 赵  飞 男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装备制造事业部总监 

13 孙志强 男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14 彭  兵 男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翁  强 男 福建省威诺数控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 解子胜 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7 李  航 男 合肥众环数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8 单希强 男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副主任 

19 郭金明 男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理事长 

20 范玉明 男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综合室主任 

21 陈泽煌 男 广东智慧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2 李保民 男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3 苏春光 男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赵美玲 女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25 马立新 男 上海朋识智能科技有发公司 总经理 

26 冯虎田 男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27 赵甲宝 男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董事长 

28 彭  涛 男 襄阳市招商局 装备制造分局局长 

29 赵军平 女 机械工业信息中心 中级经济师 

30 盛  男 女 襄阳市招商局 干部 

31 李晓溦 女 上海朋识智能科技有发公司 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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