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参与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产业创新领先技术百强

项目对接洽谈活动 （活动方案及征集通知见附件 2）等。 可通过

附件通知内的联系方式报名参加。

2.推广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

请各分园宣传并推广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综合

服务平台。 综合服务平台（www. zgc-ta t t t. com）拟于8月下旬

正式发布。

特此致函， 盼予回复。

附件： 1. 2 02 0

中

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活动总体方案

2.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产业创新领先技术
百强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征集通知

关

中

（联系人：鲍海宁；联系电话：88827039, 135819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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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

产业创新领先技术百强榜单项目征集通知

各相关单位：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2020 中关村论坛， 于 9 月在北京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将以
“

合作创新·共迎挑战
”

为年度主题， 期间举办技术交易发布大会活动。 围绕
“

汇资源、

搭平台
”

目标， 汇聚国内外优秀项目、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

推动
“

全球买、全球卖
”

的国际科技成果转化，旨在搭建 一个技

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组建 一个跨国技术联盟、首发 一 批高端产

品、挖掘 一 批国内外高水平技术项目、促成一批技术项目合作签

约、 形成 一 系列常态化合作机制。

活动期间，将组织
“

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大会产业创新领先
“

技术百强项目
” 

年度活动， 聚焦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

、“生物

技术与大健康
”

、
“

节能环保与绿色创新
” 

和 
“

新 一 代信息技术与

智慧交通
” 

四个领域， 面向全球征集 1000 项以上相关领域优秀

科技创新项目，特邀相关领域学科影响力专家、世界顶尖科学家、

产业领军人物等共同组成评审专家团进行评审进选，于中关村论

坛技术交易大会开幕式上发布最具价值、最具创新影响力的产业 

创新领先技术百强榜单。 入围百强榜单项目，将择优受邀参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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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关专场路演及对接洽谈活动，通过北京电视台、中国科技网、

新浪微博、 今日头条等媒体宣传报道。

为充分挖掘国内前沿领域优秀科技创新项目，现面向国内

高新示范区内科技创新性企业、机构、科研院所、 以及中关村相

关产业联盟、协会广泛征集国内相关领域优秀项目，报名项目应

满足 “ 可参会、 可转化、 可转移、 可交易、 可跨境、 可落地 ” 6

可标准， 具有技术创新性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进选发布时间安排如下：

1.项目报名：即日起至8月14日

2.首轮评选：8月15-20日

3.二轮评选：8月21-27日

4.终轮评选：9月3-7 目

5.百强项目榜单发布：中关村论坛期间

请各报名单位认真填写附件《2020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

布大会产业创新领先技术百强榜单项目征集表》，并于2020年8

月14日17: 00之前发送至tanliqingo)ittn. com.en。 征集时间

截止后， 若报名项目入围百强榜单， 将另行通知。

联系人： 谈莉睛，联系电话： 15505136721；邮箱：

tanl iqingo)i ttn. com. en 

特此通知。

附件：2020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产业创新领先

技术百强榜单项目征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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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2 020 年 8 月 3 日



附件

2020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产业创新

领先技术百强榜单项目征集表

作为项目方， 向组委会做出承诺和申明如下：

一、 参与承诺

本人代表所发布技术项目，自愿参加2020中关村论坛技术

交易大会产业创新领先技术百强项目榜单评选活动（以下简称

“活动
”

），并向活动组委会作如下承诺：

（一） 承诺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包括并不限于所在单位和团

队成员信息、 项目文件、 路演信息等） 所含内容均真实、 有效、

准确、 完整，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材

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扫描件均与正本

材料 一 致。

（二）承诺人提交的资料任何部分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

识产权或专有权利，不含任何诽谤或非法材料，不存在任何知识

产权权利纠纷。

（三）自将项目资料提交至活动组委会之日起， 即许可活动

组委会可以将其资料在非商业用途下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展现。

二、 免责声明

承诺人知悉报名提交的资料应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权利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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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如在活动期间或活动之后所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权利纠纷均

由承诺人自行承担， 与组委会无关。

j主：红星标注的内容为必填项

The contents with red star is mandatory fields 

项目基本
情况

Basic 
lnformatio 

n 

＊项目名称
丁坠chnology Name 

＊项目联系人
Contact 

＊毕业院校及专业
Graduate 

Institution & Majo「

＊所属公司或机构介绍
Company/Organiz 
ation Int「oduction

＊团队人数
Number of team 

members 

＊所属公司性质
Type of Company 

＊职位
问sition 

＊最高学

位
Highest 
Degree 

电子版请将相应字体变为红色

*PHOTO
200*200PX 

Please edit the font of selected pr叫ect into red for electronic Ver. 
产业（ Industry):

境内 Domestic:
口上市公司 Public Company 
口股份制、 集团公司 Corporate Enterprise/G「oup
口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制 Limited Liabilit y Company/Partnership 

境外 Overseas:
口上市公司 Public Company 
口股份制、 集团公司 Corp。rate Enterpr ise/Group 
口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制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Partnership 
学术（ Academic):
口大学 University/College 口学会 Academ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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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公司网址
Website 

口非大学、 独立研究机构 Independent Research Organisation 
口其它 Others
政府（G。，vernment ): 
口政府部门 Official Department 口事业单位 Public Institution 
口组织Organisation or Associations 
口其它 Others

1.＊项目技术领域（单选， 电子版请将相应字体变为红色）
Techn。 logy Field (Mult iple choice, Please edit the font of selected project into red 
for electronic Ver.) 

