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 

主题论坛 · 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 

暨海南自贸区国际生命科学岛启动仪式 

方案介绍 

 

一、摘  要 

论坛主题：  新形势·新业态·新模式·新发展 

时    间：  2020 年 12 月 18 日 13:30-17:30 

地    点： 海南·海口·新燕泰大酒店 

指导单位：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主办单位：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 

联合主办： 中国文化促进会电子竞技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关村物联网智慧健康专委会 

优护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特约协办：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铁文旅投资集团、中健优蓝、中铁太阳谷国际康

养小镇、幸福公社、海南鼎辉集团、海南军朝文旅、

筑医台、微医投资、永爱医养、华氏医药集团、台

湾松能健康、蓝卡集团、春雨医生、弗莱威机器人、

优频科技、易享生活、海南鑫开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中兴智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特约媒体：x 环球财经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凤凰网海南频道 

二、背  景 

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将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20 日在海南举行，

同期将于 12 月 18 日举办“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暨海

南自贸区国际生命科学岛启动仪式”（以下简称“峰会”）。 

峰会旨在推动全球智慧康养产业国际合作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智

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智慧海南》明确了物联网在智慧科研体



系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要建设基于物联网的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体系。发

展国际化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康养等高端服务业，全面对接和服务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同步提升全岛数字政府服务能力和民生公共服务质量

水平。 

峰会将为全国各地智慧康养产业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优秀智慧医疗、

智慧旅游、智慧养老、智慧健康管理等服务机构、优质智慧康养产品、康

养城市、康养小镇和社区的投资建设、运营咨询、金融保险机构等全产业

链生态的相关各方搭建海南自贸岛智慧康养产业协作平台，在海南省政府

的支持下打造一批康养产业 2.0 示范项目，共同创建国际智慧康养全产业

链创新业态。 

 

三、主席团 

执行主席 傅  明 全球物联网大会联席主席 

联席主席 张学记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工程

院外籍院士，深圳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姚健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 

 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党组成员、秘书长 

 闫青春 中国老龄委原副主任 

 聂梅生 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 



 陈光耀 中华肿瘤医学发展协会/台北荣民医院理事

长 

 李晨玉 人民日报《健康时报》 总编助理 

 郭源生 九三中央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传感器与物

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李玉峰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医养居分会会长 

 卢朝霞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张朝辉 海南华夏鼎辉董事长 

 于浩波 蓝卡集团董事长 

 

四、论坛组委会 

秘书长 迟  胜 中关村物联网智慧健康专委会主任 

常务秘书长 蒋洪卫 中国健康产业联盟秘书长 

执行秘书长 王永军 海南军朝文旅董事长 

副秘书长 吴立强  

崔晶雪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 

永爱医养总经理 

 朱宇红 优频智慧照护 



五、特邀嘉宾（拟） 

吴玉韶 中国老龄委副主任 

颜人才 海南省发改委副主任 

彭  伟 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韩圣健 海南省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 

陈玉琢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养老产业委员会会长 

江书平 中房协养老地产与大健康委员会秘书长 

郑荣昌 欧洲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心/英中总商会副会长 

刘维林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会长 

王金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主任 

田兰宁 思德库养老信息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

务协会副会长 

汪爱琴 301 医院原副院长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研究会医养康复分会会长 

李宝山 筑医台创始人 

应  岚 中华护理协会秘书长 

韩  萍 小汤山医院原副院长 

蔡奭旻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研究会医养康复分会副会长 



吴  杨 中铁文旅投资集团 副总经理 

陈伟波 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左轶海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大健康事业部总经理 

程耀贵 蓝本科技董事长 

张殿礼 弗莱威智能机器人董事长 

史御力 幸福公社董事长 

彭  涛 中健谷执行董事 

廖虎斌 北京太和智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红英 保利和品董事总经理 

吴晓蓉 易享生活总经理 

何小健 春雨医生副总裁 

王永军 海南军朝文旅董事长 

梅雪艳 美国魅力花园养老服务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 

HertfordKi

ng 
IHG 英国医疗集团董事长 

Jessica IHG 英国医疗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 

张明存 台湾华惠健康 董事长 

*嘉宾为拟邀，最终名单以组委会公布为准。 



六、亮  点 

1、 国内外康养产业知名专家主题演讲、企业大咖前沿技术、产业热

点及发展趋势分享。 

2、 国际生命科学岛启动仪式。海南自贸区国际生命科学岛将汇聚国

内外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领军院士及领军研发机构，结合自由贸

易岛的政策，开展新药研制、应用、抗衰老等科研工作，引进

康养产业优秀企业和高端专业人才，打造国际康养产业创新合

作新高地。 

3、 海南省生命科学岛大健康产业基金启动仪式。打造政府引导，国

家政策资金、社会保险资金、投资机构、基金共同参与运作的

海南生命科技岛产业康养产业发展基金，全面系统性助力海南

智慧康养产业发展。 

4、 世界智慧康养生命科学产业联盟启动仪式 

5、 发布全国智慧康养产业科技创新价值 Top20 强企业排行榜。表

彰为智慧康养产业发展坚持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 

6、 构建全球物联网+智慧康养产业生态协作平台。集聚全球物联

网、智慧康养先进资源，在海南共建全产业链生态协作平台。

联合顶层设计、金融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高端资源，

打造平台的基础设施。该平台服务于政府、研究机构、产业集

群、高端人才等方面，系统性打造康养产业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七、议  程 

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 

暨海南自贸区国际生命科学岛启动仪式 

时间 议程主题 

13:00-13:30 来宾签到 

13:30-13:40 介绍到会领导、来宾 

领导致辞 

13:40-14:00 

海南省领导致辞 

院士致辞：姚建铨（中国科学院院士） 

领导致辞： 

石定寰（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党组成员、秘书长） 

闫青春（中国老龄委原副主任） 

聂梅生（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 

潘千里（全球物联网大会联席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国际嘉宾： 

郑荣昌（欧洲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心/英中总商会副会长） 

揭牌仪式 



14:00-14:15 

海南政府领导 

世界智慧康养生命科技产业联盟启动仪式暨授牌仪式 

主题演讲 

14:15-14:30 
郭源生 九三中央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

业联盟副理事长 

14:30-14:45 王金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主任 

14:45-15:00 
田兰宁 思德库养老信息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

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 

15:00-15:15 汪爱琴 301 医院原副院长 

15:15-15:30 卢朝霞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15:30-15:45 彭  涛 微医集团高级副总裁 

15:45-16:00 史御力 幸福公社创始人 

16:00-16:15 于浩波 蓝卡集团董事长 

16:15-16:30 张殿礼 弗莱威智能机器人董事长 

16:30-16:45 朱宇红 优频智能照护董事长 

圆桌论坛 



16:45-17:30 

主题：打造海南智慧康养创新生态 2.0 

主持人：蒋洪卫 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秘书长 

嘉宾： 

蔡奭旻 优护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睿 中铁太阳谷国际康养小镇 副总经理 

张俊丰 蓝城天伦春晖养老集团 总经理 

王永军 海南军朝文旅董事长  

崔晶雪 永爱医养总经理 

迟  胜 中关村物联网智慧健康专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