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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 国 农 业 国 际 合 作 促 进 会
国 家 智 慧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联 盟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联盟

关于举办“农业科技成果直通车”（第四场）

2019 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成果技术交流大会暨

投资合作对接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

产业化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系列指示精神，探索涉农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机制和新模式，在科技部支持和指导下，

2018 年5 月5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农业科技直通

车”（第二场）2018 智慧农业成果技术交流大会暨投融资 对接

会，近500 人参会，大会共征集智慧农业领域优秀成果、

技术项目 100 余项，评审后推荐了近 20 个项目在会上进行

了路演，60 多个项目现场进行了展示，近 30 个项目先后收

获合作意向。会议内容、形式和效果得到与会代表一致高度

好评（详情请参阅相关报道）。

为进一步总结探讨智慧农业和农业智能装备的发展现状

与未来机遇，挖掘更多优秀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助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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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及现代农业园区、创新科技企业在智慧农业、智能装

备成果、技术上的转移、转化与创新发展，搭建成果技术与

应用领域的精准对接平台，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国际合

作促进会、国家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国家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联盟联合中化集团、华为集团、京东集团、百度公

司、海尔集团、先正达投资、拜耳作物科学、陶氏杜邦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及各大涉农高校院所、各地国家级现代农业园

区与投资机构，将于 2019 年 4 月 26-27 日在北京友谊宾馆

举办“农业科技成果直通车”（第四场）2019 智慧农业与智

能装备成果技术交流大会暨投资合作对接会。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不但将邀请行业顶级专家、院士做

大会报告；组委会还将评审出 20 个优秀应用项目在会上进

行路演展示；同时将发布“农业科技成果直通车”年度十大

智慧农业和农业智能装备推荐项目（从路演项目中产生）， 并

集中发布部分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招商需求与国内外知名

企业合作需求。会议期间，还将组织参会代表考察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参观第十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及智慧农业展；

召开会员项目与需求单位的深度对接恳谈会等活动。

现正式开展相关成果、技术、项目征集和参会报名邀请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征集范围及要求

1、征集范围：大数据平台、遥感技术、人工智能、AI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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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智能识别、智能装备、无人机应用技术、农业物联网与

云计算、全产业链解决模式、智能灌溉与水肥一体化、农产品质

量溯源（种植养殖技术、冷链物流企业）、农业电子商务及农业

自动化装备等领域的优秀成果、技术、项目与应用解决方案。

2、申报项目要求：拥有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

与项目与同类产品或服务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先进性、市场前景较

好，产业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标志性，具有应用与推

广价值。

3、申报材料要求：填写申报表，申报材料描述详实、重点突

出、表述准确、逻辑性强、具有较强可读性（可结合图、表等形

式），既包括实践内容，又涵盖理论剖析，杜绝虚构与夸大。

4、评选出的优质项目将参加“农业科技成果直通车”（第四

场）2019 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成果技术交流大会暨投资合作对

接会路演展示，并与投资合作机构现场互动。

5、征集部分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及高新技术园区招商需求，

经甄选后在会上进行现场发布。

6、申报项目征集时间：2019 年1 月5 日至 3 月29 日。

7、参会报名截止时间：4 月10 日。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科技部火炬中心

（二）主办单位：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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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国家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联盟

（三）支持单位：

京东集团、中化集团、华为集团、海尔集团、百度公司、

先正达（中国）投资、拜耳（中国）作物科学、陶氏杜邦等

（四）协办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农科院 湖南省农科院 青海省农科院

湖北省农科院 中国投资协会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等

（五）承办单位：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

委员会，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三产融合发展委员会，湖北未

来家园高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农智汇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三、活动内容

（一）领导致辞，院士、权威专家就智慧农业各领域研究及

产业化应用前景与展望做大会专题报告；

（二）项目路演：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与云计算类；绿色农

产品供应链（种植、养殖技术、冷链物流企业）及电子商务类；

农业遥感、智能灌溉与水肥一体化、人工智能及智能农业装备等项

目路演、现场展示及入编《2019 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成果技术交

流大会暨投资合作对接会会刊》，并派送到各相关科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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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和企业、投资机构；

