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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信息 

2018 年第 7 期（总第 37 期） 

协会秘书处编              2018年 8月 31日 

 

【协会工作】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理事、监事候选单位公示  

     8 月 24 日，为进一步加强协会理事单位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根

据《上海市社会团体换届选举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换届改选候选单

位已经过相关审批，经协会 2018 年一届十次理事会讨论研究，通过东

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等 31 家理事、上海宝山机器人产业园发展管

理有限公司 1 家监事候选单位名单。经上海市社团局审核，同意对协会

上报的有关候选名单进入公示环节。目前已通过书面信函发至会员单

位、协会官网发布等进行换届选举前公示（信息可在 www.robotia.cn

查询），公示时间为 8 月 24 日至 9月 3 日（7个工作日）。 

 

一年一度影响力最大机器人盛会 9月 19日开幕在即 

第七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CEO圆桌会议同期举行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23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设 9 大专业展，展会面积大于 28万平方米，

超过 2500 家展商参展，预计逾 16 万中外专业观众参观。 

http://www.robotia.cn查询），公示时间为8月24日至9月3
http://www.robotia.cn查询），公示时间为8月24日至9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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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协办的机器人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7.1H 中国馆、8.1H 国际馆再次刮起旋风。本届机器人展展示

规模 56,000㎡ ，展商数量约 300 家 ，预计首发新品 60 余项。 

    7.1H 中国馆——彰显长三角三省一市机器人企业联动性，呈现全

国机器人企业“智”造突围新势态。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球机器人巨头均在长三角设

有总部或基地，集聚了一批国内国际知名机器人制造企业和应用企业，

机器人产能占全国 50%以上，已形成了上游减速器制造、零部件控制系

统生产到中游本体制造和下游系统集成服务较为完备的机器人产业链。  

8.1H 国际馆——中外融合，国际巨头纷纷落地生根、遍地开花，

展现新时代“上海制造”“中国制造”继去年行业国内外企业收购并

购热潮和核心部件“国产化”市场主旋律，国际机器人企业纷纷加强中

国各地布局，落地设立基地研发和生产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应用

解决方案或协同本土企业进行相关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实现了本

地化，形成了新时代的“上海制造”“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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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展同期的第七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CEO圆桌会议

将于 9月 20日在西郊宾馆举办。 

本届高峰论坛的主题为“助力长三角一市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

圆桌会议主题为“打造全球卓越上海制造基地”。将汇聚国内外来自政

府、企业、专家等 300余位行业负责人。 

 

戴柳会长考察深圳企业和协会 

8 月 10 日上午，协会会长戴柳赴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优必选）考察。戴会长首先参观了优必选展厅，了解了优必选机

器人主力产品的技术特点、应用和销售情况，并随后与企业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戴董听取了优必选未来三年的技术和企业发展规划，对

优必选致力打造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目标表示赞赏，并针对机器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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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感应、控制，以及机器人手指关节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当天下午，戴柳会长一行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

研究院的深圳机器人协会做考察、交流。深圳机器人行业协会秘书长毕

亚雷等接待来访。交流中双方希望两地协会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共

同推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机器人行业发展。  

  

协会召开 2018第四次秘书长会议 

  8月 29日，孟犁秘书长主持召开协会 2018年第四次秘书长会议。

会议研究了近期重点工作事项：协办第 20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

器人展、协办第七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上暨第四届 CEO 圆桌会议；

筹备长三角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协同发展高层会议等有关工作；参加第 

20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人展展台有关事项（上海市机器人行

业协会展台号：8.1H D154）。 

审议讨论通过庆余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为协会会员单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协会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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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入会企业介绍： 

庆余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在北京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1000万，总资产 20000万。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投资银行、

基金管理、企业并购四大板块业务。通过整合出资人、被投资企业和

各类外部合作机构的资源，为所投资的企业针对性地提供战略梳理、

模式优化、人才引进、管理改进、融资支持、业务拓展等增值服务，

帮助已投资企业实现价值提升，并借此为投资者创造较高回报，实现

企业和投资者共赢。公司与联想集团、JD.COM 京东、华融资产、九

鼎投资等个知名投资机构均有合作关系，有政府债券、私募券、政府

产业基金、政府项目银团融资、IPO、定向增发、新三板上市、并购

重组、不良资产处理等各类业务的实际操作经验。公司在投资领域，

专注 A，B 轮企业，已经投资机器人企业：灵铱科技等 5 家机器人企

业。 

 

