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 

主题论坛 ·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 

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大会 

方案介绍 

一、摘  要 

论坛主题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时    间  2020 年 12 月 19 日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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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主办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特约协办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关村物联网区块链实验室 

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 

广州区块链产业协会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链人国际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新再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复杂美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中国电子商会区块链专业委员

会、北京互联网法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国研智库&清华 x-lab 数权经济实验室、国际数权经

济合作联盟、中关村物联网亚太工作委员会、西安市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日本 AI 与物联网产业联盟、

芬兰超级物联网产业联盟、福建省区块链协会、重庆

区块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贵州区块链协会、上海区

块链协会、江苏省区块链产业联盟、中国招标公共服

务平台有限公司、北京数博智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百事杰平行进

口车连锁有限公司、京东集团-北京京东振世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区块动力（广州）有限公司、北京三友

恒瑞科技有限公司、未名众创（北京）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北京大学（天津滨海）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

湖南天河国云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创新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蓝石区块链研究院、福建省区块链协会、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江南天安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华程天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豫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特约媒体 环球财经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凤凰网海南频道 

二、背  景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大会以

“加速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为主题，进一步聚焦推动新型工业、

热带农业等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智慧物流、国际

航运、国际金融、智慧会展等外向型高端服务业，做优做强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电子竞技等数字新产业，建成立足南

海、辐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物联网+区块链产业的蓬勃发展，共同促进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以全球物联网大会平



台为基础，联合海内外物联网产业行业组织以及国内区块链和数权经济的

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经过一年的筹备，由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国际

数权经济合作联盟相关成员单位、赛迪区块链研究院、中国电子商会区块

链专委会、北京互联网法院、赛迪区块链研究院、国研智库&清华 X-LAB

数权经济实验室、中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关村物联网亚太工

作委员会、中关村物联网区块链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广州

区块链产业协会、重庆区块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福建省区块链协会、贵

州区块链协会、上海区块链协会、江苏区块链协会等单位和机构共同发起

搭建物联网加区块链的跨行业、跨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产业

合作组织——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在海南正式成立！ 

这将是一次“政产学研用”高度结合、跨界创新的大会。本次大会以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为始，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共创海南自贸区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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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昌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小云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容淳铭 挪威工程院院士 

 康金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中国高



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特聘专家 

 刘  权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院长 

 郭宝安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任  豪 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理事长 

广州区块链产业协会 秘书长 

 钱  晖 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财经大数据专委会

主任 

 张  霞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CTO 

 Christina 

Zhu-Weav

er 

Y-Labs Ventures Co-Founder 

四、论坛组委会 

秘书长 周  磊 中关村物联网区块链实验室执行主任 

执行秘书长 张晓媛 链人国际创始人 

副秘书长 梅建刚 京东生态-京业汇产业研究院院长 

 孙大雨 中基协会房地产与物业分会专家 

 李  斌 杭州复杂美科技有限公司 

 



五、特邀嘉宾（拟） 

李幼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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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芳 昆士兰大学教授、先进数据分析研究中心主任 

李广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  建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创新网络专委会执行主席 

李纪珍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 

黄家林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 

董学耕 海南省大数据局局长 

马  力 海南省大数据局总工程师 

张欲晓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与高新处处长 

徐  涛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小龙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  平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主任 

宾建伟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副主任 

李  鸣 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 



魏  凯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 

魏  波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  宏 国研智库&清华 X-LAB 数权经济实验室主任 

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张  雯 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 

刘小龙 北航科创园总裁 

赵晓芳 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朱幼平 国家信息中心经管网副主任 

马方业 经济日报副总主编 

李银科 中国电子商会区块链专委会秘书长 

陈晓华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主任 

汪  武 区块链安全技术检测中心秘书长 

陈意斌 福建省区块链协会秘书长 

胡继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赵永新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家教授 

郑子彬 中山大学教授，软件工程系主任 

沈群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石  彤 北京寰能天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丽红 广州城投、中关村 e 谷产业园 

严  挺 北京众享比特科技董事长 

段林霄 中国丝路集团 DTI 数字贸易/微观科技总经理 

马臣云 北京信任度科技总经理 

邓  迪 北京太一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伟 杭州趣链科技董事长 

王毛路 北京共识数信科技董事长 

李青山 北京国信云服科技董事长 

谢秉鑫 雄安新区智能城市创新联合会会长 

比尔萨特 硅谷银河基金/著名区块链创始人/投资人 

Nicolas Carlson 人工智能专家/威讯通信首席科学家/研发副总裁 

Tom Kosnik 哈佛/斯坦福大学教授，FOUNDER X 基金合伙人 

Steve 斯坦福大学汽车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六、亮  点 

1. 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数字经济研发基地、教育基地、产业总部

基地暨海南国际密码创新产业园启动 



2. 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基金 

3.  “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 成立仪式 

4. 联合启动中关村物联网可信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5. 发布物联网区块链创新价值排行榜入围企业Top20 

 

  



七、议  程 

2020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 

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大会 

8:30-9:00 来宾签到 

9:05-9:20 

领导及国际嘉宾致辞 

1. 海南政府领导致辞 

2. 院士致辞：倪光南院士、李幼平院士、沈昌祥院士、王

小云院士 

3. 国际嘉宾致辞：Tom Kosnik、Christina Zhu-Weaver、

康金城 

9:20-9:30 

1. 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启动及联盟成员单位授牌仪式 

2. 中关村企业可信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及签约仪式 

3. 中国区块链协会联盟战略合作签约 

4.  

9:30-9:45 主题演讲一 刘权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院长 

9:45-10:00 主题演讲二 任豪 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 

10:00-10:15 主题演讲三 韦章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0:15-10:30 主题演讲四  张霞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TO&CKO，高



级副总裁 

10:30-10:45 主题演讲五 

 

《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助力工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立建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技术总监  

10:45-11:00 主题演讲六 吕强 国电高科 

11:00-11:15 主题演讲七 杭州复杂美科技 

11:15-12:00 圆桌论坛 主题：海上丝绸之路扬起数字经济创新之帆 

*嘉宾为拟邀，最终名单以组委会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