C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Al & Advanced/high-tech Manufacturing 

C 生物技术与大健康 Health Biotechnology & Health-related Innovations 

C 节能环保与绿色创新 New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een Innovation 

C 智慧交通与信息通讯 Sma『t Transportation & ICT 

2.＊项目描述（包含但不限于可公开披露的技术参数等）
, Description Of Technol。g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ublicly disclosed technical 

项目技 术信｜I speci币cations, etc.)
息 Proiect I )Cl.. I 如有图片更佳 It will be better to add product pictures.
Technolog 
y I 3.＊项目的技术优势（含国内外市场类似产品或技术对比）
lnformatio 
n 

Descripti。n Of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Including Equivalent/Similar 
Product/Technology in Market) 

4.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Of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s. 项目的技术风险 Risk Of The Technol。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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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市场

情况

Info「『natio
n of 

Product 

and 

Ma「keting

6.本项目当前发展状况和进度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n 阳市d Progress Of
The Pro ject

7.＊项目所属阶段 Project Stage

（）论证 Demonstration

（）研发R&D

（ ）中试／｜临床前 Pilot plant test/Pre-clinical 

（）批量生产／产业化 Mass production/Industrialization 

8产知识产权形式 Intellectual Prope同y

（ ）专利 Patent

专利号 Patent No.: （如正在申请中请说明 Please mention汗忧 ’s pending) 
（ ）商标 Trademar k

（ ）专有技术 Technology Know-How 

（ ）计算机软件 Computer Software 

（ ）工业品外观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集成电路设计 IC Design 

（）版权 Copyright

（ ）生产力口工工艺 Manufacturing Process l坠chnology

其它 Others

＊知识产权数量 Number 。f Prope同y

＊知识产权描述 Description of patents 

9. 尚需解决的技术问题描述 Description Of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10.＊目标产品及描述 Fi nal Product And Brief Introduction 

产品形态 Pro duct form: 

（）最终消费产品 Final consume「product

（）工业产品 Industrial Products 
（）工业中间产品 Industrial intermediate products 

（）技术服务 Technical Services 

其他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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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product brief introducti。n

11.＊应用场景 Applica ti。n Scenarios 

12.＊预期达到的市场价值 Prosp ective Market Value/Business Value 

13.＊目标客户 p。，tenti al Clien恒

14.营销策略 Marketing Stra tegy

15.未来三年发展目标 Business Plan In The c。ming 3 Years

16. 简述项目所属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Briefly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s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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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信

lnfonnatio 

n of Intent 

Co ope「atio

17.＊合作方式（可多选， 电子版请将相应字体变为红色）

Ideal Way of c。。perati。n ( Multi-Select please edit the font of selected p叫ect

into red fo「 electronic Ver.) 

C提供技术服务 Providing technical services 

C提供技术咨询 Providing technical consulting 

C技术（合作、 委托）开发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delegation) 

C技术秘密转让 Transfer of technical secrets 

C专利权转让 丁ransfer of patent时ght

C专利申请权转让 Transfer of patent application付ght

C专利权 （专 利 申请技术）实施许可 Patent (patent pending technology) exploitation 

license 

C合作生产 Cooperative production 

C工程承包 Project contracting 

C设备引进 Equipment im port ation 

C公共工程特许权（BOT) Built-oprate transfer什anchise

C特许经营 Franchising

C补偿贸易 Compensation trade 

C专家服务 Expert service 

C股权投资合作 Equity investment & coope「ation

C独资（合资企业落地）Sole prop「ietorship (landing or settlement of joint ventures) 

C创新技术产品市场开拓 Market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products 

C合同研发外包 Contract research &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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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创新技术供应链合作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18. 理想的合作伙伴（电子版请将相应字体变为红色）
Ideal Partners (Please edit the font of selected project into red for electronic Ve「． ）

产业（ Industry ):

境内 Domestic:

口上市公司 Public Company

口股份制、 集团公司 Corporate Enterprise/Group

口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制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Partnership

境外 Ove「seas:

口上市公司 Public Company

口股份制、 集团公司 Corporate Ente「P「ise/G「oup

口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制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Partnership

学术（Academic):

口大学 University/College 口学会 Academic Society

口非大学、 独立研究机构 Independent Resea 「ch O「ganisation

口其它 Others

政府（G。vernment):

口政府部门 Official Depa「tment

口组织Organisation or Associations

口其它 Others

口事业单位 Public Institution

19.＊目前融资情况（如有， 请注明时间、 金额及投资主体）
Current Financing Situati。n (if any, please indicate the time, amount and 

investment subject) 

20.＊计划融资金额 Planned Investment 

21.其他合作要求（包括理想的合作伙伴、 项目落户所需要的资金、 场地等）
Other c。。peration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ideal partne店， financial and

working space support needed to start your busin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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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简介
B「 ief 

introducti 
on of 
team 

members 

需包含成员姓名、 职位、 学历、 毕业院校、 照片、 个人简介
It must inc lude the member's name, job title, degree, gr aduate school , photo and 
pe厄ona I profi I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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