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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经研究〔2020〕2 号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届)中国工业经济年会

暨第四届中国行业经济指数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各省市相关部门、各省市工经联、

各有关行业协会，开发区（园区）、企业、科研院所及有关

单位：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天的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瞩目的大国。这背后，一个

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 70 年间矢志不渝推进工业化，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

逐步加快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发展之

路。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提

高，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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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积淀，是工业与创新持续碰撞出强大能量的基础，

也成为中国继续崛起的重要力量源泉。如今，在工业化与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碰撞中，中国正在从工业大国迈向工

业强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工业经济的发展环

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19 年，全球经济形势风云诡谲，全

球贸易局势趋紧。回顾 2019 年，成果丰硕，也困难重重。

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可以借鉴？展望 2020 年，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能否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的当下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提高产业基础和产

业链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工业新旧动能转换能否加速实现，

实现高质量发展？

压力催生动力，问题倒逼改革。中国工经联拟在 2020

年初围绕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新部署，

分析总结新经济、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新形势、新特点，探

寻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方式，深刻认识及探讨工业经

济的发展趋势，研讨事关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大局的焦点问题，

为保持我国工业经济健康发展态势建言献策。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13 日

会议地点：北京亦庄国锐荣华天地酒店-云剧场

住宿地点：北京亦庄兴基铂尔曼酒店

二、会议主题

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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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三、会议内容

会期一天，下设第三届中国工业经济年会主论坛（半天）、

科技创新论坛（半天）、中国行业经济指数论坛（半天）、中

国工业大奖企业代表交流研讨会（半天）。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拟）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承办单位：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经联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心

中工经联文化公司

执行单位：中国工经联工业经济研究中心

中工经联文化

支持机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协会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五、有关事项

1、本次年会免会议费，交通敬请自理。凭报名回执大

会提供会议午餐。

由于酒店房间紧张，自费入住铂尔曼酒店的请自行联系

酒店，报中国工业经济年会看是否有房间，同时我们也推荐

附近几个酒店供参考。北京丰大国际酒店 010-67518888、锦

江富园大酒店 010-67800888、北京亦庄智选假日酒店

4008825398、北京兴基铂尔曼酒店联系人关鹏 13810234297。

2、请各有关单位尽快确定参加人员，并于 1 月 10 日前

将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名表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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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欢迎各有关行业协会、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开发区（园区）等在本系统、本地区转发本通知，电子版可

在中国工经联官网首页下载。

附件：1.会议议程（拟）

2.报名回执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会务联系：高唱、马红妹、王幼珍、徐凌霄

电 话：010-62383788、010-82089911、010-62384510

传 真：010-62383788、010-82089911、010-62384510

手 机：13651159689、13611313852、13521075518、15901282290

邮 箱：gaochang@cfie.org.cn 、wenyue252@163.com、

mahongmei@cfie.org.cn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办公室 二○二○年一月三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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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第三届）中国工业经济年会暨第四届中国行

业经济指数论坛”议程（暂定）

1 月 13 日

地点：荣华天地酒店 荣华序厅

08:00-09:00 嘉宾报到

1 月 13 日

上 午：2019 中国工业经济年会主论坛

地 点：荣华天地酒店 云剧场

主 题：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中国工经联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熊梦

09:00-09:30

致辞：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路耀华

致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绳立成

致辞：国家统计局、国资委、中国科协有关领导

09:30-10:00

主旨报告：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经联会长 李毅中

拟定题目：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10:00-10:20
主题演讲：工信部运行局副局长 何海林

拟定题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0:20-10:40 主题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 谭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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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题目：新一代信息技术助推高质量发展

10:40-11:00

主题演讲：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凯盛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寿

拟定题目：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1:00-11:20

主题演讲：京东方董事长 陈炎顺

拟定题目：“价值创造 以质取胜”质量战略助力高质

量发展

11:20-11:40
主题演讲：人民网副总裁 唐维红

拟定题目：加强科技创新，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11:40-12:10

圆桌对话：加快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主持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 安晖

