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邀请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

新司、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的 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一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以下简称“技转

大会” ）？将以线上云展与线下活动形式举办 。 根据浦江创新论

坛总体安排和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展览展示将于 2022 年 8 月

28-30 日线上举行？专题论坛活动将于 2022 年 8 月 29『30 日在上

海展览中心举办。 本届技转大会以“万 4象’需求 － 全球揭榜一

共建绿色新未来”为主题，集展览展示、论坛活动为一体，旨在

打造全球需求“集散地”、技术交易“强磁场”、技术转移“月良

务站

牙口高效配置。

为推进产业创新场景持续开放，新创意 、 新技术 、 新模式广

泛应用，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商创新发展机遇，现诚挚邀请贵

方组织相关单位线上参展参会。

一、关于参展

商请推荐所属地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参加 2022 全球技术转

移大会线上云展。参展单位可登录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官网



(expo.innomatch.net) , 进入“参展入口"-"企业入口”， 在 线提

交报名信息表；或直接填写参展申请表（附件1)进行参展报

名，参展申请表请发送至邮箱： innomatchexpo@netcchina.co1n。参

展报名截止日期为2022年8月20日。

科技型中小企业线上参展免除参展费用，云展内容由企业自

主上传，主办方将于2022年8月22日前将云展平台账号及操作

手册发送至参展企业， 主办方拥有云展内容审核权。

二、 关于参会

商请组织有意愿参与的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

各类创新主体线上参会。 大会将举办30余场专题论坛活动， 并均

以线下和线上直录播的形式进行，活动直播入口expo.inn01natch.net。

三、 联系方式

（ 一）上悔市科委创新服务处

李 畅 13524859609 梁 冰 021-23112581

（二）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周 侃 17602172869 曹 申 13671721387

附件： 1. 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参展申请表

2.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简介

3.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云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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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参展申请表 

Global Technology Transfer Fair 2022Application Form 

 

企业基本信息 

Corporate Information 

单位名称* 
Company 

name * 
 

注册地* 

Place of 

registration * 

 

联系人* 

Contact *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 国有    □ 外商投资    □ 民营    □ 港澳台投资    □ 其他 

□ State-owned    □ Foreign Investment    □ Private 

□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vestment  □Others 

所属领域* 

Industry * 

电子信息  生物与新医药  航空航天  新材料  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及节能  资源与环境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 Biology and New Medicine  

□ Aerospace  □ New Material  □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 New Energy and Energy Sav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High-tech Transform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 

（300 字以内）（no more than 300 words） 

参展单位商标* 

LOGO* 

矢量文件（ai、cdr、eps 等格式）上传附件 

Vector file (ai, cdr, eps and other formats) upload attachment 

上年度营业额 

Last year's 

turnover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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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信息 

Innovative Product Information 

产品名称* 

Name* 
 

产品简介和创

新性介绍* 

Product briefs 

and 

innovative 

presentations 

（简介、核心技术亮点、专利情况、获奖情况、同类产品中技术领先水平；若

篇幅较长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Introduction, core technology, patents, awards, leading technology level among 

similar products; if the length is longer, it can b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an 

attachment.) 

展示形式* 

Display form* 

□图文    □视频   □其他 

image-text  video   others 

是否属于优先

展示的产品 

Products to be 

shown first 

□属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新业态、新模式 

□引领消费新模式、贴近民生的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 

□服务新冠疫情防控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 

□ It belongs to the key development fields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omedicine, etc. 

□ Based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form new formats and 

new models 

□ Leading new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advance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that are close to people's livelihood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to serve the needs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路演需求* 

Roadshow 

demand* 

线上路演      不参加路演 

 Online Roadshow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Roadshow 

宣传需求* 

Brand 

promotion 

needs* 

是 （宣传素材稿件请附件）    否 

Yes (Please attach the publicity material manuscript)  NO 

带*项目为必填项。 

Items with * ar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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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简介 

 

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 2008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高层次国际论坛。2022 全球技

术转移大会作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于 2022 年 8 月 28 至 30

日举办，大会以科技企业需求做全球释放，云+VR 营造观展新体

验，联动 InnoMatch 全球供需对接平台，提供“3+365”全链条技

术转移转化服务。本届大会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指导，科技部

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荷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宾国）、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主宾省）主办。 