（三）年度十大智慧农业和智能装备推荐项目发布，国家级

农业现代园区招商与政策发布、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需求发布；

（四）组织考察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农

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与中心院士团队座谈；

（五）参观我会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

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地点：北京国际会展中心）；

（六）应用单位、投资机构、园区、政府与项目方现场对接；

（七）会员单位与顾问、专家咨询恳谈会及会员单位深度交

流对接会。

（八）智慧农业投稿期刊：《智慧农业》、《中国农业信息》。

四、参会须知

（一）邀请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相关企业、设备配套与系统

解决方案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主管部门；现代农业园区；

智慧农业施工和应用企业单位；投资机构及所有致力于智慧农业

与农业智能装备发展的同仁参会，共同推动中国优秀农业技术的

产业化发展与有效应用。

（二）参会费用标准：1800 元人民币/人（含专家费、场地

费、资料费、餐费等）。住宿可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收款单位：北京中农智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11050163510000000053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南大街支行营业部

注意事项：请各单位务必在 4 月 10 日前将报名费转账到指

定账户，报到当天原则上不再收取现金及刷卡方式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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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老师 手 机：18612319599

电 话：010-69732799 网 址：www.capiac.org.cn

邮 箱：nongcuhui@vip.sina.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科大道 30 号质标所 4 楼。

附件：

1、活动日程安排（拟）

2、科技成果技术项目征集表（含融资）

3、成果技术或项目需求登记表

4、参会回执表

http://www.capiac.org.cn/
http://www.capiac.org.cn/
mailto:nongcuhu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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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拟）

4月25日（全天）大会报到
4月25日下午14：00组织会员、部分参会人员参观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月26日（全天会议）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第一部分：开幕式（8:30-9:00）

王道龙

中国农业科
学院资划所
原所长，国
家智慧农业
科技创新联
盟秘书长

8:30-9:00

农业农村部相关领导致词

科技部相关领导致词

北京农林科学院领导致词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领导致开幕词

第二部分：主旨演讲&知名企业合作需求发布

9:00-9:30

院士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赵春江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国家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9:30-10:00

院士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

10:00-10:30

院士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罗锡文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10:30-10:40 京东集团智慧农业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茶歇（5分钟）

第三部分：智慧农业项目路演 杨信廷

国家农业信
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

10:40-12:00

项目路演与推介
甄选4个智慧农业项目，经辅导后上会路演并推
介，现场交流对接。
点评嘉宾：专家、投资机构与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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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午休

第四部分：专家主旨演讲&知名企业合作需求发布

高祥照

农业农村部
农技推广中
心 首席专
家

13:30-13:55

专家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吴文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智慧农业团队 首席科学家

13:55-14:05 华为集团智慧农业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第五部分：项目路演项目

14:05-16:00

项目路演与推介
甄选6个智慧农业项目或融资项目路演并推介，
现场交流对接。
点评嘉宾：专家、投资机构与企业代表

茶歇（5分钟）

第六部分：知名企业合作需求发布&农业智能装备项目路演
陈立平

国家农业信
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

16:05-16:15 中化集团智慧农业项目进展与合作需求发布

16:15-18:00

项目路演与推介
甄选5个农业智能装备项目或融资项目路演并推
介，现场交流对接。
点评嘉宾：专家 投资机构与企业代表（待定）

18:00 晚餐/休息

19:30

会员单位与智慧农业专家咨询恳谈会及需求对接会
参会人员：本委员会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领域会员单位与专
家、顾问及需求单位嘉宾

4月27日上午（会议）

第七部分：专家主旨演讲&知名企业合作需求发布

待定8:30-8:55

专家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王文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副所长
农业大数据研究与服务创新团队 首席科学家

8:55-9:05 首都农业集团智慧农业项目进展与合作需求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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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9:15 顺丰速运集团智慧农业项目进展与合作需求发布

9:15-10:45

项目路演与推介
甄选5个农业智能装备项目或融资项目路演并推
介，现场交流对接。
点评嘉宾：专家、投资机构与企业代表

茶歇（5分钟）

第八部分 农业园区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待定

10:50-11:05 ***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11:05-11:20 ***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11:20-11:35 ***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合作与需求发布

第九部分 闭幕式

11:20-11:35 年度十大智慧农业、十大智能装备技术发布

11:55-12:00 总结闭幕

12:00 午餐/休息

27日下午工作安排

1、 13：30组织会员单位深度交流对接会，参加人员：会员单位、京东集
团、阿里巴巴集团、华为集团、杨凌国家农业示范区及其他现代农业
园区相关负责人，智慧农业领域专家。

2、 13:30组织非会员单位参观北京国际会展中心智慧农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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