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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2018）
第二轮通知
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器信息网（www.instrument.com.cn）等单位
联合主办、被业界誉为科学仪器行业“达沃斯论坛”之称的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Scientific Instruments，简称 ACCSI)，历经 11 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
别科学仪器行业千人参与的高级别峰会。大会力求对过去一年中国科学仪器行业发展趋势进行较为
全面的总结，力争把最新的有关政策、最前沿的行业市场信息、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等在最短的时
间内呈现给各位参会代表。
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2018）将邀请主管部门政府领导、协会学会专
家、相关专家学者、知名仪器企业 CEO 及总工、检测机构负责人、投融资机构负责人、生产企业质
量负责人等行业资深人士，通过报告演讲、高峰对话、现场互动等形式，为科学仪器产业发展提供
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思考蓝本，并颁发“年度最具影响力厂商”、“年度优秀新产品”、 “年
度绿色仪器”、“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检测机构”、“年度人物”等行业大奖。
一、 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15-16 日(4 月 14 日下午注册报到)
二、 会议地点：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仪器信息网（www.instrument.com.cn）
协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我要测网（www.woyaoce.cn）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
支持单位：
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检测与认证领域中心
中国生物检测监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
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
国家贵金属及珠宝质检中心技术联盟
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研究会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中国颗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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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光谱分会
上海分析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标记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
四、主要参会对象
业界专家/学者、实验室主任、技术/研发负责人、采购负责人、QC/QA 负责人、仪器企
业及上下游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工、市场总监、研发总监、销售总监、政府领导、行业
协会/学会、投融资机构、金融机构负责人、媒体等。
五、会议日程（以年会官网信息为准）
时间

会议内容

4 月 14 日
参会注册
14:00-20:00
特邀嘉宾致辞
报告题目:新修订《标准化法》对仪器厂商及检测机构带来的政策机遇及期望
报告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司长 许新建（拟）
报告题目:我国分析仪器的创新与机遇
报告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江桂斌院士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行业发展状况分析及 2018 年行业发展预测
报告人：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高级顾问 闫增序
报告题目：分析技术让生活更美好
报告人：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马濑嘉昭

4 月 15 日
9:00--12:10 茶歇

报告题目: 检验检测机构对科学仪器的需求分析及展望
报告人： 国检集团(CTC)总经理 马振珠
报告题目: 当虚拟现实遇见科研产业
报告人：德国 IKA 集团股东及 realworld one 公司总裁

Pascal Stiegelmann

报告题目:AOAC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最新进展解读及展望
报告人：AOAC 中国分部主席 梁成珠
报告题目：样品前处理仪器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克
4 月 15 日
会议自助午餐+PerkinElmer 午餐会
12:10-13:30
报告题目：近红外技术进展及展望
报告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袁洪福
报告题目: 从“行业及互联网数据”看科学仪器市场近期发展
报告人：仪器信息网产业研究部主任 江炜
4 月 15 日
13:30-18:00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企业管理与整合
报告人：丹纳赫中国及北亚区总裁 彭阳
报告题目: 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绿色发展路径分析
报告人：辽宁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院长 刘成雁
报告题目: 国产科学仪器的融合发展之道
报告人：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裁 付世江
报告题目: 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项目推介
报告人：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戴云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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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信息化建设助力实验室创新发展
报告人：Waters 中国信息学与法规遵循部门运营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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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勇

仪器企业周年庆启动仪式
I100 峰会：中国科学仪器发展高峰论坛
主持人： 唐海霞 仪器信息网、我要测网 CEO
万 峰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拟）
李剑峰 赛默飞中国区色谱和质谱（CMD）高级商务运营总监
刘海涛 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 兵 珀金埃尔默公司 DAS 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王德滨 安东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 泰 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汤志东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培强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4 月 15 日
茶歇：展位参观与互动交流
17:30-18:30
4 月 15 日
仪器及检测风云榜颁奖盛典
18:30-20:00
分会场一：检验检测产业峰会
分会场二：国产科学仪器研发成果转化论坛
4 月 16 日
9:00-12:00

分会场三：贵金属及珠宝检测技术发展论坛
分会场四：环境监测仪器及技术发展论坛
分会场五：生命科学仪器发展与精准医疗
分会场六：质谱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论坛

4 月 16 日
自助午餐
12:10-13:30
分会场一：检验检测产业峰会
4 月 16 日

分会场七：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发展论坛
分会场八：新材料检测技术及检测仪器发展论坛

13:30-17:00 分会场九：科学仪器互联网+论坛
分会场十：科学仪器及检验检测投融资论坛
4 月 16 日
9:00-16:00

分批参观中国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

扫码查看年会全部详细日程
（最终日程以会议现场公布为准）
六、会议注册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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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费
参会权益
报名截止日期
2500 元/人(差旅费自理)
①全套会议资料一套；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注册并缴费参
②自助午餐券 2 张（会议 2 天午餐）；
会可以享受：2000 元/人；
2018 年 4 月 10 日
③晚餐券 1 张（会前注册报到当晚）；
4 月 10 日前两人以上（含两人）
④晚宴入场券 1 张；
注册并缴费享受 2000 元/人。
报名链接：http://www.instrument.com.cn/accsi/2018/Register.html

扫码报名参会
参会报名及合作：13671073756 杜女士 赞助及媒体合作：13552834693 魏先生
年会官网：http://accsi.instrument.com.cn

微信扫码加好友或添加 accsi1
发送单位、姓名、职位、手机、邮箱报名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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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组委会
2018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