大会主要包括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小企

业创新产品、待转化优质创新成果项目、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

国际国内科技合作、特色产业发展七大展览方向，预计 500 家企

业机构入驻，均以 VR 云展方式进行。同期包括第三届世界技术

经理人峰会等 30 余场专题论坛，线上线下融合进行，百位大咖

荟聚，优秀案例、人才榜单、国家成果精彩发布。 

大企业开放式创新拟展示 20 家大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中

小企业创新产品拟展示 500 项中小企业创新产品与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待转化优质创新成果项目拟展示全球 50 家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 600 项优质成果；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拟展示上海技术

交易所及 100 家服务机构；国际国内科技合作拟设置荷兰馆、以

色列馆、日本馆及海南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馆等。 



6 

附件 3 

 

2022 年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云展简介 

 

大会云展经过两年的更新迭代，首次采用 3D 智慧云展馆，

综合运用元宇宙、WebXR（VR，AR）、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智能语音等多种前沿技术，基于公有云提供可随时随地访

问的元宇宙展厅展馆。 

一、3D 智慧云展馆功能简介 

（一）数据联通 

云展馆与 InnoMatch 全球供需对接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在

云展平台进行技术需求、成果搜索匹配。 

（二）在线社交 

名片交换：观众上传接待名片，当访客线上点击“名片交换”，

双方互换名片。 

语音留言：观众可以点击语音留言标志，给企业发送语音留

言，并附上自身的电子胸牌。 

在线讲解：支持对展馆和展品进行文字、语音、视频等形式

讲解。 

活动直播：云南的线下活动可于云南馆进行直播投屏。 

（三）虚拟客服 

观众可以点击 3D 虚拟客服，开启语音通话，向真人客服进

行语音咨询。企业客服接听人员可由专业的客服人员，在公司内

部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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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馆搭建 

模板建馆：可自由选择平台模板实现快速自助布展和特装展

台定制化布展。 

品牌建馆：可从展厅内容管理页面，自助上传 logo、广告语、

海报、视频、名片等媒体材料，输出品牌形象。 

LED 热点：企业可替换 LED 封面贴图，并上传 mp4 视频或

者提供视频外链地址。观众点击后，视频即可弹出播放播放。 

（五）用户体验 

线上云展无缝兼容手机、微信、PC 等多端访问，无需下载

App，随时随地通过网页链接访问展厅。为访客提供 3D 虚拟化

身形象，并模拟用户在场景中自由走动，任意无死角观看特色展

台造型、展板海报、LED、甚至产品 3D 模型等，突出展示内容，

打造用户沉浸体验。观众足不出户即可参与大会现场。 

二、InnoMatch 全球供需对接平台 

InnoMatch 全球供需对接平台作为大会的数据中心，由国家

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技转生态支持，以数字科技打造技术、人才、

服务、资本融合匹配的创新生态圈，强化产业需求导向、市场导

向，提升科技成果对接产业和资本要素的效率。 

所有参展方均可入驻平台进行技术需求、科技成果发布，通

过智能工具实现快速匹配对接；行业专家和技术经理人可在平台

进行认证，拓展人脉资源；平台用户可通过平台社区进行商务合

作洽谈与供需交流，了解行业前沿，参加专业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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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活动排期 

主会场：上海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000 号） 

8 月 29 日（周一） 

08:30-09:35 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开幕式 Inno Spring（线下会场名） 

09:35-11:50 第三届世界技术经理人峰会 Inno Spring 

13:30-16:00 世界技术经理人峰会创新人才发展论坛 Inno Spring 

10:00-12:00 在沪外资研发中心协同创新论坛 Inno Summer 

13:30-16:00 中日企业创新大会 Inno Summer 

13:30-16:00 大企业创新发展论坛 Inno Autumn 

09:00-12:00 日本大企业 1V1 对接交流会 Inno Winter 

09:00-17:00 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上海专场） 线上直播 

09:00-17:00 中小企业创新产品首发首秀 线上直播 

8 月 30 日（周二） 

09:00-12:00 长三角卫生与健康转化创新论坛 Inno Spring 

13:00-17:00 宝武论坛 Inno Spring 

09:00-12:30 中以国际成果直通车 Inno Summer 

13:30-16:30 全球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Inno Summer 

09:00-12:00 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绿色环保专场 Inno Winter 

13:00-17:00 2022 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协同大会 Inno Winter 

09:00-17:00 中小企业创新产品首发首秀 线上直播 

*所有线下活动将同步进行线上直播，登录 expo.innomatch.net 进入直播通道 