嘉 宾：（拟）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执行副会长 张迎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谭建荣

人民网副总裁 唐维红

京东方董事长 陈炎顺等 5-6 人。

12:10-12:30 茶歇（荣华序厅）

12:30-13:30 午餐（云剧场）

下午

论坛一：科技创新论坛

主 题：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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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荣华天地酒店一层分论坛会议室 1

主持人：中工经联文化副总经理 白云

13:30-13:40 致辞：中国工经联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熊梦

13:40-14:00
主题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拟定主题：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4:00-14:20
主题演讲：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拟定题目：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机遇与挑战

14:20-14:40
主题演讲：百度有限公司

拟定题目：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14:40-15:00
主题演讲：浪潮云工业互联网总经理 赵文慧

拟定题目：工业互联网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15:00-15:20
主题演讲：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题目：科技创新与产业机遇

15:20-15:40
主题演讲： 北汽集团研究院 胡鹏

拟定题目：科技创新助力智能出行

15:40-16:00
主题演讲：京东数字科技

拟定题目：数字科技引领未来

16:00-16:40

圆桌论坛：科技创新与产业机遇

嘉 宾：政府领导、行业专家、企业高层、研究机

构负责人等 5-6 人。

下午

第四届中国行业经济指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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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荣华天地酒店一层分论坛会议室 2

主持人：中国工经联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兴波

13:30-13:50

致辞：中国工经联执行副会长 荣剑英

致辞：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管理局领导

拟邀领导：国资委财务管理局 李小春

13:50-14:10

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赵彦云

拟定题目：经济指数与经济分析

14:10-14:30

主题演讲：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总经济师 陈中涛

拟定题目：PMI 看经济

14:30-14:50

主题演讲：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主任 祝

昉

拟定题目：石化指数应用及分析

14:50-15:10

主题演讲：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信息统

计部主任 王华俊

拟定题目：有色工业景气指数应用及分析

15:10-15:30
主题演讲：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刁力

拟定题目：年度铁矿石指数研究

15:30-15:50
主题演讲：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

部副主任 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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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题目：中国电力行业数据与指数

15:50-16:10

主题演讲：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部副主任、产业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欣

拟定题目：纺织工业运行形势及景气指数情况

16:10-16:30
主题演讲：中国包装联合会统计工作部部长 孙玲

拟定主题：包装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和指数情况

16:30-16:50
主题演讲：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 冯雨

拟定题目：用精准煤炭数据与指数为合理定价服务

16:50-17:10
主题演讲：阿里研究院

拟定题目：中国电商与物流数据分析

17:10-17:30
拟邀嘉宾：波士顿咨询公司

拟定题目：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17:30-17:50

《中国行业经济指数成果汇编》发布

“工经 100 指数”预研成果发布

嘉宾：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强国战略研究所所长

周永亮

17:50-18:10 2019 年度 ICI 指数优秀填报企业表彰

下午：中国工业大奖企业代表交流研讨会

地 点：荣华天地酒店一层分论坛会议室 3

主 题：坚持自主创新 打造国家品牌

研讨议题：1.大奖企业的成长和经验；2 大奖企业如何走向国际；3.

如何建设大奖企业交流平台。



10

参会人员：历届中国工业大奖企业（包括大奖企业、表彰奖企业和提

名奖企业）代表、工业大奖参与组织工业大奖组织代表、地方工经联

代表约 20-30 人

（具体议程以大会当日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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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第三届)中国工业经济年会暨第四届中国行业经济指数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所在省市

代表姓名 部门/职务 电 话 手 机 电 子 邮 件

是否中国工经联理事、会员、各省（市、区）工经联及代管协会 是□ 否□

（加盖单位公章处）

会议说明：请参会人员将《回执表》于 1月 10 日前传真或电邮至会务组，多人报名可复印此回执。

联系人：高唱、王幼珍、马红妹、徐凌霄；电话兼传真：010-62383788、82089911、62384510；

邮 件：gaochang@cfie.org.cn、wenyue252@163.com、mahongmei@cfie.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