【会员动态】 

 

多家会员单位入围上海各类百强和成长性企业名单 

由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和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

会主办的 2018 上海百强企业发布会，8月 24日发布了年度相关企业

名单。协会多家会员单位分别入榜。 

会长单位东浩兰生集团入榜上海百强企业第 12 名，2017年营收

14118438 万元，入榜上海服务业企业百强第 6；副会长单位上海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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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入榜百强企业第 20，2017 年营收 9177583 万元，入榜上海制造

业企业百强第 8；副会长单位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入榜上海制造

业企业百强第 50，入榜上海民企百强第 63，入榜民营制造业百强第

24；理事单位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入榜上海制造业第 88。 

值得关注的是，理事单位上海智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入

榜上海民营服务业企业百强榜第 100，入榜上海成长性企业 50 强中

第 2 名，2017 年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7.98%。 

 

 

2017年上海企业 100 强营业收入达 60426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率 13.83％；净利润合计为 4387亿元，比上年增长率 15.62％；今年，

上海还有 7 家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排名均比上年有所提升。上海百

强不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幅度都比 2016 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且这些产出指标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从业人数这些投入指标的

增长。上海企业 100强中 73 家企业提供的研发费用数据显示 2017 年

共投入研发资金 529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率达到 1.11％，同比增长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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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发布 2018 年中国会话式 AI 市场指南 

小 i机器人被再次写入 

    8 月，具有世界权威的信息化咨询研究机构 Gartner于近日发布

了 Market Guide for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中国会话式 AI 市场指南》，报告基于 Gartner分析师对 IBM、

微软、阿里、百度、小 i 机器人等会话式 AI 供应商及他们用户的深

度调研，分析了目前中国会话式 AI 市场现状，并提出关键性建议。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使用 AI 的三大目标分别为提升效率，降低

成本，提升客户满意度。目前中国会话式 AI 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三方

面：虚拟助理，人机交互界面和内容上下文。而 Gartner 认为虚拟助

理是这三类中运用率最高的。据 Gartner 的调查，目前已有 37%的中

国企业使用会话式 AI，14%的企业正在试点部署，而到 2022 年，中

国企业在会话式 AI应用中使用 NLP的比例将从 51%上升到 80%。 

小 i机器人作为虚拟助理的重要应用企业出现在报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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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小 i 发布了深度语义开放平台，提出从基础会话

式 AI向深度会话式 AI 过渡，旨在在更复杂的业务环境下解决多人对

话、动态场景、多句组合、深度推理、多意图理解、自动上下文等人

机沟通中的十大类问题。而目前深度语义已被小 i 应用于多个行业

中。 

ABB荣登《财富》“改变世界”公司榜 

    8 月 20日，凭借在电动汽车快速充电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ABB

凭借在加速利用清洁能源、推动电动交通发展领域的突出贡献荣登

《财富》杂志 2018年“改变世界的公司”排行榜第 8位 。该榜单表

彰“在核心商业战略中通过行动带来积极社会影响的企业”，致力于

“拯救地球，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财富》杂志在评论中写道： “随着电动汽车越发流行，ABB 已

在全球安装了 7000多个快速充电站，过去 7 年累计节省了约 200万

加仑的汽油。自 2015 年以来，充电业务实现了每年两位数的收入增

长。下一步，ABB 将与大众子公司 Electrify America 合作，明年将

在美国安装数百个充电站。” 

 

【行业信息】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8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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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中国电子学会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

发展报告（2018 年）》（以下称：《报告》）。《报告》基于对中

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持续研究，对国内典型机器人集聚区域进行系统

评估与综合考量，归集影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因与外部条件，

以及伴随发展进程而产生的新生问题，从“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趋势

及特征”、“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趋势及特征”、“我国各区域机器

人产业发展水平”、“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特征趋势”、“我国机器

人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等五大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有利

于引导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优化完善产业链结构与市场布局，持续激

发骨干企业创新活力，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提供决策支撑，为行业

发展方向提供参考依据。 

 

《 报 告 》 内 容 请 见 协 会 官 网 : 

http://www.robotia.cn/article.php?id=715 

 

【简讯】 

    ABB、发那科、中科新松、上海电气、库卡、安川电机、三菱电

气、菲尼克斯、欧姆龙、沈阳新松、那智不二越、新时达、哈工智能、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等三十余家协会会员单位将参加于 9月 19-23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